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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朋友小聚，大家提议去一家名叫
“老锅灶”的农家乐。这家农家乐位置比较
偏僻，在瓯北双塔山脚下，但生意却相当
好。究其原因，在于烧的是柴爿饭，还有那
锅巴，吃起来香喷喷，口有余香。这不禁让
我回想起乡下老屋的土灶台，勾起了记忆
中最温暖、最温馨的回忆。

土灶之所以叫土灶，是用黄泥巴、砖砌
成的。砌土灶是个技术活，有讲究，得请内
行的砌匠来干活。在农村三百六十行行行
出匠人，打铁的叫铁匠，破石头的称石匠，
翻屋的为瓦匠，编蔑的叫蔑匠，砌墙的叫
砌匠。“匠”是乡下人对传统手工业者发
自内心的敬重。据说技术好的砌匠砌出来
的土灶，又省柴又旺火，这样的土灶妇女
很受用。

我家老屋的厨房砌的是“三眼灶”，即
设有大中小三口铁锅，每张锅各有各的用
场，小锅用来炒菜，中锅用来煮饭，大锅用
来烧洗澡水，有时兼用来煮猪食。每到做
饭的时候，袅袅炊烟，被微风吹来，渐渐化
为虚无，成为乡村生活的一道风景。

小时候，每当放学回来，看母亲忙着
锅前灶后地转，我便把书包放到一旁，跑
到灶膛帮母亲把火。把火看似简单实则却
不简单，爆炒时需要大火，捞饭汤时需要
文火，这就要恰到好处地掌握火候。有时
火力一下子上不来，就得借助吹火筒往灶
膛里一顿猛吹，经常因欲速则不达，反而
被烟呛得泪流满面。看似平淡无奇之事，
同样也要用心去做。

后来，农村一度推行息风灶，对灶膛
进行了改良，如此一来节省了不少柴禾，
对火候的把握也方便了许多。尽管使用了
息风灶，但母亲仍经常叮嘱我，要省着用
柴。她经常说：“人要虚心，火要空心。”
添柴时要一把一把地添，能用细柴时决不
用粗柴，因为少用粗柴也就意味着少砍
树。是母亲，影响了我勤俭节约的习惯，
和保护生态的意识，并受益终身。如今，
随着农村土灶的没落，柴禾使用得很少
了，山上的柴禾由于鲜有人砍伐渐而长成
了碗口粗的杂树，山林中到处林荫蔽日，
以前被破坏的生态得到了修复，绿水青山

又回来了。
冬季，窗外北风呼啸，一家人围着锅

灶，几碗家常菜沿着弧形的灶台一字排
开，母亲还给我们再准备一耳子锅腌菜煨
豆腐摆在灶台前端，腌菜豆腐冒着热气，
炭火把耳子锅的菜煮得滚烫滚烫，一家人
围炉热乎乎地吃得津津有味。我常常连锅
端把锅巴铲起来做成锅巴汤，锅巴汤里沁
着那股柴火的浓香，让人口舌生津。

有时候，米饭不够时，母亲会变着法
儿让我们填饱肚子。趁着灶膛里还有余
火，往灶里丢几根玉米棒，或塞进去几个
红薯，在火灰里煨上一阵子，听到灶膛里
噼里啪啦声响后，香喷喷的红薯、玉米棒
烤熟了，我和妹妹抢着啃着，香味从舌尖
直达心尖，嘴角齿间满满的是乡村柴火
味。

烧土灶后，柴禾烧尽后产生的草木灰，
在庄稼人眼里是个宝，把它从灶膛里扒出
来，跟鸡粪鸭粪搅伴成鸡屎灰，便是上好的
农家肥，肥力足又无公害，比施用化肥更有
机更有利于土质改善。

到了寒冬腊月，母亲站灶台的时间明
显多了起来。过了腊八就是年，打豆腐，发
米粑，熬糖果，煮甜酒，炸生腐，蒸馒头，宰
公鸡，杀年猪……而这些都离不开灶台，母
亲天天都要围着灶台转，膛中的灶火映得
脸上红彤彤的。这是灶台最热闹的时节，
也是小孩子最快乐的时光。

北方农村的小年，有送灶王爷的习
俗。晚上，母亲把准备好的酒菜和粮果交
到父亲手上，父亲虔诚而庄重对着灶台念
念有词，完成恭送灶神升天的仪式。据老
人说，灶神可以“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
安”。这时候，我和妹妹远远地站在一边，
谁也不敢多一句嘴，生怕说错了什么，冲撞
了灶王爷。

如今，农村生活条件好了，家家户户从
瓦房变成了楼房，乡下人家也开始使用煤
气灶、电饭煲，土灶淡出了人们的视线，退
出了历史的舞台。

渐渐消失的土灶台，承载着熟稔的乡
村烟火气，呈现出乡下人家生活百态。乡
村土灶台那一抹温暖，是家的温暖……

常绿镇，位于杭州市富阳区的南部，历
史上称长春，谓全境遍市竹林、四季翠绿故
称。印象里七八岁的我只坐在汽车上，看
车窗外遮天蔽日的竹子一瞬一瞬划过，心
惊胆战地绕过大黄岭的山路十八弯，到平
地后再沿河长长折折地走下坡路。从一个
悠长的隧道穿过，不一会就看到表姑家沿
路种植的桂花树林，于是我就明白——常
绿到了。常绿，漫山都是翠竹的常绿，那
是奶奶嫁过来的地方，那里有奶奶风华月
正茂而又万般艰苦的少女时代。

我记不清多少次发出这样的感叹：
“常绿的竹子真多呀！”在这条多年不变的
路上，那满目的绿好似熟悉多年的老友，
又像热伤风时候咬碎的一颗汁水飞溅的
梨，使我放松。相传，竹子相隔六十年才
开一次花，开花后即死。如果这是真的，
那么见证奶奶成长的那些竹子早已经不在
了，只有它们的竹子竹孙伫立着，看人间
沧海桑田的巨变。

从前的冬天很冷，如果碰上大雪，夜
深人静的时候，竹林里总会传来噼啪的声
音，那是被大雪压爆的竹子发出的。“夜
深知雪重，时闻折竹声”，奶奶没有白居
易被贬谪到江州的孤寂，她只是很心痛，
竹子被压断了，不能够卖好价钱了。

这里的山被竹的海浪包裹，吞噬。我
在别处从未见过长得如此繁密的竹林，这
里的竹子高大如树，竹叶遮天。微风徐
来，竹叶随着风缓缓的飘着，发出哗哗的
响动，安静地澎湃着。满山竹韵，有声有
画，好像能听见两千年前一个朝代的呼
唤，自由解放，智慧情浓，豪迈不羁。当

世对才女谢道韫的评价四个字 “林下之
风”，这林下，就是“竹林”之下，意指
她有竹林七贤的高洁清朗与潇洒旷达，一
个闺房之秀堪与男子比肩，可见其才气、
骨气与浩然正气。“山阴道上桂花初，王
谢风流满晋书”，千年之后，我依然觉
得，一个女子的极致，依旧是“林下之
风”。

命运同样是与幽幽翠竹交缠，我的奶
奶没有生于诗书富贵之家，没有长于礼乐
簪缨之族，也没有谢道韫的诗韵结心，但
有其青竹化骨。她出生于1938年，这个
数字涤荡着她人生的长河，对我来说那是
一个太过遥远和苦难的年代。我曾问过奶
奶关于过去的记忆，但她不愿多提，从不
抱怨时代的洪流有多么凶残，只是说：
“现在这个时代是真的美好”，我不以为然，
年轻人总会认为最好的尚未到来，直至今
天我才发觉其中包含着多少心酸遗憾。

奶奶是表姑的小姨，差了一个辈分，
但年纪相仿，形似姐妹，大抵幼年时常常
在一块游戏。如今年逾古稀的一双老人坐
在一起，看着如今富足的生活，不免回望
半生，向晚辈谈起她们当年的艰苦与无
奈。她们比划着，向我描述村里某处道路
的一个坡有多么陡峭，两人拉了整整一车
的柴火，怎么也上不去。那时奶奶的父亲
还没来得及告诉她们要绕着坡道走“S”
形的路，以减缓坡道的陡峭，省些力气。

我想象着，比我稍小的两个姑娘，一
会跑到前面拉小车，一会又挠挠头绕到后
面推它，周围没有人能帮她们。但她们还
是咬咬牙，用稚嫩但饱满的骨肉去对抗千

钧重负。最终柴火还是运回家了，她们笑
着慨叹这个奇迹，没错就是奇迹，只是我
难以体会那笑背后早已经风干的汗与泪。
奇迹的光只是极其短暂地微亮她们前行的
路，如果有一双预知一切的眼睛，它会看
到等在这对美丽少女前面的全是苦，她们
要蹒跚几十年之后，才能逐渐看到希望和
光亮。

她们那一代人很小就开始帮家里做
事，插秧、割麦、锄地、种菜，因为“妇
女能顶半边天”就和男人一样在生产队挣
工分，辛勤劳作一年也不能满足吃一碗白
米饭的愿望。她们全部的努力方向就是填
饱肚子，为了活下去，她们吃过没成熟的
麦穗、粗糙的树皮、屋檐下的雏鸟……凡
是能够找到的，并且看上去能吃的东西，
都被她们统统塞进嘴里，我不忍心问她们
什么时候才彻底摆脱这种在饥饿中煎熬的
日子。

但就是在这样艰难的岁月里，奶奶的
两个孩子与表姑的四个孩子，都在城里扎
了根。我父亲曾经说过，如果没有奶奶，
我们家就不会有今天的模样。爷爷年轻时
在部队，常常好几个月收不到一封信，是
奶奶下地干活种出粮食，把两个孩子拉扯
大，然后在经济暗涌的八九十年代一意孤
行，办糖厂，开滑冰场……

竹子是生长最快的植物，长到5米只
需要25天，但这意味着竹子要在短时间
内消耗更多的能量，对植物来说是巨大的
挑战，对人也是。奶奶那一代女人忍受着
贫穷、生育、劳作的辛苦，身为母亲，也
承担着作为父亲的重活。她们善于忍耐、

极少需求，几乎把自身所有的养分压榨出
来，供养着孩子和家庭。即使有过发自本
能的激情迸发，最终也还是在日复一日的
艰难里沉淀下来，用肉身继续供养生活。

有现代诗把竹比喻成山一样的男子，
胡说，男子都被盼望着走出小村小镇，要
前程似锦，要鹏程万里，去灯红酒绿的城
市，去更广阔浩瀚的天地。奶奶和表姑，
她们生下孩子，几十年含辛茹苦地抚养，
无微不至地教育，目的是为了让他们离开
这片翠绿的竹海，离开常绿这一隅之地。
为此，她们自己却可以原地扎根，像风雨
中的竹子那样咬定青山不放松。

像奶奶一样的女性，在那块土地上，
有成千上百个，在那个物质极度匮乏的年
代，她们生而为艰，却以柔软抵抗世界的
坚硬。她们心甘情愿地，像竹子一样被砍
断，然后做成柴火、竹篮、篾子、竹纸，
只为让今天过得比昨天好，让她们所受过
的苦，后人不必再受。奉献是赤贫者没有
选择的选择。因为一无所有，所以必须用
自身血肉来抹平生活的坑洼，把其他人向
外、向上托举一公分。

她们已经老了，没有人再记得她们年
轻的样子，也渐渐没有人记住她们肩负重
担扛起家庭的每一个瞬间。所有旧时代的
贫穷欺压、肉身的病痛负累、人间的凌厉冷
峻，通通都化作白雾消散，一点点消弭在虚
无之中。而新生的竹笋在一旁野蛮生长，
宁静又安好。

那些绿色的骨头，安静地矗立着，暗涌
着一代女性苍翠的哀婉，触摸光滑冰凉的
枝节，能听到她们一生的澎湃。

在三江街道浦东村的旧址上原有一座
百年大屋，随着村子的整体拆迁即将消逝，
但它的“雄姿”却深藏在几代村民的心中，
让人颇为自豪。

据屋主人之一吴进千介绍，这座大屋
建在浦东村的水池边，南临滔滔瓯江，北靠
巍巍狮子山，风水极佳。屋子占地2000多
平方米，五间正屋，三间轩间，四间披舍，后
又居头四间，有外道坦和内道坦，道坦里铺
遍青砖。中堂间屋脊上昂首挺立着龙头，
威严地注视着远方。七尺高的墙围,晚上
大门一关，自成天地。吴进千对老屋怀有
深厚感情，因而说起其中的故事来绘声绘
色。他说：“大屋到现在已经有一百多年的
历史，像这样大且古老的房子在浦东村寥
寥无几，村里人称之为‘大屋’。”

大屋布局颇具匠心。在大屋中行走，
不论是门台高筑，转角墙壁上镶嵌的花窗，
还是配备齐全的劳作和生活设施，皆可窥
得当初这座屋子建造时的讲究。房子东面

建有牛栏猪舍，供家家户户饲养家畜；在内
道坦与道坦之间建有厕所，农人挑粪时从
后门出入，既卫生，又方便。院内东、南、西
三面建有三个消防池，平时养鱼观赏，紧急
时提水消防救灾。院子北边建有砻米间，摆
放着砻谷、捣米、磨粉一条龙的器具。因此，
屋主人不用出门，在屋内就可以将稻谷加工
成米粉。吴进千说，当初老太祖建这座房子
时，银元用了一斗，木头都用了好几船。

这座老房子不仅蕴藏着深厚的农耕文
化，更引以自豪的还有其中红色基因的传承。

解放后，很长一段时间，国家储备粮食
仓库紧缺，公粮储备陷入困境。当时，老屋
里八户人家合议后，一致同意将屋子的中
堂间封闭起来用于国家储存粮食。这一用
就是好几年。

前辈的奉献精神感染后代的青年，凭
着一腔热血，大屋的青年踊跃报名参军。
在当时，只要有一人参军，公社就敲锣打鼓
送来一个“光荣之家”的匾额。六七十年

代，这座屋子相继走出八名军人，在当地成
为美谈，大屋被称作“光荣之屋”。

一座屋子有八人参军，另一个原因是
与长辈们日常不时对孩子们进行爱国主义
教育有关。

在吴福洪小时候，他的爷爷就曾告诉
他一段往事。当年日寇进犯三江后，把吴
爷爷抓去抛进瓯江，可叹爷爷不会游泳，拼
命挣扎，在水中忽浮忽沉。而日寇大笑着
站在岸上向挣扎中的吴爷爷射击，把杀人
当作游戏。后来，吴爷爷搁在远处的沙滩
上，保住了一命。

吴臣元的父亲给孩子们讲了自己的经
历。他说，日寇进村时，用枪顶住他，要他
脱掉衣服，光着身替鬼子烧水洗澡。此时，
吴臣元的父亲恨不得用一锅滚烫的开水，
把他们统统烫死。

老兵吴加松则分享了另一个故事。他
说，老屋在解放初期还住过一支解放军的
骑兵部队。他们睡在地上，自带小米做饭，

不干扰左邻右舍，还帮老百姓扫地挑水，军
民关系非常好。部队离开时，全屋人欢送，
有的送熟鸡蛋，有的送茶水，依依惜别。

日寇无恶不作化作血泪恨，而军民鱼
水情深。对比鲜明的故事给住在屋子里的
青少年幼小的心灵里播下了保家卫国的种
子，也成为日后他们在部队里奋进的动
力。他们不辱使命，不怕牺牲，为保家卫国
献出了青春年华。退伍军人吴臣友回忆，
1969年，中苏交恶，珍宝岛战役发生，部队
处于一级战备状态。一天晚上，他所在的
部队紧急集合听首长作战前动员报告。报
告后，每个人都在自己的行李上写明老家
的地址和收件人姓名，如牺牲了将遗物寄
回家乡。退伍回乡后，他们在不同的岗位
上兢兢业业。

岁月悠悠，几经沧桑。如今，浦东村的
整体拆迁使老大屋将不复存在，这着实让
人惋惜。但我们相信，老屋的故事将永远
激励一代又一代浦东人。

土灶台
黄永赞

光荣之屋
余哲春

竹子人生
俞昊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