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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雪梅

当这夜深人静来临的时候，
我独自一个人走在街道上，
来看着这一座城市的霓虹，
那一刻起我不再感到孤独，
在卸下了心中的那份彷徨，
去追随这夜晚明亮的灯火，
走向了这座城市的最深处，
直达我的梦想开始的地方，
从这一刻起仿佛这些灯火，
都是在为我一个人而点亮，
不知不觉那清晨即将到来，
而这灯火又将以新的活力，
散发出它平凡耀眼的光芒！

（作者单位：屯兰矿）

时光荏苒，不知不觉我已经在矿
区待了三十多年，脑海里总会浮现出
别样的记忆，比如熟悉的老味道。

鞋底饼子胡辣汤

我刚工作时，在单身楼侧面有一
个简易的棚子，一对操着河南口音的
夫妇经营着他们老家的风味小吃
——贴饼子胡辣汤，因饼子形似鞋底，
被工人们形象地称为“鞋底饼”。

这样一个小棚，家伙什也没有多
少，一只废铁皮油桶改制的烤炉，一口
特制的用来盛汤的不锈钢锅，再加上几
张条凳，便可以营业了。那只自制的铁
皮桶烤炉外表看似普通，里面却大有玄
机：桶里有四层构造，最下面是放炭供
热的炉火，中间是宽敞、光滑的炉膛，再
上去是内台面，最上面则是用来保温的
台面。

面不用发酵，只要和软点，醒好。
先把面揪成小的剂子，用手压成条，把
猪肉泥均匀地抹上去，卷起压平，再擀
成长条饼形。老板一只手麻利地将饼
收起，托在掌上，快速伸进高温的炉膛
内，将饼稳稳地贴到炉壁上。热烫的
炉壁收紧了饼子，并发出“滋滋”的声
音，随后散发出诱人的香味。贴烤一
段时间后，用铲子和铁勺把烤好一面
的饼子铲下放在内炉台面上，继续烤
脆另一面。等到饼子两面焦黄酥脆、
香味四溢时，就大功告成了。

刚出炉的贴饼，薄皮焦脆，咬一
口满嘴留香。这时候再喝上一碗热
气腾腾的胡辣汤，浑身透着舒坦。胡
辣汤用白面洗出的面糊做成，糊而不
黏，浑而不浊，搭配豆皮丝、海带丝、
花生仁等食材，营养丰富。喝时，人
们根据个人喜好添加辣椒、胡辣粉和
香菜，一年四季总相宜。

一张两毛五分钱的鞋底饼，一碗
五毛钱的胡辣汤，一个破旧的小棚承
载着矿区那个时代的味道。如今，小
棚变成了市区的小店，夫妻俩也把手
艺传给了儿子和儿媳，一张鞋底饼涨
到了一块五，胡辣汤也成了三块钱一
碗。惦记着老味道的人们，还会找过
去，喝上一碗热腾腾的胡辣汤，吃几
个焦脆的鞋底饼，满满的都是生活的
味道。

酸菜米粉炸油饼

这种湖南口味的小吃来自一对
来矿区讨生活的夫妇。我与他们结
识于路边流动的小摊位上。没有什

么复杂的手艺和丰富的佐料，靠的就
是那一口简单的腌制酸辣白菜，配上
自制的米粉，就抓住了不少人的胃
口。吃的人多了，夫妇俩就搬进了店
铺里。

小店只经营早午餐，下午主要是
备料蒸粉。将大米用机器打碎成糊
状的米浆，舀一勺倒在大的蒸屉上，
左右摆动，把米浆摇匀后，再放到蒸
锅上，米浆蒸熟后，晾干、切条，米粉
就做好了。每日早晨，老板把碗摆在
条桌上，依次放盐、味
精，骨汤、辣汤等佐料，
把备好的米粉下锅稍
煮，捞出入碗，再加汤加
酸菜，一碗酸菜米粉就
可以上桌见客了。用筷
子搅开了米粉，红白色
的小块酸菜立马包裹住
软嫩的米粉。捞一筷子挂菜的米粉
入口，微辣爽口又开胃，再要一张现
炸的油饼，味道和食量刚刚好。

今年小店又装修了，还雇了两三个
帮手，继续传承着简单又抓人的味道。

大碗河捞面

一大碗实惠的河捞面最受矿工
的喜爱，不仅迎合了北方人好面的口
味，而且满足了劳动者的能量需要。
河捞面是北方特有的一种面食，用特
制的压面槽把和好、醒透的面直接挤
压进锅里，煮熟即
捞，配上简单的肉
丁、土豆块、海带
丝 臊 子 ，百 吃 不
厌。

矿区里，红火
过三家做河捞面
的店。最早的是
老王大碗面，老板
用扁担挑着煮好
的河捞面卖到矿
上。慢火熬制的
小块肉汤浇在河
捞面上，撒些葱花
和香菜，香喷喷的
味 道 就 出 来 了 。
口味重的食客会
再来点辣椒，配点
生蒜，连汤带面吃
下 ，满 身 的 暖 和
劲。如果再配上
一碗清面汤，原汤
化原食，吃起来更

加舒服。如今老王大碗面的手艺传
到了第二代，仍然有不少矿区里的回
头客。

老佘大碗面是一位姓佘的南方
老婆婆开的。小店离矿区近，又邻近
火车站，面的味道可口，还配有小笼
包，经常有排队等候的人。几天不过
来吃上一大碗，心里就会惦记。后
来，因为经营管理的问题，小店关门，
从此销声匿迹。

发展最好的要属常红大碗面了，
这是一对年轻的夫
妇开的。每天晚上
八点，他们就在单身
楼的一角处支起面
摊子，招牌是大烩菜
浇面。大烩菜是当
地常做一个菜，没有
固定的食材要求，能

合味的几种菜混到一块炖好就行，食
材以肉块、土豆、粉条、白菜居多。这
种烩菜实惠，能满足大多数人的口
味。每晚上下班的工人们来到小摊
上，吃上一大碗河捞面，身上和心里
都十分熨帖，红火的场景常常延续过
了午夜。辛苦勤劳的夫妻俩把小店
开成了大酒店，也算打拼得不错。

如今，矿区内外的大小餐馆林
立，天南海北的味道也多了。矿区里
的老味道渐渐成了许多人的记忆和
回味。 （作者单位：西曲矿）

不忘老味道

灯火
连晓明

几多风雨，几度春秋
你以年轮画出 60个圆
然后华丽地转身
环保绿化的大路上
一道美丽的风景
尽管不够辉煌却让小草芬芳
你的皱纹里刻下岁月的记忆
写满今天的绿水和青山

整理，登记，分类
你以严谨的态度托起晨起的太阳
编目，调配，归位
你用任劳任怨传播着一种精神
一、二、三……哆、 、咪
调度室的每一份报表
奏响冬天雾气笼罩的矿山
也许你没有鹤立鸡群的魅力
却顶天立地彰显无限风光

你和我们，同壕共战数十载
陪伴公司走过日落和晨起
无数的温暖和感动
收获了金山和银山
你是我诗行里奔流的源泉
在平凡的岗位上追求卓越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
今天，我们为你备下春夏秋冬
待鹰翔山巅时
我们再聚首

（作者单位：环保绿化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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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山电视台
一周节目安排(1·15-1·20）

《山西焦煤新闻》
播出时间：周一/周三/周五

首播 20：00 重播 22：00

《聚焦》
播出时间：周二/周四

首播 20：00 重播 22：00

《西山新闻》
播出时间：周一至周五

首播 20：10 重播 22：10

《口述西山》
播出时间：周一至周四

首播 20：35 重播 22：35

《西山说吧》
播出时间：周三/周四

首播 20：25 重播 22：25

《记者访谈》
播出时间：周五

首播 20：25 重播 22：25

周六/周日

首播 20：15 重播 22：15

《平凡·奋斗》
播出时间：周五

首播 20：35 重播 22：35

周六/周日

首播20：25 重播22：25

《寻找西山老照片》

播出时间：周五

首播20：45 重播22：45

周六/周日

首播20：35 重播22：35

《一周新闻综述》

播出时间：周六/周日

首播20：00 重播22：00

午间剧场

《黑色名单》

每天三集

播出时间：15：30

晚间剧场

《新女婿时代》

每晚两集

播出时间：2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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