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家房子下有棵核桃树，说是我爷爷小的时候栽的，两个人都合抱
不拢，像一把巨大的伞，占地约三分。每年都能打出十多筐湿核桃，它
成了我们家唯一的“摇钱树”。这棵树下，也是我们到县城的必经之路。

参加工作后，除了逢年过节，一般都没有时间回老家。农忙时节，
母亲一年四季面朝黄土背朝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没有更多的时间
来思念我们。农闲时节，一旦有休息时间，母亲就经常走到这棵核桃树
底下，由于这里视野开阔，可以看见县城，这地方自然成为母亲看我们
的观望台和咨询台。她经常在这里观望我们一家人会不会出现在她的
面前，或到县城赶集回来的人，有没有人看见我们，跟她捎来什么。

一天晚上，母亲做了个美梦，梦见我们一家四口都回家来了。第二
天下午，她放下手中的农活，在核桃树下等我们。也许是母子连心，或
许她有一种特殊的预感，太阳快落坡时，真的把我们迎来了。见面时她
高兴地说：“以后想你们的时候，我就天天做梦。”

那以后，母亲习惯性地隔三差五，只要有空，就经常在这棵核桃树下
做针线和其他手工活，盼我们、等我们、看我们，可常常望眼欲穿也看不
见我们回来。有时候等到天黑了后，才拖着她那瘦小的身体，吃力地回
家。每次我们去老家回单位的那天，母亲都会把我们送到这核桃树下，
含着眼泪，目送我们直到看不见，她才慢慢回家。

母亲说终于把我们盼来了。那天晚上是她最高兴的时候，高兴起来觉都
睡不好。我们说明天要回单位了，那天晚上她又想到我们明天就又走了，更睡
不着觉。她总是埋怨一家人在一起的时候时间总是那么飞快。

那年母亲生病了，我们怎么劝说她都不肯到县上去治疗，她说她已
经那么大把年纪了，叫我们不要浪费钱了。那时候，农村没有钱买手
机。为了每天都能了解到母亲的病情，我把我的手机放在家里，教他们
如何使用，只能每天多打几个电话到家里。

一个多月过去了，母亲的病情一直没好转。到病情加重的那三天，母
亲还叫家里人把她背到核桃树底下，望着县城到我们老家的路，走上来一
个人，她老远就目不转睛地盯着他走过，甚至问家人说我肯定这段时间工
作忙吧，不然也该来看看她了。母亲还说，她多半过不了这个坎了，如果那
样把她抬到远点的地方烧了，然后把骨灰撒在这棵核桃树底下，有这棵大
树遮风挡雨，她才不会日晒雨淋。

一个寒风嗖嗖的夜晚，母亲永远离开了我们这个家。
后来，我们每次回老家，我们都必须买些好吃好喝的，到了老家先

拿一些东西敬这棵核桃树，和它喃喃自语。
前段时间，由于我们老家修建公路，这棵核桃树怎么也挪不开，没

办法，只能砍掉。我在心里说，母亲您不会怪修路的，公路通了，以后我
们一家人会开车常常来看您的。

我朋友老钱的媳妇是个典型的剁手党，前年“双十一”，他媳妇在网
上抢到的物件陆续送到，码在地上像座小山。老钱气喘吁吁地清理，把纸
箱打开一看，除了用得上和用不上的裤子、靴子、袜子、手饰之外，还有一大
箱治胃病的药品。

媳妇笑嘻嘻地说：老公啊，我这是专门给你抢的，你天天在外边吃垃圾
食品，总有一天，胃会被整坏的。现给多买点，到时好备用。老公双腿一软
瘫坐地上，仰天长啸：马云啊，你把钱赚疯了，把我可坑惨了。

很快又到了去年的“双十一”，由于去年一箱药品还没用完，老钱特别
打招呼千万别再去抢胃药了。媳妇好像明白了老钱的意思，甜甜地说：亲
爱的别说了，我懂。

双十一刚过不久，前两天，快递的包裹又陆续到了。老钱拿过单子
一看，上面写着“xx肾宝十件”。老钱差一点晕厥。

转眼间，今年的“双十一”又快到了，公司总经理见老钱本年度业绩好，
专门打电话给老钱媳妇，嘉奖二人外出旅游，车辆和费用由公司出。老钱
一听，也不管媳妇反应如何，欢天喜地。

次日，小夫妻坐上了公司安排的车，一路欢笑来到了川西一处风景秀
丽的大山，安营扎寨，体验起了世外桃源的生活。不知不觉，天色渐晚。
此时，两人猛然发现，山中完全没有手机信号，而媳妇更急，手足无措，一年
一度的剁手大战即将开始了呢。媳妇玩兴尽消，嚷着马上回成都去。老钱
犟不过，忙收拾好营帐。然而，没想到，此时车子却不争气，莫名其妙抛锚
了。老钱和司机折腾得大汗淋漓，车子仍然闷不出声。

无奈，媳妇终于在男人的劝说下，重新安营扎寨。熬到天亮，终于
看到一辆车向山顶驰来。从车上下来了两个森林防护员，是来巡山的。
得知情况后，他们帮了忙，发动机恢复响起来。这时候，巡山员走过来
说：“速度千万别快，莫用大油门，要不然又要熄火。”大家赶忙向着回家
的方向小心翼翼行驶。

好不容易赶回家，此时媳妇满脸懊丧地坐在电脑旁，呆了好半天，
她怒气冲冲对老公抱怨道：双十一刚结束，都怪你，节骨眼上去旅游，害
得今年啥都没抢到。

第二天一大早，老钱给总经理打电话：谢谢老总，你安排的旅程，成
功地让我躲过了今年的双十一。谢谢你对下属的体恤。

去年9月，15集美食纪录片《新疆味道》
在央视首播，新疆八十多种美食在片中一一
亮相，炭火中翻滚的羊肉串，传承四代的打
馕绝技，抓饭的食材搭配，让人挡不住诱惑
的烤包子……片中的美食可谓赚足全国人
民的眼球，也馋了无数成都好吃嘴的心。

成都好吃嘴任先生，受这部纪录片影
响很大，他去年和今年两次利用假期专门
飞到乌鲁木齐，就为了那口新疆味道。“烤
包子真是一绝！”几个月后，回到成都的他
回味起新疆街头烤包子的味道依然兴奋，

“包子底部的面皮经过炉火的烤制变得焦
脆，温热的炉火将小麦特有的香气逼了出
来。羊油混着羊肉的肉汁，掺着洋葱的辛
辣，揉着孜然异域的浓香，在面皮里静静流
淌，你咬开烤包子的瞬间，肉汁直逼口腔，
鲜香直上心头！”上周五，任先生在朋友圈
里大声分享：“我在成都的一条小巷子里居
然找到了熟悉的新疆味道！”

他说的这个地方，是成都闹市区的一条
小巷叫小河街，每周五这里都会有一场新疆
美食大巴扎，如今已持续一年多了。“巴扎”
是维吾尔语，意为集市，每到“巴扎天”（多在
每周五或周日）人们都会过去赶巴扎。

刚到中午饭点，喜欢新疆味道的好吃
嘴们就自动向这条小巷聚集，不宽的巷子
两旁坐满了大快朵颐的食客。烤肉的阵阵
诱人香气在巷子里弥漫开来，肉串、羊腰、
羊排、羊板筋、羊脆骨在炭火上被烤得嗞嗞
作响，阵阵吆喝声中大把带着炭火声响的
肉串已经端上了餐桌，你轻轻地咬上一口，
肉香四溢，酥而不焦、嫩而不腻，隐隐有鲜
香的肉汁从齿间溢出，令食客们大呼过
瘾！有的还要抓起刚刚上桌的大把肉串拍
张全家福，在朋友圈里呼朋唤友，招呼着看
到肉香的小伙伴们赶紧过来集合。

“哇，起锅了……”冒着热气的手抓饭
出锅了，锅盖刚一掀开颗颗吸满了羊肉汤
汁的大米粒油亮生辉，混合着羊肉、胡萝
卜、洋葱的手抓饭香气四溢，让人闻了忍不
住直吞口水。端上一盘，啃一口埋在饭下
面的羊排或是羊腿肉，又软又香，微咸的米
粒充满嚼劲，混合着色彩鲜艳的红椒、微甜
的胡萝卜丁、绵软的豌豆，让你停不下嘴。

别急，即便你是大胃王，这条巷子里的
新疆美味一次也吃不完，还是留点胃口到
下周五再来吧。

下次来，30元一个的馕包肉可是不容
错过的美味。摊位上，一层层冒着热气的
笼屉摞在一起，远远望去，真还以为又是维
吾尔师傅在蒸薄皮包子。走近一瞧，案板
上还堆着一摞馕饼，每个馕饼上都有那么
几块连骨羊肉。师傅把这些馕包肉一个个
分别摆进蒸笼里，顺带再加一些胡萝卜和
洋葱，撒一些调料，盖上盖子，火候一到，这
道美味就出锅了。它比汉堡更有嚼头，比
馅饼的口感更丰富，烤馕的麦香和羊肉的
油脂混在一起，堪称绝配。

馕包肉的前面几米处正烤着馕和包子，5
元一个带着麦香和炭火香气的馕出炉了。馕
是新疆的代表性美食，越嚼越香的它不仅耐
放也很抗饿。即便一次吃不完整个馕，没关
系，回家放上10天半月一点问题都没有。

看着师傅将烤熟的包子一个个从馕坑
里取出来也是一种满满的享受，取它们可是
需要技巧的。烤包子的面皮很薄，里面裹满
了用羊肉丁、羊尾巴油丁、洋葱、孜然粉、精盐
和胡椒粉拌好的馅。包好的生包子贴在馕坑
里，十几分钟即可烤熟。一把铁钩和一把铁
铲同时着力，一个个方方正正、飘香四溢的烤
包子从热气腾腾的馕坑里被取出，“烤包子哎
……”吆喝声又在小巷子里此起彼伏响起。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谭曦摄影报道

新疆美食

深藏成都小巷
大巴扎

烤馕的麦香和羊肉的油脂混一起堪称绝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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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傅们正在串羊肉串。

巷子里的新疆美味一次是吃不完的。

好吃嘴们在这里大快朵颐。

“起锅了……”冒着热气的手抓饭出锅了。

即将上笼的薄皮包子，
看着就美味。

剁手党吃了哑巴亏
□梁成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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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民情、解民忧、顺民意”
村（社区）坝坝会在清流镇举行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于婷）日前，一场别开生面的“坝坝会”在成
都市新都区清流镇飞龙苑小区举行，来自新都区纪委、发改委以及农
林、交通等十余个部门的相关负责人齐聚一堂，集中解答老百姓提出
的问题。

来自清流镇各村的群众分别就自己关心的新九路改扩建、农业灌
溉、村公资金使用、农业技术培训、城乡社区发展治理等十余个问题向
到会的区级部门负责人提出，与会的部门负责人也毫不避讳、遮掩，逐
一进行了耐心、细致的解答，并不时得到群众的肯定和掌声。据介绍，
召集区级部门到镇街召开坝坝会，主要目的就是进一步巩固和深化前
期在全区开展的专项治理“微腐败”工作，主动回应群众关切，解决群众
问题，持续提升群众获得感。

为了促进眼健康知识的传播和
推广，笔者深入成都市第三人民医
院重阳节义诊活动现场，对老年人
的视力杀手-年龄相关性黄斑变性
所面临的问题和挑战进行了深入了
解。

年龄相关性黄斑变性（AMD）
是全球50岁及以上成年人首要致
盲疾病之一。其中湿性年龄相关性
黄斑变性（wAMD）可造成了80%~
90%的不可逆中心视力丧失，曾被
认定为“不死的绝症”。

然而，因为治疗手段的限制，医
疗费用一直居高不下，这给患者家
庭带来了沉重的经济压力，患者支
付能力弱的问题，让wAMD治疗率
处于较低水平，有分析机构预测，抗
VEGF眼用注射液患病人群使用率
不到10%。

据介绍，随着康柏西普眼用注
射液（朗沐）被纳入国家医保目录，
中国超过300万的湿性眼底黄斑变
性患者将获得巨大实惠。

老人专程参加义诊
检查眼底疾病

65岁的市民刘先生和老伴儿来
到义诊现场，想问问医生自己的眼
睛怎么了。“一个多月前开始看不清
东西，看什么都很模糊。”刘先生说，
自己视力下降的厉害，听说有义诊
专门来咨询。经过询问和检查，医
生发现刘先生已经出现眼底黄斑变
性的症状，需要及时治疗。

年龄相关性黄斑变性（AMD）
是一种能够导致中心视力丧失的疾
病，而中心视力是人们完成“直视活
动”，如阅读、做饭、驾车等行为所必
须的“技能”。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
眼科副主任医师舒智宇介绍，AMD
累及黄斑，而黄斑则是人眼球中能
看清细节的那部分结构，“虽然
AMD不会引起疼痛，但会改变视力
状况。”

AMD发病有明显的年龄特征，
一般易发于50岁及以上的中老年人，

而且女性呈现出比男性高的危险性资
料显示，发达国家年龄 50岁以上
AMD 发病率达 11%，目前我国
AMD发病率接近发达国家，患病人
数超过3014万人，并且以每年30万
人次的速度增加，成为我国现阶段50
岁以上年龄群体发病率最高的三大眼
科疾病之一，被称为“不死的绝症”。

防止视力丧失
定期做眼底检查很关键

AMD分为干性AMD和湿性
AMD两种。干性占所有AMD的
80%-85%，在眼底可见玻璃膜疣，
也可逐步引起黄斑区变薄，从而使
功能受到一定的影响。最常见的症
状为轻度视力模糊。干性AMD通
常进展缓慢，但是可能发展为更为
严重的类型，即湿性AMD。湿性
AMD占AMD患者的15-20%，湿
性AMD进展较快，其视力损坏的原
因主要是异常的新生血管在黄斑部
的视网膜下生长，称为脉络膜新生

血管(CNV)，可引起视网膜出血、水
肿及视网膜组织的破坏，最终导致
疤痕形成，从而引起视力丧失。与
干性相比，湿性AMD进展得更为迅
速，占所有导致视力严重丧失AMD
的90%，但是如果及时诊治，能够减
少或延缓湿性AMD引起的视力丧
失。

专家指出，如果不进行及时治
疗，任由病情发展，85.1%的患者会
在两年内致盲。年龄越大，患病可
能性就越大，舒智宇医生建议市民
定期进行全面的眼底检查：40-54
岁的人群，2-4年进行眼底检查一
次；55-64岁的人群，1-3年进行眼
底检查一次，大于65岁的人群可以
将眼底检查周期安排在 1-2年一
次。如有突发情况，必须及时就诊。

疾病负担大
医保助力惠及300多万人

舒智宇医生介绍，国外有研究
显示，湿性AMD的疾病负担大于艾

滋病及癌症，给患者和社会带来了
沉重的精神和经济负担。

朗沐的诞生，有效填补了我国
自主研发抗VEGF类眼科药物市场
的空白。是该领域第一个由美国以
外国家研发成功的眼科高端生物制
剂，是“十二五”国家“重大新药创
制”专项的标志性成果，且被称为

“中国眼科学十大科技突破之一”。
此外，朗沐更有利于进一步提高
wAMD疾病的治疗依从性、改善疾
病预后、避免失明带来的承重负担。

据了解，50岁以上湿性年龄相
关性黄斑变性人群，符合以下四个
条件，便可享受相关医保政策：需
三级综合医院眼科或二级及以上
眼科专家医院医师处方；眼病基线
矫正视力0.05-0.5；事前审查后方
可用，初次申请需要有血管造影及
OTC（全身情况不允许的患者可以
提供OCT血管成像）证据；每严累
计最多支付9支，每个年度最多支
付4支。

“朗视界 沐孝心”全国系列公益活动
呼吁老人定期进行眼底筛查，防治老年黄斑变性

今年重阳节期间，为
传承敬老文明，关爱老人
视力健康，康弘药业与中
国老年医学会眼科学分
会在全国 26 个省区市 29
家医院启动了“朗视界 沐
孝心”眼底筛查公益义诊
活动。据了解，本次义诊
活动分为现场义诊及患
者教育两个部分。截止
11 月 4 日活动结束，各地
现 场 义 诊 惠 及 群 众 近
4000人，共计开展了老年
人眼健康知识讲座29场，
为 2000 多名老年患者进
行了眼底筛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