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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 开 大 港 快 六 十 年
了，最让我难忘的是故乡
的饼。大港的饼有十来
种，摊饼、番瓜饼、豆豆
饼、灶团子、 （大港读
han, 去声） 子饼、烂面烧
饼、酵面烧饼，还有草鞋
底、野菜饼和观音土饼等
等。各种各样的饼，有的
是他乡难以寻觅的美味，
有的则是乡亲们在饥荒年
代赖以活命的食物。

摊饼是白面粉做的。
把上好的面粉放在碗里，
调得稀稀的，有时候还打
一个鸡蛋一起调和。锅烧
热了，放一点儿油，把碗
在四周一转，稀稀的面粉
便沿着锅四周，慢慢地淌
下去。再用锅铲轻轻地摊
开。一会儿一张又薄又脆
的摊饼就出锅了。小时候
很难得吃到白面摊饼，只
有麦子刚收上来，母亲磨
面的时候留一点儿白面，
摊摊饼给我们兄弟姐妹
吃。平时，只有亲戚上
门，母亲才舍得用白面摊
饼招待客人，而我们也能
从中分享一丁点儿。

酵 （大 港 读 gao, 去
声） 面烧饼和烂面烧饼，
寓意团团圆圆，大港有中
秋节家家户户做烧饼的习
俗。烂面烧饼，包心有韭
菜、青菜、苋菜、萝卜丝
等。做烂面烧饼是技术
活。调面，要烂而有筋
道。把包了包心的小面
团，用手掌拍成圆圆的饼
子，要用巧劲，才又圆又
薄。炕饼，火要适中。火
小了，炕不熟；火大了，
炕焦了。做酵面烧饼，功
夫在发酵，把香喷喷的面
团做成圆圆的饼，放在锅
里用小小的火，慢慢地
炕。揭开锅盖，烧饼涨得
饱鼓鼓的。掰开来，一个
个小孔，热气直冒，尝一
口，香喷喷，又酥又软。

灶团子是腊月二十四
送灶王爷上天的供品。灶
团子其实也是一种饼，原
料是米粉，用蒸笼蒸。刚
出笼的灶团子，软松松
的，又香又甜，吃一口，
暖到心里。

大港还有一种饼，叫
草鞋底，不是自家做的，
而是烧饼店里卖的。草鞋
底，顾名思义，它形状像
草鞋底。白面做的，炭火
炉子里烤，表面焦黄油
亮，布满白芝麻。中间不
加酥，咬起来很有筋道，
包油条吃，特有滋味。旧
时大港七宝胖子的草鞋底
最有名气。小时候，我不

知道那一粒粒芝麻是怎样
贴上去的，曾呆呆地站在
一旁观看。只见师傅做好
了饼坯，拿木质平底托
盘，里面撒一把芝麻，轻
轻地颠了颠，又上下簸了
簸，原先聚拢在一起的白
芝麻便均匀地分开了，密
密麻麻地铺成一片，仿佛
养蚕人家的纸上布下了千
万颗白白的籽。他随手拿
过小刷子，在盛着清水的
碗里点一下，从饼坯上慢
慢刷过，轻轻地拎起一块
饼坯，“啪”的一下，放
进了托盘。提起来放在案
板上的时候，托盘里留下
了一只“鞋样”，而饼坯
蘸了水的一面则粘满了一
层白芝麻。炉子里的烧饼
出炉了，我小心地掏出藏
在口袋里的零钱，买了块
草鞋底，有滋有味地吃起
来。一粒粒芝麻又脆又
香，那浓郁的香味一直珍
藏在我的记忆里。

上面所说的这些饼，
都是故乡的美食，它留下
了舌尖上对故乡的思念。
而另一类饼，则让我难忘
在家乡度过的艰苦岁月。

大 港 一 向 是 人 多 田
少。小时候，家里人口
多，粮不够，瓜菜代。春
天，野菜多，常常用野菜
做饼。野菜放在开水里焯
一下，斩碎了，和在连麸
面 （小麦粉，不除麸皮，
大港叫连麸面） 里。然后
做成一个个小小的圆饼，
在锅里烤熟了，当饭吃。
夏天，常常是烧一大锅番
瓜，锅四周贴上连麸面饼
或者 子饼。野菜饼又苦
又涩，连麸面饼和 子饼
干巴巴的，但我觉得总比
照得见人的 粥能填饱肚
子，所以并不讨厌。最难
吃的是观音土饼，硬邦邦
的。观音土，这种和大慈
大悲的观音菩萨联系在一
起的土，其实是一种陶
土，也称高岭土，没有营
养，不能消化。我还记
得，三年困难时期，家里
实在没得吃的了，就上山
找来观音土，把它和野菜
和在一起，做成饼充饥。
尽管难以下咽，为了活命
还是要吃下去。

几十年过去了，历史
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期，
大港已经是一座新兴的港
城。写下大港关于饼的记
忆，旨在提醒自己，不要
忘记过去，也希望大港的
未来更加美好。

故乡的饼
文/赵怀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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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就在努力中幸福就在努力中
文文//常艳秋常艳秋

什 么 是 幸 福 ，幸 福 在 哪
里？这应该说是个众说纷纭的
话题，答案恐怕也是多元化的，
就我大半辈子的人生经历，我
认为幸福是一种愉悦的心理感
受，是一种人生价值被肯定、被
认可的开心和快乐，这是金钱
买不到的，也是别人给不了的，
完全要靠自身的努力。所以，
我说幸福就在努力中。

小时候，我生活在丹徒的
一个小村庄，虽是家里的独生
女、爸妈的老来子，宝贝得很，
但他们依然对我有要求的，要
学习成绩好，将来要上大学。
我虽然天赋平平，但很努力，上
课认真听讲，课后勤于复习，无
论是小学、初中、高中，在班上
总是名列前茅，是老师眼中的
好学生，是同学们羡慕的对
象。那时的我是幸福的。

文革使我们“老三届”失去
了在大好年华读大学的机会，
1971 年我到钢锉厂，分配在金
工车间学车床，维修车工的技
术要求是很高的，车出来的零
件上下误差只能在两练左右，
否则就要报废。游标卡尺是不
留情的，精车工的刀具是关键，
砂轮上磨刀，眼睛曾被溅出来
的火星烫伤过几次，但我很努
力，不怕苦，在众多的学徒工
中，报废最少，被厂里列为青年
学习的榜样。那时我还是幸福
的。

1978年，教育师资缺乏，我
这个高中生被抽调出来，经过

教师进修学校三个月的培训，
分配到十六中教高一的语文 .
我胆怯，我拒绝，因为我没上过
师范，不懂教学。校长鼓励我：
你基础好，你能行。我硬着头
皮上，边学边教，一有空就去友
校听课、学习，虚心谨慎，兢兢
业业，博采众长，勤恳努力，当
年市里组织的高中语文竞赛，
我班上的参赛者居然得了二等
奖。校长很开心，大会上表扬
了我。学生的成绩鼓励了我，
我更努力了，后来，在历年的增
华阁作文竞赛中，我的学生不
止一次获奖，我也被评为局先
进工作者。那时的我理所当然
是幸福的。

为了提高教学质量，我继
续充电。三十好几时，我努力
通过了南师中文高师函授。四
十大几时，我又和一帮同事去
报了中文本科的自考。年龄不
饶人，此时学习我已觉有些难
度了，白天两个班的语文教学
不轻松，晚上一坐下来，不一会
儿就容易犯困，当时案头的清
凉油就是我的清醒剂，实在瞌
睡得不行，我就先睡两个小时
再起来。“三更灯火五更鸣，正
是老妇读书时”，家里的那口子
这样打趣我。十二门功课还没
过一半，一大半参考的同龄人
都自动放弃了，然而我咬紧牙
坚持住了。经过四年的努力，
我又挺过来了，过了知天命之
龄的我，手捧着一张迟来的大
学毕业证书，真有些幸福得热

泪盈眶。
后来，我不但努力教学，也

努力梳理教育教学的实践，把
总结出的心得、体会归纳成文，
以交流，以推动下一步教学的
进展。我根据语文中考的内容
面广、量大、难复习的状况，努
力把试卷上覆盖的知识面分成
几大块，用于实践，并总结成
文。当年《京江晚报》的“中高
考之窗”认可了我的点滴教学
经验。当教育一度步入迷雾
时，好差班现象严重挫伤了学
生的自尊心，抑制了教师的积
极性时，我又在《镇江日报》“教
育周刊”努力呼吁，促进教育偏
向的扭转，这一年，我被评为局
优秀党员，同事们都很为我高
兴。看到自己努力的效果，你
说我能不感到幸福吗？

2003年，我退休了，本以为
没有什么努力的空间了，然而
自从介入了乒乓和门球这两个
竞板项目后，我又燃起了竞争
的欲望。我开始和大家一起汗
流浃背地切磋，风吹日晒地操
练……这时的我，还是幸福的。

何为幸福？
它是一种努力的状态，一

种奋进的境界，一种永远在路
上的心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