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过了腊八，年味渐浓。

单县城乡大大小小的年货

大集，早已堆满鲁西南特色

的家乡好物，从原生态农产

品到糕点糖果、从花花绿绿

的新衣裳到泼墨挥毫的新

春福联……岁末年初的黄

河大集，在单县有着悠久而

至纯的年味儿。

单县城乡共有 40 余处

大集，除了遍布于 22个乡镇

的乡村大集，在城区有 5 处

热热闹闹的黄河大集。历

史最悠久的南城“大棚街”已

有 200 多个年头，“逛大棚

赶年集”是单县几代人冬日

里留存的感官记忆，成了他

乡游子剪不断的情意结。“大

棚街”呈“川”字形排开，共有

4 道街，有商户摊主 200 多

家，是单县城区最接地气的

农贸大集。大棚街虽然没

有那么高端大气，没有那么

现代时尚，买卖的物品也都

是百姓日常所需，却承载了

单县人太多的乡韵乡愁和

过年记忆。

从 30多年前，单县大棚

街天天成集，且物品丰富。

无论是干鲜果品还是生熟

荤腥，无论是家电、学习用

品还是手工艺品……各种

品类丰富的家乡特产，带着

小城人家特有的爽朗和热

情，在各个摊位前尽情舒展

身姿。“去大棚街赶集买东

西。”是每一户单城人家过

日子的寻常生活。今年，在

单县县委宣传部的牵头组

织 下 ，大 棚 街 特 地 设 置 了

“单县善品”年货专区，一大

批富有单县当地特色的家

乡好物，如“单县罐装羊肉

汤”“黄岗馓子”“单县手工

水饺”进驻摊位专区，令人

目不暇接……摊主、商贩们

热情招揽着经过的客人，放

眼大棚街望去，这里是十足

的家乡年味儿，小城热烈的

烟火气。

赶大集，是单县农村群

众最爱的业余活动 之 一 。

尤其是冬天赶农村大集，随

着农忙渐闲，更透露出一股

子鲁西南人冬闲后的悠然

与自得。每逢大集，赶集的

人一拨接一拨，人头攒动，

摩肩接踵，此起彼伏的吆喝

声、讨价还价声，汇聚成了充

满温馨与热闹的大集味道。

1月 7日，笔者逛单县高

韦庄农村大集，看到晶莹剔

透的糖葫芦、刚出炉的酥焦

瓜子、刚出锅的脆香油条、整

整齐齐的锅碗瓢盆、色泽鲜

艳的衣帽鞋服，一样样事物

撩动着赶集人儿时的向往

和过年的欢喜。高韦庄镇

袁石庄村袁统稳大爷带着 5
岁的孙子一起赶集。袁大

爷说，如今，村里群众的生活

越来越好，一年到头不缺啥，

去赶集在赶不在集，有些人

喜好赶集，但并不在乎能买

到什么，只在乎“赶”的过

程。袁大爷给孙子买了米

糕和糖葫芦，他们在集市上

瞧瞧新下的苹果、看看刚出

土的白菜、挑挑新鲜的萝卜，

再 和 摊 主 讨 论 一 番 价 格 。

快中午 12时，袁大爷和孙子

都逛累了，他们在大集上就

地找了个摊位坐下，喝了两

碗热气腾腾的单县羊肉汤，

吃了几个吊炉烧饼和羊肉

炸串。“五十块钱能保你吃好

喝好。”袁大爷放下碗筷，一

脸欢喜地对笔者说。

市井长巷，万家烟火，

展开来就是百姓实实在在

的日子。如今的黄河大集，

不仅在于能买到物美价廉

的商品，更重要的是让普普

通通的日子多了一份仪式

感、满足感。

通讯员 谢丽 刘厚珉

1月 5日，腊月十四，凌晨

1时，单县黄岗镇四街村深处

的一处四合院灯火通明。年

逾半百的赵安先和老伴按时

起床，儿子赵延森跟着走进厨

房，一家人开始了长达 8个小

时的馓子制作。

在单县，“黄岗馓子”的招

牌随处可见，味道不尽相同，

而正宗技艺传承人之一的赵

安先和他的“锅灶”，却深藏在

一条小巷子里和寂静的夙夜

更替之间。

赵安先一边盘条一边介

绍 他 和 儿 子 走 进 央 视 的 情

景。2017 年 8 月 18 日，央视

《魅力中国城》栏目录制现场，

菏泽市与石河子市“魅力对

决”，作为“魅力项目”展示，赵

安先和儿子赵延森即时制作

了名吃馓子，为菏泽赢得了满

堂喝彩。

年轻的赵延森对央视的

印象要比父亲深刻得多。他

说：“在节目录制现场，民俗专

家姜波认为，在我国北方，馓

子因清明寒食而来，几乎是家

喻户晓的食物。”赵延森还引

用了北宋诗人苏东坡对馓子

的诗颂：“纤手搓来玉数寻，碧

油轻蘸嫩黄深。夜来春睡浓

于酒，压褊佳人缠臂金。”“俺

家的馓子不光别有一番香气，

还富有文化的韵味，我们说是

传承的非遗技艺，其实是沿承

的文化情怀。”赵延森动情地

说。

一直以来，赵安先父子保

留了最古老、最传统的馓子制

作工艺，而传承这一悠久的制

作手段，具有酥脆、无渣、浓香

的特点，是单县人从小吃到大

的家乡味道。

这些年，要想吃到赵安先

亲手制作的馓子，须提前预

约，还须在上午 12 时前到其

家购买。这是因为，老赵将开

始制作馓子的时间严格规定

在每天凌晨 1点整。此时，老

赵一家人都从睡梦中醒来，按

照各自分工，开始拉条、缠条、

炸制、凉透等。

赵安先还说，馓子采用纯

棉籽油和优质小麦粉为原料，

经过十道工序精心加工制作

而成。每天下午和面、摔面、

叠面、醒面，然后用油养面，再

把整块面反复叠、拉、盘、扯，

最后成为一根到底的细面，盘

放在盆里放置次日零时后。

“每一道工序都要赶在时间点

上，因为头天下午饧好的面不

等人。”赵安先说，要想做出最

地道的馓子，饧面至关重要，

饧不透就拉不出细长劲道的

条子，而饧久了又会失去韧

性，一碰即断。别看面盆中只

有十几斤饧面，可炸制过程要

持续 8个小时。

笔者坐在老赵旁边，见其

揪起盘条，边拉边往手上缠

绕，缠够一指宽，用筷子从手

上抄下来，另外一人依次拿起

缠着面的筷子，一手一根把面

胚往两边抻，成形后放进高温

油锅里炸 10 到 20 秒，再用筷

子顺着巧劲儿翻面定型，一片

金黄、酥脆、浓香的馓子便做

成了。

赵安先家的馓子味道好，

众口皆知，而对老赵及其一家

人来说，馓子的个中滋味，只

有他们知道。老赵说，他从记

事起，就见自己的爷爷制作馓

子，7岁时便跟着做馓子，至今

已有 50多个年头。

此时的厨房外已经亮堂

起来，盆里油光发亮的盘条剩

下一半，硕大的箱子装满了黄

澄澄的馓子。老赵稍微舒缓

了一口气，似乎这才有“心情”

认真回答笔者的询问。老赵

说：“每天仅能做 30 斤馓子，

再多就不能保证本来味道了，

因为一旦超出了精神和体力，

势必影响馓子的口感。”

“过去，炸馓子是挑担子

摆地摊的小买卖，养不了一大

家子。”老赵说，20年前，他曾

为了养家糊口，到青岛开了一

家小超市。眼瞅着家传的手

艺无人为继，老父亲忧心忡

忡，又心疼儿子，便夜里做馓

子，白天干泥瓦匠，因体力不

支从施工架上失足落地，造成

头颅骨折，险些丧命。赵安先

回到家向父亲承诺：“以后不

管贫与富，家传手艺绝不会

丢。”“父亲对爷爷的承诺不仅

是家传手艺，还是一种家风孝

道，我也要把这门手艺和良好

家风传承下去。”赵延森说。

赵延森接手之初，每到困

睡尤酣的凌晨起床，坐在油锅

边，时不时会打盹。父亲赵安

先就会用热油筷子猛击儿子

的手腕，烙下的伤痕至今清晰

可见，而老赵双手上的疤痕和

老茧则是儿子所不可及的。

赵延森说，作为家乡的味

道，他家的馓子常常被外出务

工者带到全国各地，甚至出了

国门，受到俄罗斯人的啧啧称

赞。

上午 10 时许，笔者与老

赵一家人告别，返回途中，身

上还遗留着馓子的香气儿。

通讯员 刘厚珉

昨日，39岁的单县黄岗镇丁庄村村民黄福海（中）在检测出库西兰花。他是被群众推选的农

村基层人大代表，从贩运蔬菜到种植 7亩韭菜，经过十几年的摸爬滚打，创办了一家蔬菜保鲜公

司和两家种植产业合作社，经营 4座保鲜库，复种韭菜、西兰花、菠菜、玉米等 1600多亩，年保鲜

蔬菜 60万公斤，年产值 1100万元，生产高峰期每天用工 400多人，年发放工薪 110万元，持续带

动乡亲增收致富。 通讯员 刘厚珉 赵坤 摄

馓子：一家老幼的“家传情怀”

种植加保鲜种植加保鲜 产业带农户产业带农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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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大集，氤氲浓浓乡情年味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