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盼夜盼年来了。大年初

一，女孩儿不拜年，这是风俗。

我偏要拜，只给对门龙二爷

家拜，龙二爷是我爷的拜把子，

龙二奶奶说，“一不忌，百不忌，

放他娘的狗屁，丫头拜年，怎么

啦？”有这话垫底，我就年年去。

春节前，我妈跟我弟弟科普，

“贴红对子的人家可以进，贴蓝对

子的千万别进，都是头年有人走

了，人家没心情，不让拜年的意思。”

那年龙二奶奶也走了。龙

二爷啥对子都没贴，大门紧关

着，我试着推，竟然开了，龙二爷

说三十晚上他没插门，反正没人

拜年，插不插无所谓。龙二爷吧

唧旱烟，饭桌上一口空碗，房间

里浓浓的酒味。

我跟龙二爷要花生吃。龙二

爷没炒。过年没花生怎么行？我

就鼓动龙二爷炒花生。大铁锅放

沙土，龙二爷烧火，我踩着灶台拿

铲子翻炒。花生炒好，我又用花

椒、大料、咸盐煮葵花籽，开锅笊

篱捞出空干，把炕席撩起来，铺张

报纸，平摊在火炕上，这种五香瓜

子吃了不上火。

龙二爷也没糖，我就给他炒

胡萝卜干、红薯干，又脆又甜。

龙二爷不吃，我咯嘣咯嘣馋他，

龙二爷呜呜哭了。这套活我是

跟龙二奶奶学的，他是睹物思人

吧。我给龙二爷煮黄豆，豆在锅

里嘎达嘎达打着滚，龙二爷的眼

泪珠子啪嗒啪嗒砸地面。

我跟龙二爷说：“我给你讲

个笑话，你别哭了。”

嘎子十八，去城里读书，班里

一个小丫头叫凤儿，细皮嫩肉，红

衣红褂儿红头绳，有个娃娃亲是

开药铺的公子。嘎子满肚子馊主

意，说凤儿漂亮是漂亮，可她腿

瘸。同学们都说不瘸，走路好着

呢。嘎子就说，你看她骑自行车，

这个腿上来，那个腿下去，啥时候

看她俩腿并排蹬了？她俩腿不

齐。那时候人穷，除了凤儿都不

会骑自行车，嘎子把他们蒙了。

嘎子的话就传到了凤儿婆家，迅

速退亲。凤儿哭着找嘎子赔婆

家。嘎子从哪儿偷婆家呀，凤儿

就天天来嘎子家，刮风下雨都不

歇，嘎子妈就天天给凤儿抓一把

枣，仨月后，整棵树的枣都让凤儿

吃完了。嘎子就不干了，让凤儿

赔大红枣，还非得要他家树上的，

凤儿也没地偷去呀，俩人就想了

个折中的办法，定亲吧。凤儿家

横竖不愿下嫁，可凤儿愿意，陪嫁

没要，颠颠儿就过门了。嘎子捡

了个媳妇。

我瞅着龙二爷问：“你说，嘎

子咋那么嘎呢？”

龙二爷哈哈笑。嘎子是龙

二爷小名。这是他和龙二奶奶

的恋爱史。

龙二爷说我给你讲个故事

吧。龙二爷说有个女娃，生下来

不哭不闹，也没人抱一下，有个捡

煤球的老头抱了一下，女娃咧嘴

笑了，这一笑啊，嘴就咧到天上去

了，现在嘴还是大的。龙二爷这

是讲的我。我们俩都笑，止不住

地笑。笑声把黄豆也煮熟了。

我跟龙二爷包饺子，我俩都

不大会包，样子极丑，摆得一溜

歪斜，龙二爷说：“老讲究，饺子

摆不好，准有来蹭饭的。”正说

着，龙二爷外地上班的儿子回来

了，我手黏着面，悄悄溜回家，进

门就炕上“撂倒”了，这个年可把

我累坏了。我妈训我不懂事，龙

二爷没心情过年，我反倒去起腻

歪。“谁说龙二爷没心情过年？

人家收拾得妥妥的，一样也不

缺。”我妈跑去看了才信。

初六龙二爷的儿子坐火车

走了。这个年父子俩过得很愉

快，儿子看龙二爷年货准备得挺

像样，说明一个人过得不糊弄，

他很放心，就不带龙二爷走了。

龙二爷把儿子过年买的吃物

给我抱了来，多谢我去拜年。我妈

还说我没规矩不懂事。今天，我掰

着手指头算了算，我距离那次“不

懂事”大概过了二十五个年头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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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冻

精品连载

已经度过的岁月，

像本充满质量问题的书

籍，有的地方页码混乱，

有的地方字迹模糊，有的

地方语序颠倒……但总

体上，岁月的累积感、厚

重感，还是难以质疑的。

在我已经翻过的近

五十个页码的岁月之书

中，有的记忆模糊了一

片，像洇开的水渍，侵染

了别的相似的记忆，以

致 混 乱 一 团 ，难 以 区

分。我对鱼冻的记忆，

就有这样的错乱感。

在我最初的记忆章

节中，洋鱼冻和腊头鱼

冻是没有先后顺序的。

这两种鱼冻给我的印象

都很美好深刻，做鱼冻

的食材，均来自河北渔

村涧河村的表爹。我一

个小孩子，从记事之初，

就认识了每年来我家一

两次的表爹，表爹的母

亲，就是我爷爷的亲姐

姐，我父亲和表爹是打断

骨头连着筋的姑表亲。

从大人们的闲谈中，我也

慢慢得知，表爹的父亲竟

然在 1930 年代，留学于

日本早稻田大学。当时

表爹家养着几条渔船、

货船，家道殷实，遭遇海

匪后，因为被索取了巨

额赎金，才败落了。因

为种种原因，表爹在姥姥

家长大，与我父亲形影不

离，他们一起到邻村担

水，一起撑船驳盐，一起

下河摸鱼虾，在同一个

土炕睡觉……

如今推算，表爹那时

四十多岁，在一个刚记事

的小孩子眼里，他就是个

老人了。况且表爹那时

就头发稀短。表爹的到

来，总会让家里午餐不再

寡淡。我家那时六口人，

就指望父母微薄的工资，

日子过得捉襟见肘。到

月底找同事邻居借钱，月

初开工资，再还钱，这种

状态就是我家生活的常

态。所以，表爹到来时，

我家能提供的也许就是

一盘子炒鸡蛋，一碟子木

须肉——木耳炒鸡蛋。

因为家里养了几只鸡，鸡

蛋不是稀罕物。表爹从

背来的袋子里掏出熟的

梭子蟹、咸鱼，梭子蟹可

以熥一下就端上餐桌，咸

鱼得先用温水泡淡了，才

能熬炖。

表爹带来的咸鱼中

也有小鲨鱼，大人们叫

“鲨鱼棒子”，这种小鲨

鱼就像木棒子一样硬

朗，鲨鱼棒子不多见，我

家只吃过一两次，干鱼

肉 一 丝 丝 的 ，也 很 好

吃。腊头鱼是海捕的野

生河豚鱼腌制晒干后的

名字，腊头鱼白肚子上

有不扎人的倒刺，据说

吃下去可以治胃病，腊

头鱼鱼肉格外有咬劲

儿，像风干的牛肉干。

洋鱼应该是“鳐鱼”被渔

民异读后的变音，洋鱼

像一条鱼被踩扁了，一

身软骨，洋鱼最好吃的

部位是鱼鳍，切成块后

很像鱼翅。洋鱼没啥油

性，久吃不腻。

洋鱼也好，腊头鱼

也好，刚从袋子里拿出

来时，样子丑陋，颜色灰

白，毫无生气，用温水泡

软了，身体鼓胀了，慢慢

有了一点鱼相，捏起来

也不再坚硬如木板了。

我也记不清究竟先

吃到的是洋鱼冻还是腊

头鱼冻。这两种鱼冻的

共同特点是，鱼冻凝成

后，就异常结实，吃的时

候，想吃到一块鱼肉，得

用筷子用力地把鱼肉剜

出来才行，鱼肉剜出来后

鱼冻上会留下与这块鱼肉

等形状等大小的空洞。熬

炖这两种鱼冻，最好用黄

豆搭配它们。黄豆泡软

了，煮熟了，煮黄豆的水也

变鲜美了，炝锅后，煸炒泡

软的鱼块，再放进黄豆和

煮黄豆水，炖半个小时入

味，不用 汤，就可以熄

火。装入瓷盆，转天就凝

成鱼冻了。把装鱼冻的

瓷盆放进冷屋子，啥时候

一家人坐在餐桌边，眼巴

巴看着只有大白菜和虾

油腌制的白萝卜的餐桌，

正懒得动筷子时，父亲大

人“传旨”，说来碗鱼冻

吧。孩子们突然来了精

神，举着筷子等着母亲把鱼

冻端上来。鱼冻来了，大家

的筷子在鱼冻里挖掘搜寻，

谁夹到一块肉多刺少的鱼

块，就有中奖般的喜悦。

鱼冻是平淡日子的

宠儿，到了年节，鱼冻就

不起眼了。年三十、初

一，几顿大鱼大肉后，胃

口对油腻的抵抗，又让人

对一碗鱼冻开始期盼

了。鱼冻既可以当酒菜，

也可以作为下饭菜。那

时，过年时大家族聚餐，

孩子们都可以凑一大桌，

猪肉炖粉条两顿就吃不

下了，长辈做的鱼冻又清

凉又鲜美，会给每一个孩

子留下美食记忆的。一

顿团圆饭结束，装鱼冻的

盘子像被一群鸡刨过的

食儿，狼藉一片，只剩下黄

豆和冻，鱼块都不见了。

2018年，天津作家尹

学芸的中篇小说《李海叔

叔》获得了鲁迅文学奖，

小说刻画了贫苦岁月里

一个只想从“我家”捞便

宜的寄生虫亲友李海叔

叔的形象。两家人一家

需要虚荣，一家需要实

惠。这篇小说引起了很

多人的相似记忆，但是，

我家的表爹，却是实实在

在地帮我家度过了十几年

的艰苦生活。我父亲和表

爹一生的亲情往来，也是

这么多年记忆里的最闪光

的部分，而我对鱼冻的美

好回忆，就镶嵌在这些美

好的回忆里，不会磨灭。

火靠

李
子
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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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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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历史 历史是一条条逻辑清晰的故事链条
历史的真相不在纸面上，而在背后的逻辑中。正如李敖所说，王

安石确实是一个大丈夫，可王安石充满正义感的变法为什么会失败
呢？魏忠贤魏公公是一个臭名昭著的阉人，为何居然会在当今之世
迎来许多人的膜拜呢？妇孺皆知的吴三桂，或许并没有人们想象中
那么不可饶恕呢？还有遗臭万年的篡汉者王莽，真是一个十恶不赦
的人吗？还有掀起“大礼仪之争”的嘉靖、呕心沥血也挽救不了政权
的崇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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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你拒绝的改变
就是你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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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朝鲜君臣和那些进宫时

只有十几岁的女孩子，在朝鲜一

国从朝贡体系中获得巨大经济利

益的同时，不能不承受的痛苦与

屈辱。这一面，通常不见于国朝

正史。

宣宗向朝鲜征求童女似乎只

有一次，时间在宣德元年，这位年

轻皇帝即位的第一年，心情不可谓

不急切。最终，朝鲜进献七人。比

起急色，这位皇帝似乎更喜欢吃更

喜欢玩，先后向朝鲜征求“会做饭

的茶仆”“学乐的小妮子”数次，总

人数至少数十人，另有其他仆役数

十人。进献工作保密之好，不仅廷

臣不知道，连太后都不知道。当

然，一路配合运送“贡品”的大明官

僚，总是知情的。宣宗驾崩，英宗

即位，遣散的朝鲜厨役多达 53 人。

这一数字，却仍低于《李朝实录》所

记录的历次进献的总数。想来，该

是有若干“会做饭的茶仆”埋骨异

乡了。至于“学乐的小妮子”和其

他仆役下落如何，皆不得而知。《李

朝实录》载，宣宗曾赞许朝鲜厨娘

的豆腐做得尤其好；又载，这些做

得一手好饭的厨役，离乡情景如

“生送葬”，毕竟，如果不是英宗意

外地遣返，这些人本来是一个也回

不了家乡的。

宣宗朝进献的七名童女之外，

同年又补充了据说特别美貌的第

八位童女韩氏，她是为成祖殉葬的

那位可怜的韩氏的亲妹妹。《李朝

实录》详细记述了这位姑娘入宫前

怒斥其兄长韩确卖妹求荣，愤而割

破枕席以示决绝的故事。《李朝实

录》说：“人多薄确而悲其妹也。”这

个故事却有一个“人性如此”的转

折：韩氏入宫后颇受宠，又活得特

别长（入宫后活了57年），并机缘巧

合地有机会照顾幼年时的明宪宗，

终于活成了宫里没人敢惹的“姥

姥”，可以说服宪宗指定其娘家人

为“进贡使者”并转身担任大明出

使朝鲜的使者，两头横发“进贡

财”。据朝鲜的记载，借此而青云

直上的韩家，不仅可能曾经捏造宪

宗上谕以敲诈朝鲜国王，更在几年

的时间里，权倾朝野，深刻影响朝

鲜政治。当年美丽的姑娘，最终成

为“对外”版的“权力恶婆婆”。这

种从进献童女始，以影响他国政治

终的故事虽然可能是特例，但朝贡

体系影响他国政治，却绝对不是个

例，只是国朝正史，多也不屑记载

罢了，或者根本并未体察本朝的一

举一动，在“蕞尔小国”可能引起怎

样的震动。

除了进献“童男童女”之外，天

朝亦时时有旨意要求朝鲜进献海

东青、黄鹰、大犬、豹、貂、象牙、金

银饰等，名目繁多而奇怪。不过这

些都还不打紧，可怕的是也曾有过

助辽东“收购耕牛万头”这样的敕

令，搞得朝鲜国王不得不硬着头皮

上奏，言明朝鲜国小，实在拿不出

一万头耕牛来。结果皇帝很痛快

地回答说“不要理会辽东收购耕牛

的说法”，过几个月，“有司”却又传

来敕令说“可随见有者送来交易，

余即止之”。到底是不是皇帝本人

的意思，只有天知道，国朝正史亦

无记载。朝鲜反正是结结实实在

六个月里献了六千头牛，当真“竭

尽全力”，搞得连农耕都大受影响。

都说明清“厚往薄来”的朝贡

是“钱多人傻”，但这里写的一切，

都是“人傻钱多”的另一面。其实，

仔细追究起来，“人”也未必“傻”，

毕竟，“进贡是给皇上的，赏赐则是

国库出”，这个账皇上算得来。

弘时的悲剧
作者：金满楼

雍正元年（公元 1723 年）八月

十七日，在继位未满一年之时，雍

正皇帝即当众宣布立储。

不过，与以往不同的是，雍正

搞的这个“秘密建储”是两个“公

开”与两个“不公开”——所谓“公

开”，一是公开宣布已经建储，二是

立储文书的存放地方公开；所谓

“不公开”，则是立储文书不公开，

储君（皇太子）是谁也不公开。

雍正这么做，主要是鉴于康熙

末年储位不定而引发“九王夺嫡”

的教训，其公布建储可以让大臣们

人心思定，不公开储君又可避免皇

子们骨肉相残及皇太子攘夺君权。

更要紧的是，立储后仍可更

换人选，这实际上延长了皇子间

的竞争，皇子们唯有时刻注意自己

的言行，并尽可能展示更优秀的一

面，方有机会成为皇位最有力的

竞争者。

从此，乾清宫“正大光明”匾额下

的锦匣子成为宫中最神秘、也是诸皇

子最为魂牵梦绕之处。因为大家虽

然知道皇太子已经确定，但彼此间并

不知道谁有这份幸运。 （连载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