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幺麻子和冻豆腐（25）

胎动——有只蝴蝶在扇动翅膀(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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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吧，咱们进去。”六月冲我招手，大烟熏，烈焰红唇，
秋夜里的恨天高，闺密的那一弯侧影，直到今日我都记
得。演出场地在一间地下室，有一段猩红的台阶要走，角
度很陡，她怕我跌倒，紧紧挽着我的胳膊。“小心啊你，这要
是摔一跤，小郎非把我宰了不可。”我嘿嘿笑着，仔细看着
脚下。入口处两位西装笔挺的接待员冲我们热情而诡异
地笑了笑，那笑容一望便知，在这声色犬马之地，我们必是
被看作一对拉拉了。

尿频的孕妇急切寻觅着卫生间，西装男两步上前，主
动引我们拐向一边，推开一扇门，请我们进去。我和六月
走到门口不禁爆笑，好一个活色生香的双人卫生间，四面
石榴红的印花墙壁，一地殷红的釉面砖，两个并排的马桶
完全嵌入进宽大的石台中，只留两个珊瑚红的盖子在台面
上。西装男冲我们眨眨眼，转身离开。关上卫生间的门，
顿时觉得头顶的射灯也打得暧昧撩人。

“跟你来真是浪费了呀，啧啧。”六月从镜子里看我撩
起裙子暴露出浑圆的大肚，无奈地摇摇头，“快去尿吧，孕
妇大人。”

“唉，真是辜负了这情欲滚滚的设计啊，你也来尿吧我
说。”我笨拙地坐到马桶圈上，好像一屁股坐在露天广场的
台阶上，一时怎么也尿不出来。

六月一脸嫌弃地坐到我旁边的马桶上，两人面面相
觑，近得简直可以行个法式亲吻礼。

尿还是不尿，也由不得自己。
“奇怪，怎么觉得肚子里好像有条小鱼在吐泡泡，怪痒

痒的。”我一边洗手一边自言自语。
“吐什么泡泡，快走快走，音乐都响了。”
全场爆满，放眼一望，多是上了年纪的夫妇，中年男子

占了一半，鲜有同龄的年轻人。场地很暗，六月总是担心
我摔倒，一路挽着我的胳膊，我们就像两朵“恩爱”的奇葩，
坐到了前排正中的圆桌两旁。

大幕升起，一列裸体舞娘在乐声中踏上舞台，头戴法
国高桶军帽，精神饱满，姑娘们各个身材修长，肤色雪白，
当真美得颠倒众生。不同于丽都的华美梦幻或是红磨坊

的热烈奔放，这里是小场地小舞台，布景极简，配乐也不
花哨，全凭舞者的表演功力。尺度虽大到惊人，却自成一
套美学艺术，神秘，高贵，细腻，让黑暗中的男女观者似醉
未醉，却绝不会产生半点低俗猥亵之感。

演出至中段，六月早已自在地喝起香槟，我碰不得酒
精，只好安心欣赏美人的身姿。

“嘿哟！”我感觉肚子里咯噔一下，一种说不出来的感
觉，又是一阵痒，“我怎么觉得肚子里好像有个蝴蝶在扇
翅膀呢。”我凑到六月耳朵边。

“又饿了？孕妇真是烦啊。”她目不转睛地看着舞台，
懒得理我。

忽然，我俩同时扭头对视，“是胎动？！”
我捂起已经张大的嘴巴，瞪圆双眼。六月一只手放在

我的肚子上，“男孩儿！你肚里的宝宝肯定是男孩儿！”我
不禁又望向舞台，千娇百媚的舞娘正一丝不挂地腾空翻
转，娴熟的灯光技法烘托得整个画面美轮美奂。

“我说儿子，给我记住咯，你人生的第一场脱衣舞是你
干妈我领你看的！”她煞有介事地冲着我肚子一阵嘀咕。
音乐很响，我忍不住笑起来。

散场出门，我回家，她去酒店，我们在路边准备告别。
她从包里掏出一支烟，看了我一眼，又塞回去了。

“我说，孩子都开始胎动了，你每天给他读几段法语诗
歌，听听古典音乐，熏陶一下，别整天抱着《金瓶梅》了。”
她把围巾重新拢一拢，伸手去拦出租车。

“《金瓶梅》怎么了？烟火味儿最好闻，人情世故最好
看，你没文化。”我直直白去一眼。

“打住打住！上车！”
“你明晚还来不来我家吃饭？”夜里温度降了很多，我

已冷得瑟瑟发抖，还是不忍和她说再见。
“再看吧，下午约了个朋友，结束得早我就过去，你等

我电话。到家发短信。路上小心。”
我钻进车子，关上车门，只见六月重新把烟掏出来，背

过身去走开了。又是一下，我拍拍肚子，一个人在后座里
傻笑。

姐妹再情深，相聚的时间也只有一个半天，“湘云”她
好像永远人在旅途，永远赶场似的刚赴约又说再见⋯⋯
她独自在欧洲漂了七八年，妆越来越浓，烟瘾也越来越
大。

（明日关注：天生的补刀手）

两人走到院子的廊边坐了下
来，不约而同地抬头，看着这座院子
上方的天空，已被晚霞染成橘色。
陆拾喃喃地说：“又到黄昏了。”

“是啊，师兄最喜欢看晚霞了，
你看，西边的云瑰如火舞，可惜咱们
在卫所里只能看见四方的天。”苏樱
说着仰起头看了看四周的廊檐。

“我喜欢晚霞，多是因为黄昏时
分内心最安稳，即便不能远眺，只与
你在此并肩而坐已是美事。”陆拾看
了看苏樱，嘴角微微挑起。

“只是这安稳和晚霞一样，稍纵
即逝。”苏樱的神情随天色黯淡下
来。

廊前一男子疾步走来：“陆副卫
督、苏百户，统领请二位到正厅，有
事相商。”说着右手顺势做了个“请”
的姿势。

苏樱和陆拾听闻对视片刻，立
即起身往前院走去。

穿过破旧的长廊，便是卫所的
前院。这里与后院迥然不同，院子
两旁的长廊上红漆的柱子光亮如
新，廊檐下缀着竹帘，微风吹着竹帘
轻轻摇摆，雅致得很。院子里的青

石板地面洗扫得干干净净，正
厅门口一棵参天古树巍然而
立。

苏樱和陆拾相继穿过院
子走进正厅，一人背对门站在
正厅中央，陆拾上前躬身行
礼，道：“统领，召属下何事？”

那人慢慢回过身来，年纪
约莫四十岁出头，头发束起却
也看得出发质黑硬略弯曲，剑
眉虎眼，皮肤粗糙微黑，肩膀
厚实，身体相当魁梧，面相却
很和蔼。未开口，眼睛先弯了
起来，嘴角微微上扬。此人正
是暗卫的统领陈六一，也是苏
樱和陆拾的师父。

见二人走到跟前，陈六一
微笑着说道：“来了，快坐。”声
音粗犷且亲睦，说着指了指旁
边的椅子，示意两人落座。“还
有一个月，便是司里年度的晋

位选拔了。”他喝了口茶，缓缓说道，
“樱儿，地字卫的甲等我看非你莫
属。拾儿更无须多言，现兵车都督
和镇抚使均有一名出缺，升镇抚使
应是不在话下。你们的功夫和兵刃
最近无须多练，樱儿要加强机关术，
拾儿就再花些时间在暗器上吧。”陈
六一声音温和，可语气绝对不容置
疑。他眼睛很小，却熠熠放光目光
慑人。

苏樱和陆拾对望片刻，一道点
头称是。

暗卫中的生存法则便是竞争，
这一个月必定难熬。

陈六一端起桌上的茶碗，轻轻
啜了一口，又弯着眼睛，亲切地说：

“樱儿，听孙伯说你最近整日把自己
关在操练室里练刀法，凡事过犹不
及，张弛有度才对。今晚去巳号机
关室找擎宇吧。”

听陈六一这么说，苏樱立即起
身，道：“是，义父。”说完转身便往外
走，准备去操练室。

“记得先吃饭。”陈六一摇了摇
头，脸上带着笑嗔怪道，“你看，这孩
子……”

一旁的陆拾见此情形也赶紧起
身，道：“统领，那属下也去了。”

“好。”陈六一微微点头，看着二
人的背影喝茶，样子若有所思。这
些年陈六一着力培养陆拾与苏樱，
他二人也不曾让陈六一失望过。

阴冷的地下演武所走廊尽头，
坐在巳号机关室门口的擎宇见苏樱
来了，缩着脖子歪着脑袋，坐在小桌
子后面头也不抬，自顾自地嗑着瓜
子。这厮一向是个邋遢鬼，粗布衣
早已看不出原本的颜色，一缕如干
草般的头发搭在脑门上，凌乱得很。

“我要练习机关术。”苏樱从袖
袋里取出六钱碎银丢在桌子上。

擎宇抬起头来，看了看，起身
走到机关室门口，掏出一串钥匙，
嘟囔着：“都不让人歇一会儿，真是
的……”

苏樱也没理他，别看擎宇这副
懒散的样子，但研究机关在暗卫当
属首屈一指，因而操练室只有他这
间是收费的。

擎宇打开机关室的铁门，走进
总闸房忙活了一阵儿，把头探了出
来：“师姐，所有机关都已经打开了，
一 会 儿 闸 门 一 开 ，你 就 可 以 进 去
了。这里可不比卯号、辰号，我这儿
可复杂得多，凡启动的机关都可能
要人性命。”语毕认真地冲苏樱眨了
眨眼。

苏樱深深地吸了口气。
其实几乎暗卫的所有人都知

道，苏樱资质过人，无论是功夫、暗
器、记忆力都超乎常人，所以年纪轻
轻就成为出色的杀手。可她唯一的
弱项就是机关术，似乎总有难以逾
越的障碍。

擎宇歪着头看着站在闸口的苏
樱，扬起下巴对她说：“别勉强，不行
就喊我。”

苏樱看见闸门缓缓开启，前面
一条笔直的通道，墙面也十分平整，
看不出任何玄机。布靴的底十分柔
软，能最大限度地感受脚下细微的
变化。

（明日关注：机关室）

吃是一种文化，汪曾祺写了很多
关于吃的文字，普通的家常酱菜，被
他写得津津有味。醉翁之意不在酒，
谈吃不能以吃论吃，一道菜做得虽
好，舌尖上的味觉、背后躲藏的故事
却比菜的滋味更重要。

我来到北碚，见识餐桌上的新东
西，花椒油、幺麻子、保宁醋，调味的
小作料，看似普通却有各自的优点。

我常去雄风超市，门前是缙云风
情步行街，不远处是卢作孚地铁站入
口。出超市门，穿过马路有一段阶
梯，上去后是一片小广场。当年西南
军事指挥部设在缙云山，新中国成立
后，贺龙在缙云山疗养过，并赞扬过
特产北泉手工挂面。

在这家超市，第一眼见到“幺麻
子藤椒油”，甚喜欢。尤其一个幺字，
如同火焰。幺，小，排行最末的：幺
叔、幺妹、幺儿。幺也是较早的一个
姓氏，这个姓氏的人，大多分布在山
东冠县、河北唐山、江苏浦口等地，四
川只是一小部分。幺字在重庆话中
发扬声，与普通话不同，一样的字，读
出很大的区别。

“幺麻子藤椒油”包装独特，扁平
的瓶子，中间突出，犹如双手掐腰的
小人。黑色的瓶盖，看上去像个小脑
袋，深情地注视远方。拧开瓶盖，椒
油味疾速往外钻。藤椒，又叫香椒
子，属于灌木类。树木暗灰色，身上
多有刺，不长毛，单粒复叶丛生，花小
而多。果实油质丰富，味香芬芳，挥
发得快，口感香麻。李时珍在《本草
纲目》中指出：“其果入药具有散寒解
毒，散瘀活络，消食健胃，增进食欲之
疗效。”在藤椒之乡洪雅，流传着这样
的传说：“清顺治元年，即公元 1644
年，绰号‘幺麻子’的厨师赵子固，从
洪雅瓦屋山迁居到止戈柑子场，发现
当地村民利用藤椒烹制菜肴，便潜心
研究民间藤椒油榨制技艺，最终研制

出色泽金黄透明，清香扑鼻，
悠 麻 爽 口 的‘ 幺 麻 子 藤 椒
油’，成为民间餐饮必不可少
的调料。”调味油进菜椒香，
入口微麻，回味绵长。“幺麻
子藤椒油”是适用于餐桌拌
菜、火锅、面食、鱼类烹制的
调味品。

在北方每次吃水饺，调
制的蘸料，往往放入蒜酱、韭
菜花、炸好的辣椒油，倒一些
鸭梨醋，再放上芥末油。来
北碚以后，我没有再买芥末
油，改吃“幺麻子藤椒油”。
环境变化，食碟中的蘸料，也
有新的东西加入。一盘热饺
子上桌，碟中的调料，红的椒
油，黄的“幺麻子藤椒油”，搅和在一
块儿，形成与众不同的蘸料。麻味清
香，融化口中，有悠长的怀念。

冻豆腐不能上大宴，也不是提味
的配料，谈不上讲究，冰雪风霜腌制，
使它保持粗犷的风格。

胡同时常有卖豆腐的，手推车上
架两大木盘的豆腐，盖一块豆腐包。
豆腐包是粗纱布，湿漉漉的，防止灰
尘落在豆腐上，又不耗水分。卖豆腐
的吆喝声响亮，钻进各家各户。

无论春夏秋冬，胡同都会响起熟
悉的声音。卖豆腐的人从不把“卖豆
腐”吆喝全，只是简化地喊“豆腐”。

“腐”的音咬得不准确，不仔细听，是
“婆”的发音。孩子们一看见卖豆腐
的，离老远跟着学“豆婆”。卖豆腐的
从不生气，只是一笑了事。寒冷的冬
天，上面的豆腐结了冰，下面的还是
热乎的。卖豆腐的戴着狗皮帽子，脖
子上扎一条蓝围巾，她的声音撕裂清
冷的空气，我端着一瓢黄豆，推开家
门跑出去。

我家住在大杂院，卖豆腐的是个
中年妇女，总是笑眯眯的，没见过她

犯愁。买豆腐凭票，国家定量供应豆
腐票，也可以用黄豆换。拿去的黄豆
倒进她的搪瓷碗，她看碗中的数量，
估摸斤数，全凭良心账，从来不会为
短斤少两发生争吵。

一盘豆腐出多少块她心中有
数。豆腐刀是薄铁皮，磨圆的四角，
手起刀落，豆腐被她割得大小匀称，
无一处破损。逢年过节她很少出声
吆喝，那时豆腐是紧俏货，有豆腐票
也买不到，必须去豆腐房排队买。

东北人爱吃冻豆腐，每次多买几
斤，这东西坏不了，多余的放在盖帘
上，搬到外面冻起来，方便省事。户
外零下三十多摄氏度，冰天雪地，风
小刀子似的吹在身上，为了买一斤豆
腐冻得哆哆嗦嗦，谁也不愿意，去屋
外拿回冻得硬邦邦的豆腐。化冻的
豆腐，泛出淡淡的豆质黄。

炖菜时必须用大铁锅，铁锅做出
的菜和别的锅做出的菜味道不一
样。冬天的炕烧得烫手，一盆炖好的
菜端上来，热气勾引食欲。冻豆腐一
冷冻一热炖，口感非常好。

（明日关注：渍酸菜和生豆芽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