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旅途中闲翻航空杂

志，读到作家沈嘉禄的一

篇美食随笔。文中提到自

己一次与友人到某地，看

见小店里有香玉牌太仓糟

油，这可是最正宗的糟油

啊，顿时欣喜不可抑制。

友人很是不解，说糟卤不

是到处有售？此处，沈嘉

禄用了一句：夏虫不可语

冰。好一个夏虫不可语

冰，说得粗俗点，不就是不

可对牛弹琴之意吗？看得

我禁不住无声地笑起来。

作为一个爱吃的人

（自以为还远远不够吃货

级别），颇为懂得沈先生的

欣喜。我曾在异地想尽办

法处理好某一种食材，不

远千里背回家，也常为了

做一道菜而不辞辛苦开车

奔波于各处菜场，只为买

到最合适最地道的食材。

也有人对此举很是不解，

颇多鄙夷。如今，学会了

沈先生的幽默，下次再遇

见这种情况，可以回他一

句“夏虫不可语冰”，立刻

有了俯视他的高贵感。

也曾有人很自豪地

说：我一向不讲究吃，不

会为吃花太多心思，只要

吃饱就行。在他的不屑

语气中，我感觉到一丝对

我等好吃之人的“蔑视”

和“悲悯”，那一刻我也

竟然有些羞惭，似乎为

了吃费太多心思，是一

种 堕 落 的 表 现 。 但 转

身，依然还是要打电话

找某个商贩预约一只散

养土鸡，细火慢煲出一

锅飘着金黄色油花的鸡

汤，要不就再问问某个小

贩近期是否有野生黄鳝

或者黑鱼，我想炖一钵香

喷喷的腊肉黄鳝煮老黄

瓜，或者炒一盘清清爽爽

的青椒木耳黑鱼片，鱼骨

头也不浪费的，热油爆香

姜蒜，来一碗乳白浓香的

黑鱼汤……在美食的香

味里，我忽然生出一些对

这人的怜悯，生而为人，

只要求吃饱，岂不是愧对

苍天？孔夫子的“食不厌

精脍不厌细”，我们可取

其慎重对待食物之心。

最近，手边放着一本

小书——清人袁枚撰写的

《随园食单》。书中涉及到

的菜式有三百多种，旁征博

引，生动有趣。译注者说：

“袁枚不仅将饮食烹调看作

一门聊以果腹、满足物质生

活需要的工艺，还把饮食当

做一门学问进行研究，以满

足社会精神文明生活的需

要。”我理解为，吃饱，是最

基本的生理要求，做美食就

像追求爱情，是人生另一种

意义的奢侈享受。曾经看

到有人说食物能够体察到

烹饪者的情绪，只有用心才

能让食物美味，我觉得其实

就是袁枚观点更人性化的

表达。

诗人海桑有一首诗

叫《食物是一种恩爱》，他

这样写道——“食物是一

种恩爱/以及衣服，以及住

所/只能以辛苦的方式去

获得/对它们好，就像对自

己好/看它们在水和空气

中/变成旧衣服和老房子/

什么也不说”。面对自然

的馈赠，我们除了珍惜，感

恩，还能说什么呢？

“凡物各有先天，如

人各有资禀”，唯有以爱

恋之心对待大自然提供

的各种食材，精心烹饪，

充分享受食物的色香味

美，体味饮食文化的情调

和意趣，才是对自然常怀

感恩之心最真诚的回馈，

对生活满含深情厚谊最

恰如其分的报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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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读书记
读小学的时候，我最怕

村里的孔老师，她好像千年

妖怪一样，总也不老，教完

了父亲那一茬人，又教我这

一茬。村子里好多人都是

她的学生，她因此便有了某

种打人的资格。而且打了

学生，没有一个敢反抗的。

就连家人，将孩子交给她的

时候，都要特意叮嘱一句：

不听话，您就好好打！她当

然是真打的，而且一点都不

含糊。她那桃木棍做的小

教鞭，敲黑板震天响，她的

嗓门，也比雷声大。她打起

我们的手心或者脸蛋屁股

来，简直在是监狱里上刑。

哪个家长要是敢说她打得

不对，在村子里就别想做人

了。大人们都说，小孩子不

打不成器，孔老师打得好！

我知道盼结束上学的

日子，是盼不到头的。这孔

老师是个全知全能的人物，

她能教一到五年级，批改一

屋子的作业，有时候我们一

年级和三年级的在一起上

课，每个年级占一排桌椅，

密密麻麻的，倒也挺热闹。

冬天的时候就更热闹

了。孔老师规定，每两个人

值日一天。值日这一天，我

就会和同学阿秀从家里早

早地起床，带玉蜀黍棒，赶

到滴水成冰的教室里，哆哆

嗦嗦地划着火柴，将烂树叶

子、朽木棍子、玉蜀黍棒先

点燃了，再慢慢地朝炉子里

放炭。也不知我和阿秀到

底是谁更笨一些，每次跟她

合作，都得点个三四次，将

教室里弄得乌烟瘴气的，才

能将炉火给旺旺地撩拨起

来。趁着同学和孔老师还

没有来，阿秀瞅瞅四周，神

奇地从兜里掏出一个地瓜

来，而后放在炉子底下，用

落下来的炭火碎末来烤地

瓜。我闻着那渐渐开始冒

出香气的地瓜，有些后悔自

己没从家里带花生来。我

们两个人还围着炉火，边烤

手边唠起嗑来，内容从烤地

瓜到煮的地瓜干，再到豆扁

子咸糊涂，还有家里腌的咸

菜疙瘩，就连煳锅的时候锅

底上的干嘎巴也好好地描

述了一番。最后两个人说

的有些困了，便趴在桌子上

睡过去了。

等我们醒来的时候，孔

老师的教鞭已经恶狠狠地

敲了过来。我忽然间想起

地瓜来了，却并没有寻到那

浓郁的香甜味，是等到快要

下早自习的时候，才从阿秀

传过来的纸条上得知，那可

怜的地瓜，已经被孔老师给

扔到冰天雪地里去了。好

在早自习并不太长，念经一

样摇头晃脑地读完了课文，

我们便排着队唱着歌回家

去吃早饭。我在路上跟阿

秀探讨，那个地瓜会不会被

孔老师给拾回教室去，重新

烤烤吃了呢？阿秀刚要说

话，前面的领头羊大队长，

便来吼我们：走齐了！唱响

亮一点！我只好忍饥挨饿，

高唱《学习雷锋好榜样》。

不过这样的“酷刑”，等一拐

过冲着学校的大道，便再也

没用了。我和阿秀率先冲

出队伍，奔回家去。母亲早

就在村口等着我了。她见

过一副饿虎扑狼的模样，便

训我：读书如果跟吃饭似的

有能耐，你娘我将来也能跟

你享福了！我心里想，等我

像村子里三祥一样当了工

人，一定让你天天吃好的喝

辣的！不过那事想来太遥

远了，什么时候能够摆脱孔

老师的教鞭还不一定呢，母

亲她想让我当工人，也想得

忒远大前程了点。

早晨的烦恼，晚上转瞬

便逝。下午五点去上晚自

习的时候，我和阿秀都从家

里带着煤油灯。我多长了

个心眼，从家里大瓮里抓了

一把黄豆放兜里藏着。等

晚自习上到一片灯火通明，

孔老师也有些被煤油灯给

熏得鼻孔透不过气来，“微

醺”着去办公室喝水，我们

便开始肆无忌惮起来。我

取出早就洗干净的放清凉

油的小瓶盖，那瓶盖上拧了

一道铁丝。我将几粒黄豆

放到瓶盖里，然后便老头钓

鱼一样，悠闲自在地持着那

铁丝，在煤油灯上晃来晃去

地烤着。烤料豆的当然不

只是我一个人，于是教室里

便充溢了浓浓的豆子或者

玉米的香味。阿秀凑过脑

袋 来 ，咽 了 几 口 唾 液 ，问

我：啥时候能熟呢？千万别

再被孔老师给没收了。我

白她一眼：不能说点吉利话

吗你？

那料豆当然最后还是

烤熟了的。于是我们的自

习，便上得有滋有味。吃完

了黄豆，自习也就结束了。

阿秀早就将挖来的朽木，分

给我一块。她还很贴心地在

上面抹了一层蜡烛油。于是

放学的路上，我们便寻到了

另外一种乐趣。一路上那黑

黝黝的麦田，也不再那么可

怕。一群人举着火苗很旺的

朽木，唱着歌回家去。

这一簇微弱却又温暖

的火，燃烧了很多很多年，

从童年一直到我离开小小

的村庄，定居千里之外的城

市，它都从未熄灭，犹如天

上永恒的星月。

bh99@sina.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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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品连载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70

年来，我们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

代代人的努力，为国家发展留下了一串串闪亮

的足迹，谱写出中国各项事业发展的壮丽篇

章，国家已进入繁荣昌盛的新时代。忆及与祖

国共同走过的岁月，您是否已在心中勾勒出那

一幅幅记忆犹新的画面。一瞬间的温情回眸，

打动你心灵的是什么？

即日起，滨海新区文联机关、滨海新区作

协与滨海时报共同举办“我和共和国共成长”

征文活动。征文要求主题鲜明、细节真实、篇

幅短小。来稿请注明“我与共和国共成长”征

文，望海潮副刊将择优刊发。

大家小絮——风骨清华人
张克澄为张维、陆士嘉之子，自孩童时期便浸淫在大师云集的清

华校园内，耳濡目染，从生活和学习中感受着大师之魂。华罗庚、钱
学森、林同炎、蒋南翔、常迵、黄克智、季羡林……从科学到教育，从医
学到文学，大师们的形象跃然于书中。

作者：张克澄
定价：49元
出版时间：2019年7月
中信出版集团

按理说周老是父亲张维的老

师辈，他在尊称母亲为陆先生的同

时，偶尔也称父亲为张先生，父亲

说是沾了母亲的光，也确实如此。

……

钱学森之子钱永刚曾经问我：

“张伯母怎么那么厉害？我从小到

大只见过她一个人敢对我父亲那

样说话。没有第二人！”

嗯？

他说，有一次陪父亲钱学森来

我家串门，在聊天的过程中母亲向

钱推荐了一个人。母亲说了好一

段那人的优点，钱学森听着，眯眯

笑，不作声。母亲独自滔滔不绝，

见钱没反应，很不高兴，站起来，几

步走到他跟前，指着他的鼻子说：

“钱学森，人家都说你骄傲，我原来

还不信，现在看来你真的是骄傲！”

永刚被这前所未见的场面惊呆了，

却只见钱学森不急不恼，笑眯眯地

轻声说：“那个人是不错，但没有你

说的那么好！”

回家路上，永刚不解地问他父

亲：“张伯母跟你急成那样，怎么不

见你生气？”

“老相识了，我还不知道她的

脾气？我才不生气呢。”

母亲这么厉害？我没有在场

不清楚，但我知道母亲在他们那一

辈知识分子中是有相当的威信的。

20世纪70年代初，中国科学院

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受控热核反

应实验站在安徽成立，我有幸成为

建所元老，从去车站接人到安置桌

椅板凳全都干，也常随物理奇才陈

春先到北京出差。

有一天，领导派我随物理所的

卡车去北京站办理图书资料托运

手续。

车队调度告诉我，卡车上已

经有其他随行人员了，为了赶时

间，你先搭所里的小车到北京站

吧，办完事后坐公交车回来。我

毫无异议。

出得研究所大门，小车司机叮

嘱我：这车是接马所长去北京饭店

赴宴的，马所长一贯不喜欢人家搭

他的车，万一怪罪下来，你别吭声，

我来跟他讲。

果不其然，马大猷见车里有

人，扭头就往家走，司机急忙追去，

好说歹说，保证我不跟车回来，他

才出来。他侧身进车时瞪了我一

眼，气呼呼地坐进前座，一路上没

再张口。

手续复杂，一切办妥已过了晚

八点，天上飘起了雪花。我辗转换

了好几趟车，回到家已是十点半。

母亲熬了姜糖水在等我，说是

已热了好几次，怎么这么晚才回

来？我大概说了一番，母亲说了声

“这个小马”，嘱我赶快盖好被子发

发汗，免得感冒，便上楼了。此日

为星期四。

星期日上午九点，有客敲门。

我应门时惊见此人乃马大猷！他

见我也是一愣。母亲一边下楼，一

边笑着说：“眼熟吧？这是我儿子，

是你们所的员工，前几天被你赶走

的那个！他是去给公家办事，搭你

的车，你摆什么谱呀，下那么大的

雪，差点冻病了他！”

简单的几句话说得马大猷大

惊失色，赶紧解释说真不知道，真

对不起，等等。母亲也没再穷追不

舍，问他：“东西带来了？”

马大猷忙不迭地掏出一副耳

塞。原来，父亲睡觉打呼太甚，母

亲偶有抱怨。马大猷是研究噪声

的，工作中常用到耳塞，听闻此事，

连忙推荐德国耳塞隔音效果不错，

并亲自送到家里来。

周一上班，马大猷到办公室找

到我，进门就埋怨：“你这个孩子，

到物理所工作也不上我这儿报个

到，害得我在陆大姐面前出这么大

的洋相！”

……

母亲跟生人不苟言笑，于熟人

却是很诙谐的。

有一次我随父母散步，碰见黄

万里。母亲叫住他：“黄万里，听说

你因身体不适，在跟着我吃一样的

药？”黄伯伯不好意思地说是。母

亲笑了：“真跟我吃一样的药？我

是女的呀！”

看着黄伯伯顿悟的表情，我一

直憋着不敢笑。

还有一次季羡林来我家，送

了父母一本他写的书，好像是关

于梵文的。母亲翻看着，跟他开

起了玩笑：“季羡林，这梵文你到

底学得怎么样？你可号称是中国

懂梵文第一人啊，你说它是一，

大 家 就 跟 着 说 是 一 ，你 说 它 是

二，没人敢说是三，你可不能误

人子弟呀！”

季羡林乐呵呵地表示，谨记、

谨记！

母亲像一本书，没有到一定年

纪读不懂。当我开始读懂她时，母

亲却已经远在天国了。

深深地想念母亲！ （连载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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