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远嫁的女儿
◎王朝书

今天，小琴讲，远嫁到湖南的赵三
妹儿被接回来了。这是村里的一件大
事。这几天，村里人都在关注。

这次，赵三妹的大姐及大姐夫、二
姐夫都过去了。他们帮她把能带走的
东西，都拿走了。三妹儿和她的湖南婆
家彻底说再见了。

赵三妹儿，还是在很小的时候，我
见过。小时的她，长得很乖，皮肤白皙，
是她们家三姊妹中最好看的。没想到，
她长大后，居然嫁到了湖南。

赵三妹儿，是怎样嫁去湖南的，小
琴也不清楚。不过，听说，她嫁的那户
人家并不是很富裕。且有浓重的重男
轻女思想。赵三妹儿的头胎是女儿，这
让婆家很不高兴。为此，夫妻二人经常
吵架。三妹儿在婆家生活不下去。想带
着女儿离开婆家。去年，她就回了村，
并到泸定县城找了一份工作，打工挣
钱。我上街的时候，曾在村子的路上，
看见过她。一个人背着包，清清爽爽地
走着，看不出婚变带给她的伤害。三妹
儿有信心养活自己和女儿。三妹儿的
婆家原也答应她带走孩子。可临到最
后，却不同意。无奈之下，三妹儿一个
人回了家。

对于赵三妹儿的遭遇，听小琴
讲，村里人都非常同情。他们在摆谈
中，都对那家人的重男轻女气愤。我
想，他们之所以这么大的情绪，是因
为，村子里还有好几个远嫁的女子。
人们害怕，自己的女儿也会遇上和三
妹儿一样的不幸。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村里一大批
没有考上高中或中专的孩子，回家务
农。然而，他们都不愿意再去重复父辈
的日子。他们都想找到另外的活路。他
们中的绝大多数，都离开村子，到外面
闯荡。可是，有的男孩却被骗进了传销
组织。比如，石四哥。他的家人拿了钱
才将他取回。从此，石四哥对外面的世
界有了心理阴影，不敢一个人到外闯
荡。先生和我，曾鼓励他到非洲打工。
如果，石四哥能出国打工，三年时间，
就能还清全部债务。可是，他坚决不离
开村子。即使到远方做工，也要和亲戚
朋友在一起。

除石四哥外的男孩，尽管没被骗
进传销组织，但依然在闯荡之后，回了
村。他们有的因为气候不适应，有的因
为生活不习惯，还有的觉得在外挣的
钱还不如在家里挣的多。他们回村后，
娶了妻生了子，很少到外地打工了。

和男孩不同，外出闯荡的女孩，基
本都在外扎下了根。她们有的在浙江、
有的在成都周边、有的在深圳安了家。
已和当地人相融，生活习惯已经改变。
她们融入当地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听
小琴说，有两个女孩就曾因适应不了
当地的生活而回了村子。然而，她们回
来休整后，又出去了。最终，适应了外
面的世界，在外地组建了家庭，过上了
好日子。村里一个远嫁浙江的女孩，去
年，还让她妈妈乘了飞机去看她，在那
里耍了一个月。她的家人终于放下了
对她的担心。

今晚散步，我对先生讲，我们回村
后，他没见到过的那些远嫁的姑娘。我
对先生说，这些远嫁女孩，她们没有高
深的文化，但是，她们有对美好生活的
强烈向往。她们随着进城务工的大潮
一头扎进了茫茫人海中，凭借着勤劳、
青春，构建自己的未来。尽管失败过，
可是，她们没有像村里的男孩那样退
缩。这些女孩，让我想到《圣经》里的故
事。夏娃诱惑了亚当走出伊甸园。这些
女孩，也像夏娃一样，对远方有着强烈
的愿望。

先生说，女人对于神秘的、未知的
事物，有着比男人更为强烈的自觉。所
以，女人诱惑了男人走向大地，走向远
方，走向未来。未来的文明应由女性主
导。《圣经》里，夏娃的故事，到伊甸园
外就结束了。今天，女人应讲出夏娃在
大地上存在的壮丽诗篇。

小雪腌菜滋味长
我们小时候，每年的小雪时节都

要腌菜。我当时以为，大概腌菜与雪有
某种联系，不然为何要小雪腌菜呢？如
今才明白，腌菜与雪并无关系。只是小
雪时节气温渐冷，天气干爽，正适合腌
菜。另外我觉得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人
们在节气的迎来送往中，刻意营造一
种仪式感。我们用腌菜的形式，送走立
冬节气，迎接小雪节气。

小雪时节，母亲会早早起床准备
腌菜。我起床后，发现她已经在院子里
热热闹闹的摆开了阵势。一堆白萝卜，
葱姜蒜，还有各种盆盆罐罐，各种调
料，满满当当地摆在院子里，仿佛是一
场好戏就要开场了。母亲忙着干活，头
也不抬地说：“快点过来帮忙！”这样的

“大规模仪式”很有感染力，我兴致勃
勃地凑上前去。总感觉参与到“腌菜仪
式”中，是在为冬天做铺垫。想象着严

冬的早晨，喝粥时就着母亲腌好的小
咸菜，会觉得冬天变得有滋有味起来。

我帮着母亲洗萝卜，洗盆盆罐罐。
母亲把我洗好的萝卜擦成细丝，再用
盐杀出里面的水分，然后把水分挤出
去。腌菜这事并不难，制作流程也很简
单，但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有技术含
量的事。腌菜的关键在于调料的搭配，
那时不懂按照配比来腌制，母亲完全
是凭感觉来做。放置的调料一定要全，
葱、姜、蒜、尖椒、盐、油、白糖、白酒，一
样都不能少。母亲是个很精细的人，过
日子也讲究过得有滋有味，她腌小咸
菜力求做到最好。那时在很多农村主
妇看来，腌菜是粗活，粗活就要粗做，
反正腌咸菜这东西也好吃不到哪里
去，不必太认真。有的主妇腌出的菜味
道咸中带苦，非常难吃。不过那个年代
不讲究，再难吃的腌菜也能对付一个

冬天。母亲的态度可不是这样，她在认
真做腌菜这件事。

母亲把挤好的白萝卜丝放在一个
硕大的盆里，然后按照一定的顺序一
样一样放调料，放一样便搅拌一下。我
提议让她一股脑把调料放进去，最后
再搅拌。她觉得那样不好，一直坚持自
己的做法。小雪时节，天气冷而不寒，
有太阳照着，院子里暖洋洋的，我们母
女俩就这样忙上一整天。

菜腌上之后，隔十天半月就可以
吃了。到那时天已经冷了，有时还会来
一场小雪。熬一锅热粥，用白瓷盘盛一
碟小咸菜。热粥香浓，咸菜可口，要多
美味有多美味。母亲腌的菜很多，她会
装好一瓶瓶腌菜，让我给二姨、三姨、
四姨家送去。亲戚们都知道母亲腌菜
手艺一流，别人都腌不出那种味道。母
亲用她的腌菜，让亲情更温暖，也让冬

天更温馨。小姨向母亲讨要腌菜秘诀，
她却说不上来，调料放多少，全凭感
觉。我觉得母亲大概属于“天赋型厨
师”，凭感觉就能做出最好的腌菜。

多年过去了，如今母亲跟我在城
里住着，也已经不腌菜了，不过我们每
年小雪之后都会收到三姨和四姨的腌
菜。她们从网上找的腌菜配方，按照配
方来做，各种调料精确到克，腌出的菜
味道也不错。

时代变了，大家都开始在网上学
做菜，母亲这种“天赋型厨师”好像没
什么优势了。小雪腌菜的形式变了，但
腌菜的习俗没有变，亲人之间的爱也
没有变。

天越来越冷，小雪节气又要到
了。母亲惦念起腌菜的味道，她悠悠
地对我说：你三姨和四姨腌的菜真好
吃……

◎马俊

乡村笔记

坨坨肉
在民族交流和融合中，甘孜州九龙

县的彝族在饮食文化上表现出独特魅
力。九龙彝族饮食文化的变迁是一个社
会化的进程，在对九龙彝族的社会生态
进行调研时，应将饮食文化作为一个重
要视角，而继承和发扬九龙彝族饮食文
化则要求我们要以产业化视角去整合
当地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饮食。

甘孜州九龙县彝族饮食特点，粗中
有细，别具一格，耐人寻味。彝族招牌菜
坨坨肉是彝族人逢年过节及招待贵客
的招牌菜，其肉为40至70市斤不等、以
非现代饲料喂养而成的小猪为原料，辅
以彝族特有的香料、佐料稍加加工而
成。其肉块硕大，一般呈正方形，故称坨
坨肉，入口化渣，肥而不腻，口感细嫩。
彝族人吃坨坨肉的历史几乎和彝族文
化本身一样古老。坨坨肉可说是彝族人
饮食文化中最具代表性的一道菜。坨坨
肉顾名思意，就是把肉砍成坨坨煮着
吃。凡猪、牛、羊、鸡都可以做成坨坨肉。

各种坨坨肉中，以崽猪坨坨肉最负盛
名。坨坨肉要用强火，切忌文火。等坨
坨肉一熟，立即捞出。放进大盆内趁热
加盐、辣椒、木姜子、花椒及蒜末，并将
其翻动均匀。要做一顿好的崽猪坨坨
肉，在用料、宰杀、火候各方面都特别
讲究。传统的做法是：选用 40 至 70 斤
左右重的崽猪，宰杀放血后俯卧于干
净处；用开水浇透崽猪全身，再用刮片
或刀刮掉猪毛和污垢。然后用火烧烤
全身，使其呈焦黄色脆皮并再刮洗干
净，然后剖开砍成2寸见方的肉快，最
后用冷水下锅煮。这样，坨坨肉就做好
了。另外，彝族讲究主食肉食搭配。如
猪肉配米饭，羊肉配荞饭，鸡肉配燕麦
等等。

九龙彝族主要居住在高山半高山，
出产玉米、洋芋、黄豆、青稞、燕麦、荞
子、小麦、豌豆、胡豆、天须等粮食作物，
种植芫根、萝卜、青菜、白菜、菠菜、莴笋
等蔬菜，养殖牛、羊、猪、鸡等家畜家禽。

九龙人充分利用这些丰富的原料，加工
做成各种花色的饮食。玉米磨成面，洋
芋囫煮撕皮，豆子磨成豆花，青稞、燕麦
炒后磨成糌粑，荞子做成烧馍或煮馍，
芫根和青菜加工成酸菜，牛、羊、猪、鸡
肉宰做坨坨肉……煮、烧、蒸、拌，饭香
菜美、花样百出。

九龙彝族在长期的菜食搭配实践
中，总结出了菜食搭配，并形成配方格
言：过节时，少不了肉食，自然是猪肉配
米饭；夏秋之际，出产新鲜疏菜，酸菜配
洋芋；秋后，芫根成熟，万般皆配；来客
人，至少杀鸡配玉米“沙沙饭”，杀猪配
白米饭，宰羊配玉米“金沙饭”。

在九龙彝族的菜谱中，坨坨肉是拿
手好菜，亦是彝家山寨迎宾待客、逢年
过节的高档菜。坨坨肉的特点，香韧、可
口、不腻人，独具风味。说起坨坨肉，还
有个久远的传说：以前，彝族有个摔跤
能手叫嘿提拉帕，他平时吃的是拳头般
大的铁坨坨，浑身壮实得像一座山，硬

骨铮铮，具有拔山之力，雷霆之威，凡间
没有人敢与他摔跤比试。一天，天上大
力士斯热拉比，慕名下凡与他进行摔跤
比试。结果，嘿提拉帕以非凡的力气、高
超的技艺摔死了斯热拉比。从此，彝家
山寨人就以嘿提拉帕为楷模，世世代代
传下来吃坨坨肉。自然而然，在九龙吃
坨坨肉也要以拳头般大的坨坨来食。在
宰杀骟羊制作坨坨肉时，有一独特的习
惯，就是不翻羊肠子，也不冲洗肠内黏
膜上分泌出来的黏稠液，将肠内粪便挤
排尽后编成辫就行了。羊肠辫彝语称之
为“哟伍吉”，煮熟后，切成寸节，混合坨
坨肉一起品尝。

羊肠辫的奥秘，是羊吃百草，九龙
彝家人认为，百草亦是百药，肠内黏膜
上的黏液便是最好的肠胃药，煮食了能
治肠胃病。彝族以好客闻名，只要到过
彝家山寨作过客的朋友，无不被荞麦甘
酒和酥脆、可口的坨坨肉所折服。欢迎
各方宾朋来九龙做客。

◎沙马鲁石

乡村刀儿匠
家乡人把杀猪的屠夫称作“杀猪匠”。
杀猪匠中的好手，非庄子笔下之庖

丁莫属。其解牛也——“手之所触，肩之
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踦，砉然向然，
奏刀騞然，莫不中音”“以神遇而不以目
视，官知止而神欲行”，非庖丁目中无
牛，乃牛与刀俱在其心中矣。

经《三国演义》一描写，操牛刀的张
飞“身长八尺，豹头环眼，燕颔虎须”之
形象一度固化我对乡间杀猪匠粗莽的
印象。后来，进了城，我去农贸市场及超
市生肉专柜买肉，才惊诧地发现，城里
卖肉的，居然还有女人！无论是切割一
块五花肉，还是砍开牛骨猪蹄，她们竟
可以像记忆里的杀猪匠一样把刀舞得
虎虎生风。时代在变，体格强壮不再是
做一名杀猪匠的必备条件，但如此鲁野
之事，出自搽着鲜亮指甲油、抹着异香
润肤霜的手，还是让我心头微微一瘆。
这些女杀猪匠很容易叫人想起《新龙门
客栈》中的老板娘“金镶玉”和《水浒》中
的“母夜叉”孙二娘——这俩女人的石
榴裙下，都藏着一把能杀猪解牛，也能

要人性命的刀。
牲畜必须在指定屠宰点进行标准

化宰杀后，多数杀猪匠不再干“白刀子
进，红刀子出”的事儿了。世人喜欢看稀
奇，有好事者遂将农村自杀年猪的过程
拍成抖音小视频，还挂上网。不过，最电
光石火最惊心动魄的那一幕是不允许
出现的，那白肉红刃的场景都打上了马
赛克。文明社会，血腥与野蛮总得遮掩
一下。

谁说杀猪匠中的男人只是五大三
粗的莽汉？他们可精明得很哩。他们又
会说话——“老娘（方言，称与自己母亲
年龄差不多的妇人，义同‘老妈’），不整
一块肘子回去炖起？”好像他是你儿，关
心你的牙齿咬不动炒的肉；“老汉（方
言，称与自己父亲年龄差不多的男子，
义同‘老爸’），今天割点儿啥子（什么）
肉呢？”仿佛“割”已确定，就只等你说要
猪的哪个部位。连劝带谑后，杀猪匠对
准“老妈”“老汉”们指着的猪的某个部
位一切下去。收刀时，手一拐，你要两
斤，他下来两斤半。你咵咵咧咧，他就和

你磨叽——“哎呀！不好意思，多了一点
点，这割都割了，您老人家就将就买了
嘛，这肉这么好啊！”说不过去时，他们
再提刀从旁边悬着的肉条上飞下一小
坨，往秤盘上一丢，笑眯眯地：“这下对
了嘛！”——言下之意，自己已经吃了很
大的亏。

现在，屠宰场杀好猪，冷链车把猪
肉直接送到杀猪匠的肉铺，已很少看到
杀猪匠与一头猪歪歪扭扭走在乡间土
路上的场景。那些年，杀猪匠都得进村
买猪。谈定价钱，成交，杀猪匠开始赶
猪。猪非牛，牛鼻子有绳子栓着，只能老
老老实实跟杀猪匠走。猪上了路，摇头
甩腚，走几步，就不干了，觊觎起土路两
侧的庄稼和蔬菜来。杀猪匠一不留神，
它就得空儿捞上一嘴。猪的长嘴拱向左
边，左脸挨了一棍；拱向右边，右脸吃了
一棒。猪生气了，吭哧吭哧哼哼唧唧耍
赖不走，屁股上又是一下。下雨天，猪在
烂泥道上歪歪扭扭，杀猪匠也在烂泥里
歪歪扭扭。咕噜咕噜走在路上的猪傻，
它哪知道还有更大的痛在等着它？新闻

上说，赫赫有名的“猪坚强”——“5·12”
地震中的幸存者，在四川省“建川博物
馆”被养到自然老死。不是每一头猪都
能幸免于刀。人们敬重“猪坚强”，因为
它是世间生命在灾难面前顽强活着的
精神符号。

杀猪匠的刀——刺刀见红的尖刀，
卸骨断筋的砍刀，片肉剁馅的切刀，每
一把都曾南征北战，大杀四方。在买条
鱼都可以让商家宰杀甚至剔骨的今天，
大多数普通人家的厨房里，只剩下相对
温柔的切刀，早没了凌厉尖刀和威猛砍
刀的影子。杀猪匠在我脑海中凶狠而威
风凛凛的固有印象也慢慢改变了。

我记忆里的那些种类繁多的刀，大
多已消失于时光深处。我家的厨房里，
父亲带进城的那把砍刀和其他菜刀一
道，仍执着背弃铁的冷凛信条，一如既
往成全着我们家一日三餐的温暖。我之
所以回味到刀的过往，是因为直到今
天，依然还有一些刀与我的生活息息相
关。刀下食物，是我的，也是普罗大众的
庸常，更是终极。

◎宋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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