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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红灯笼高高挂大红灯笼高高挂。。

儿时，老家的门前有两棵
高大的杨树，半搂粗细，十几
丈高。每到深秋时节，那上面
常栖落一树的鸟，它们站在高
高摇摇的枝头，像荡着秋千尽
情地欢乐。时而鸣唱、时而斗
趣、时而嬉戏、时而落下，扎在
母亲种的山丁子树上叨着果
子，有时也捡点高粱果中的味
道，那样子很可爱；“当当”几
口，抬头看看是否有人在盯
着，然后像偷吃了野果子的孩
子似的愣愣地向四周看看，那
神情就像我儿时与小伙伴们
玩耍时，从兜里掏出一块圆溜
溜的糖块儿立刻塞到嘴里，生
怕别人看到一个样儿。

母亲说，太平鸟是个吉祥
鸟，太平、太平、太太平平。咱
这屯子风气好它就喜欢落脚，
几十户人家日子过的风生水
起。家家养猪、户户金鸡满
架，连看家的狗都温顺着呢！
听着母亲的话，我在想，难怪
人们都喜欢太平鸟，它不但有
一个好听的名字，在它名字的
含义里还有一个更深遂的意
境，那意境像秋天的风，爽爽
的、静静的，平和、清亮、安祥。

多年后的今天，发现鸟儿
逐渐多了起来，那五彩缤纷的
色泽又如山水画一样涂抹着
蓝天，而太平鸟便是那画中最
尊贵的精灵。它像我儿时见
到的一样，还是那么一头秀
发、一身娇艳、一声婉转。

公园的树上，到处挂着它
们的色彩，仿佛站在枝头又像
悠着秋千，随着秋千荡漾着，
高兴了纵身跃下落在相思的
红豆树上，“当当”地吞着，那
红豆似乎也特意为太平鸟而
备的盛宴，深秋了，还艳红；落
雪了，还灿烂；几度严寒，还那
么妩媚。而太平鸟在寒冷中
瑟瑟发抖的日子里，依然过着
它无忧无虑的生活，我真羡慕
大自然的粗犷和豁达，除了人
类也给鸟类得天独厚的爱恋。

其实，太平鸟也伴随着小
城人们一道生活着。小城的
美它高兴，小城的发展它喜欢
落脚。这些年小城高楼叠起，
绿荫如带，马路宽广，车流不
断，清洁的环境，美丽的市容，
和谐的风气，使人们的生活变
得平静而安宁，即使在疫情的
日子里，小城人的坚守，从不
放弃，以及工作人员和那些白
衣天使们日日夜夜的巡视，使
得这座小城更彰显了几分坚
韧、几分挺立、几分秀气、几分
慰藉……于是，我和所有生活
在小城的人们才更有幸享受
这太平的日子，在闲云野鹤的
光阴品秋天明净的天宇，画蓝
天一抹白云，让心静如水，让
思绪如玉，和太平鸟相约，愿
年年岁岁落在我的梦里，在
闲闲、远远、可望可及的深
秋初冬之交依然到小城
落脚，展示它们华丽的
羽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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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荏苒，转瞬间已到了天命之
年。打开尘封已久的记忆之门，儿时的欢
乐如影视片段，断断续续在脑海里闪现，
而其中尤为清晰的，则是冬季的冰雪爬
犁。

想当年天气异常寒冷，雪更是大得出
奇，常常是清晨起来大雪封门，无奈只好
从窗户跳出，先把门口厚厚的积雪铲走，
方能把房门推开。因为少有娱乐生活，孩
子们晚间凑在一起，听知识渊博的老人讲
三侠五义，白天则三五成群专注于“冰雪
项目”。那时我们没有冰刀冰鞋，于是冰
雪爬犁就成为了小伙伴们的专宠。

我们使用的均为自制爬犁，就是把几
块木板横向排在一起，组成爬犁面，背后
纵向钉两根长条木方，构成爬犁脚。再把
两脚的前端抹斜削掉，这样可避免被地上
的突起物阻挡。如果想降低摩擦系数，使
爬犁可以在冰雪上轻便的滑行，就再找两
根粗铁丝，最好是废弃钢筋，在炉火里烧
红用铁锤打扁，固定在爬犁脚下，这样爬
犁的主体就全部完成了。锯两根半米长
坚硬的木棍，分别在头部嵌进一颗大钉子
做成冰钎子，人坐在或跪在爬犁上，两只
手拿着冰钎子用力向后撑，爬犁就会快速
前进了。

冰雪爬犁的玩法大体分两类。一类
是竞技项目，即三五个人排成一列，待号
令发布后，大家争相向终点冲去。但见每
个人双眼圆瞪身体前倾，手上紧握冰插
（铁钎子），双臂拼命挥动，爬犁仿佛插上
双翅飞速向前。只听得下面的冰雪沙沙
作响，两旁的景物纷纷倒退，滑道左右呐
喊声不绝于耳，还有的观战者敲击着破盆

“鼓声震天”。一些猫狗唯恐避之不及，树
上的鸟儿惊得扑棱棱四散飞去。

奖品自然是没有，但“选手”的竞争意
识却丝毫不减，大有独占鳌头、舍我其谁
的气势。虽然天气异常寒冷，但由于活动
量巨大，到了终点已是气喘吁吁，大汗淋
漓。大家摘掉帽子，一缕缕热气升腾缭
绕。两只眼睛被嘴里的哈气冻成了一条
缝儿，只得用手一点点抠掉睫毛上的冰碴
儿。

第二类是群体娱乐项目。即找一条
深水沟，孩子们聚集在沟岸，寻有斜坡的
沟壁，坐在爬犁上向下滑。有的小伙伴驾
驶着爬犁，像公路上不守规矩的司机，左
突右冲在夹缝中穿行，而大多数人两眼一
闭，享受着那种飞流直下三千尺的乐趣。
其间嘴里大呼小叫地伴着音效，个别的人
甚至走了音跑了调，惊险刺激不输当下坐
过山车。追尾事故实难避免，但那时的孩
子非常皮实，跌倒了马上爬起来继续向
前。偶尔爬犁也会脱离身体，那就干脆改
成滚吧，管它衣裤会不会磨破，回家能不
能挨爸爸的老拳、妈妈的数落。

如果您仅仅把爬犁当成游戏的工具，
那就大错特错了。当年大多数家庭仅有
一辆自行车，个别家甚至连自行车也没
有。夏天运输常常靠手提肩扛，冬天冰雪
爬犁则大显神威。买米买面、买煤买柴，
靠的全是爬犁。尤其是学校号召积肥，每
人都有数量较多的任务，于是天刚蒙蒙
亮，小伙伴们便把筐绑在爬犁上，走街串
巷捡拾冻成一坨坨的猪牛粪便，之后用爬
犁拉着送到学校。

由于年龄尚小力气有限，拉着装满东
西的爬犁尤为吃力。于是我们千方百计
对爬犁进行改造，以图更加轻便快捷。后
来听人说狗可以拉爬犁，于是让妈妈用一
条破得无法再穿的裤子做了几条布带子，
之后请来邻居赶马车的李叔，按照套马的
方式给我家两条狗武装整齐，又经过无数
次训练调教，狗拉爬犁便大功告成。

记得爸爸的单位距家很远，我和哥哥
子山每天中午轮流给爸爸送饭要走很久
的路。中途还隔着一个大大的湖，夏天绕
路而行，冬季则抄近横穿。自从狗拉爬犁

“投入运营”后，我俩不但省去了很多力
气，还可以坐在爬犁上享受驾驶的乐趣。
手握一把自制的小鞭子在空中一摇，嘴里
唱着电影《青松岭》的插曲：“长鞭哎那个
一呀甩吔，叭叭地响哎，哎咳依呀，赶起
那个大车出了庄哎哎咳哟……”那感觉不
亚于当下的奔驰宝马。

最快乐的时候是每年的正月十五。
晚上放完烟花，爸爸妈妈会陪着我们来到
先前提到的深沟边，我和几个哥哥轮流坐
在爬犁上，父母在背后一次次助力我们从
顶端滑下。几轮过后又换一个较大的爬
犁，全家都坐在同一个爬犁上，体验着惊
险与刺激，霎时间欢笑声不绝于耳，温馨

涌上心头。大部分的正月十五都是银
盘当空月光如水，在沟边游乐完毕，

爸爸妈妈与我们一起下到沟底，将
爬犁运载的一堆堆柴油拌的谷

糠、锯末点燃，远远望去冰面
上点点篝火璀璨美丽。我们
就滑着爬犁在一堆堆篝火
间穿行，左六圈右六圈，
预示着六六大顺生活美
满。累了就把爬犁放
到一旁，在冰面上滚
啊滚。一些老人说
能滚掉身上的病
气、晦气和灾气，
保佑一年平安健
康，万事顺达。

冰 雪 爬 犁
见证了我们从
儿童到少年的
人生历程，给
予了我们无数
快乐难忘的幸
福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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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些年，在
东北乡村，一进入腊
月就到了农闲时节。粮食
卖了有钱了，好多人家开始操
办喜事。所以这个季节，乡下人
经常出门去坐席（好多地方都叫坐
流水席）。乡间坐流水席是件大事，婚
宴丧席，掌勺便掌勺，对付食材；管理指
挥那些落忙人（帮忙的人）的，叫落头忙，在
东北，有的地方也叫支客人，没见过点世面
的，落头忙可不易。“落”在故乡方言中读 lào音，
有帮的意思。

记得，早年二哥娶亲时，屯里有两个能人，大马
和刘铁嘴儿。大马菜炒得好，后来大家都叫他大马
勺，他俩一个掌勺，一个落头忙，屯里家家办喜事，必
请二位到场。

日头从山尖儿冒嘴儿，雾气里虚虚红红，送亲的马
车到了，一前一后，两挂。车老板罩了件干净褂子。大
鞭缠了红布。人越多，鞭子甩得越欢。马喷着响亮的鼻
儿，笼头上系的红缨在白汽里晃颤。没等鞭炮炸完，迎
亲的就踩着炮烟往车前凑，蓝烟里接大镜子的，抱暖
壶的，端脸盆的，拥着披红挂彩的二哥二嫂进了屋。

红布裹着的斧头塞进褥下，褥上撒花生瓜子，新
人上面坐一坐，斧是福的谐音，花生瓜子寓意顺福
多子。福坐毕，亲朋簇拥到正堂——拜天地，拜父
母，夫妻也要对拜一下。

外屋，条桌摆上，炕桌拼上，四仙抱角儿，八仙
捉对儿，八仙桌子盖井口——随得方就得圆。桌
子是从东西两院前后街临时借的，带着各家的
饭菜汤水味儿。

“开——席——喽——”，落头忙刘铁嘴儿
带着烟气的一嗓子，打透了吵嚷的人群。大马
勺手里的家伙“叮当”直响算是回应。

各进角色，大戏开场。
“油着，油着，慢回身……”方盘手一亮

嗓，四六八碟摆上桌。菜盘端正，不偏不倚
不压，后菜摞前菜，桌面干净不流不淌。盅
盘碟碗来自各家各户，乡人碰面，跟久别重
逢一样彼此熟络地聊着家常。

大人的寒暄，孩子的跑闹，主家的喜
气，宾客的福祝，热热闹闹聚集在一起，喧
闹的院子里是锅灶上飘起来的带着香味儿
的白烟，白烟的上头，罩着人间乡村村民们
难得的喜乐。

菜上齐后，刘铁嘴儿凑至席前知候娘
家客人：“齐了，慢用。”娘家这头领队的代
东打赏，送亲的人们为一众竭力地操劳犒
谢。人们都在仪程中，严肃而又习惯，喧闹
不失谨严。掖了赏钱，刘铁嘴儿这边又冲
厨房高喊：“赏菜！”灶上候着的大马勺心领
神会，料已备足，过油炸馃和挂浆苹果，显自
家手艺，补东家面子。

吃喝差不多，就有人起身张罗离席。
娘家客人下桌，与婆家人拉手揽腕热络

客套。
这边送着娘家客，那边婆家客坐严了

席。
女客这桌你谦我让，怕碟干碗净，客主面

上不好看。孩子们不管不顾，肉丸上来，攥着
筷子戳，急了上手抓。丸子馅赶上啥算啥，豆

腐渣芡粉面子一样也能炸进丸子里——撑住
场面即是欢乐。

男客桌上从不缺酒，生产队烧锅出的小烧
白酒。热水烫过的酒壶，一敞口，曲味儿呛鼻

子，困不足时间的酒，生劲还没过，辣嗓子。几口
落肚，话便多了起来。
天近晌午，席散客走，父亲清点桌椅板凳，和二

哥挨家往回送。
母亲和二嫂在家里忙碌，剩菜混着倒进二缸，留了烩

菜，仓房里冻上，余下的日子里慢慢吃。
猪喝着槽子里的油泔水，狗站在墙角啃骨头，猫趴在炕脚底嚼

鱼刺，大公鸡也领一群母鸡在当院里奓翅小跑找食儿，一派和谐喜庆的
画面。
这是1977年内蒙古东部那疙瘩乡间的婚宴景象。
土地承包到户以后，乡下席面多了，菜品多了，排场多了，尝到了好日子

甜头的乡人嘴巴上的油水，更多了。
近些年，提倡俭办席宴，乡人也不落伍。
“十一”长假，我回到乡下。正赶上叔伯大侄给儿子摆喜宴，

邀我又坐了一回流水席。土生土长的土菜，配土猪肉，靠墙支
铁锅，架木头火，煎炒烹炸“咕嘟”炖，香飘八村十里开外。

乡村流水席土宴虽易俗从俭，而热闹还在，传统
仪式、礼数也一直还在，原滋原味沿袭至今，但
是当下疫情还没有完全消退，乡村流水席

实在不宜操
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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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忘童年
冰雪爬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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