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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LITERATURE OF NEW ECONOMY LIFE

酱油炒饭
■ 武歆

中 国 新 经 济 文 学 专
刊

邂逅兰草
■ 仇秀莉

人与人之间的缘分，真的很奇妙，这辈子在哪

个时间段和谁见面、和谁结缘，似乎上天早已注

定，只是早一天晚一天的事。前些天，部队的老首

长欧阳青给我发来微信：如果疫情有所缓解，约几

位军旅作家一起聚聚。时间、地点、人物都已确

定，名单里都是文学界的军旅名家大咖，他们的作

品在军内外都颇具影响力，我甚是欣喜。这些年，

我从一名普通的文学爱好者成长为作家，这与向高

人学习是分不开的。当我看到名单里有兰草老师

的名字时，很是惊喜，刹那间，我想到20年前奋力

跋涉在文学之路上的艰难日子，曾有许多报刊编

辑老师为我指点迷津，兰草老师就是其中的一位。

那时，我在北京军区后勤部下属某仓库政治

处任报道员。仓库位于远离市区的大山深处，官

兵们来自全国各地，每天都是三点一线的生活，除

了收发军用物资，就是训练、学习或者聚在一起闲

聊天，聊家乡的趣事、聊从小到大如何成长如何当

兵，当然还喜欢聊自己漂亮的女友，时间久了，相

互间如兄弟般知道彼此的情况。年底，有的老兵

看到自己的名字被列入退役的名单，当他们的领

章帽徽被取下那一刻，当他们胸戴大红花坐着大

轿车驶出大山朝着市区火车站的方向行进时，他

们相拥着，像群长不大的男孩，竟然哭得稀里哗

啦，挥手告别的瞬间，才发现泪水湿红了双眼。

我曾送过复员的老兵，在现场感受着他们那

种难舍难离的战友深情，很多年过去了，都让人

难忘。每次送完老兵，我回到单位，就开始苦思

冥想，抓紧时间写老兵复员之类的新闻稿，连同

现场拍的新闻照片一同投给军区《战友报》以及

当地省市报纸。那些年，每到年底，各基层部队

都要把当年上稿数量统计上报给师级机关宣传

科，年底再进行评比。争先进、获荣誉是部队政

委很看重的事，但是，作为最基层的团级单位，人

数有限，工作就是那些工作，事情就是那些事情，

要想写出新意，难度极大。好在我写的豆腐块不

仅能在《战友报》《解放军报》上露露脸，还能在当

地省市报刊上发表。

人心没尽这个词听起来是贬义词，但用在想

进步、想不断改变自己、想不断提高自己能力人的

身上，褒义词的味道反而更浓些。那时的我，没有

满足于为了完成任务只发表那些小萝卜条、豆腐块

的文章，而是梦想着写出有分量的大稿子，梦想着

自己的文章能在军内外有影响力的报刊上发表。

于是，我成为部队图书室的常客，阅览军内

外大刊杂志，读得多了，备受启发，也萌生了投稿

的念头。说干就干，我立刻动笔精心构思。我记

得当时写了一篇描写官兵克服寂寞扎根山沟献

青春的文章，自我感觉还不错，经过反复比较后，

认为投给《解放军生活》杂志比较合适。那时不

像现在这么方便，没有电脑，全凭钢笔和稿纸。

当我把一笔一画抄在稿纸上三千多字的文章装

进信封后，才开始翻看杂志上刊登编辑们的名

字，想了半天，感觉“兰草”这名字很有诗意，以为

这是一位优雅好说话的女编辑，于是，果断写下

收件人“兰草”编辑的姓名。我认真检查信封上

的收件地址、收件人姓名及邮编，确认无误后，把

这封寄往北京的稿子满怀期待地放进邮箱里。

当时的感觉就像下赌注似的，或许这位编辑能给

我发表呢！之后，就是热切的期盼与等待。

一个月后，我突然收到来自《解放军生活》杂

志的信，抑制着内心的狂跳，猜测着我那篇文章的

命运。当我小心翼翼拆开信封时，里面是心心念

念兰草编辑的回复，信中指出我文章的不足之处，

同时鼓励我继续写作。虽然我有些失落，但能收

到全军知名刊物编辑的来信，已经很知足啦，毕竟

那时我投出的稿子即使杳无音信，没有发表，也很

少接到编辑发来的退稿信。现在想来，当时写的

那篇文章确实很稚嫩，难以达到发表的水平。那

些天，我认真揣摩兰草编辑提出的建议，仔细珍藏

那封退稿信，想象着在不久的将来，我的文章真的能

在大刊上发表，能享受那种被编辑认可的幸福感。

时光如梭，转眼20多年过去了，我随着爱人

工作的变动，走出了大山沟，来到市区，来到首都

北京。这期间，每次搬家，我除了把必备的家具、

生活用品、衣物打包之外，还把多年积累的书籍

和发表文章的剪贴本一同带着，毕竟这是我多年

的精神食粮，当然还有编辑的来信，兰草编辑的

信也在其中。到北京后，认识的圈中文友也多

了。后来我才得知，兰草不是优雅的女编辑，而

是一位才华横溢的男编辑。这些年，虽然没机会

和他见面，但我时常想象着他的相貌，感觉他应

该是一位身材修长、温文儒雅、气宇轩昂的才子。

缘分到了，就有挡不住的邂逅，往事如清香

般在心底氤氲着，借这次欧阳青首长请我们聚餐

的机会，我终于见到了兰草老师，只是他和我想

象中的模样差距较大，他是中等身材、头上白发

居多、眼角的皱纹见证着岁月的痕迹，他微笑着

跟大家寒暄，问候着彼此。是啊，岁月催人老，难

驻他当年潇洒的容颜，毕竟我也不再年轻。兰草

老师跟我握手时，我跟他讲了20多年前收到他

给我的退稿信一事，他听后感觉很意外，也很高

兴，居然能见到他多年前的作者。

当兰草老师得知我这些年出版了九本书，有

的文章还在全国大型征文中获奖，我加入了中国作

协、北京作协等作协，还有幸成为鲁院高研班学员

时，他眼里流露出惊喜。或许我是曾经给他投过稿

的作者，也或许是当年他曾给过我鼓励的缘故，他

破例跟我喝了一杯酒，对我取得的成绩表示祝贺。

临别时，我提出加兰草老师的微信，他欣然

答应。他的才华、他的温文儒雅、他待人的谦卑

与热情，就在他不经意的言谈举止间流露出来，

让我很是敬佩。

今生要见的人，似乎都是上天早已安排好

的，只是早一天晚一天的事，感谢这次邂逅，时光

纵然流逝不复返，却冲不走曾经美好的记忆。

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在工厂上班。在我工

作的铆焊车间，有个很是谈得来的同事。“谈得

来”包括两个方面，工作相互配合——我是铆

工，他是电焊工；还因为我们有共同的爱好——

我写小说、他写歌词。白天休息时谈文学，下班

后还要继续谈。同事家住房宽敞，我就时常住在

他家，经常一夜不睡谈读书心得和写作困惑，因

此与他家人熟悉起来。同事的父亲在一家国营

食品调料厂当领导，一点没有领导架子，具体表

现就是经常做饭，其中“拿手好戏”是酱油炒饭。

“改革开放”之前的困难时期，许多人家把酱

油炒饭当作改善日常伙食的具体行动。我父亲是

山东人，母亲是河北人，他们都不是纯正的“天津

卫”，所以对酱油炒饭不太钟情。但是同事父亲做

的酱油炒饭，却给我留下异常牢固的饮食印记。

记得看某个相亲节目，男女嘉宾还有主持人经常

唠叨一句话，“留住了他的胃就留住了他的心”。

这句话的确有道理，也从某个方面证实，胃是有清

晰记忆的人体器官，胃口是有年轮的，只要吃过好

吃的记忆深刻的食物，无论过去多少年，胃都能紧

急苏醒，立刻“敲打”大脑，瞬间唤回久远的回忆。

我这个老同事，后来也走进食品调料企业，

算是“子承父业”。他给我讲了许多“关于吃的

故事”，其中就有关于酱油炒饭的趣事。话说很

多年前，几个在同行业工作的朋友公休日凑在

一起，话题扯来扯去，还是不离工作，最后不知

怎么就说到了酱油炒饭上。有的说，本地酱油

做的酱油炒饭好吃；有的说，用外埠某品牌酱油

做的炒饭更好吃。几个人越说越激动，撸胳膊挽

袖子，假如调料齐全的话，恨不得当场进行验

证。最后，他们给熟悉的一家私人餐馆老板打电

话，让厨师把两种品牌的酱油作为调料，做出几

盘炒饭，他们亲自品尝，要用投票的方式选出胜

者。几个人来到餐馆，不一会儿厨师端出来酱油

炒饭，用一模一样的盘子盛放。吃过后，大家开

始投票，七个人中有六个人投票一致。揭开谜

底，大家赞誉的那盘炒饭，用的是本地酱油。投

票给本地酱油的6个人中，包括赞美外地酱油的

那个人。从此撂下“话把儿”，只要说到这个话

题，那个人就被大家打趣，成为一个梗。这也说

明一个问题，天津人不仅恋家，还眷恋本地的所

有事物，包括油盐酱醋。再把话题飘远点，天津

娃娃考大学要考本地大学，找老婆要找本地女孩

子。就是到了外地旅游，遇上什么事也都要跟天

津作对比——这个不如天津好、那个跟天津一

样，无论好坏都要以“天津”为坐标去衡量。

我在天津一家百年历史的国营食品调料企

业走访，把酱油炒饭的事讲给车间工人还有技

术人员，也把我心中的纠结讲出来，天津人的嘴

巴为何如此钟情老味道？

一位从生产一线走上技术岗位的老同志颇

有哲理地告诉我，天津人恋旧，对相处久了的人

和事，很难发生动摇改变。表现在饮食上尤甚，

在热爱某种味道之后，不容易再接受其他味道，

轻易不会出现“叛变”行为，这是天津的文化特

点，并且渗透进各个方面。老同志话不多，句句

说到了点子上。现实生活也确是如此，天津人

的这种文化特点体现在“吃”上尤其明显。

追溯过往历史，天津人在“吃文化”上的特

别表现，首先是“嘴刁”，琢磨各种办法来保证吃

好、吃美。记得老一辈天津人吃核桃，一定要吃

鲜核桃。普通人家买多少吃多少，吃一口鲜。

有条件的人家多买一点，一次吃不完，用布包起

来，用冰块冰着。有冰箱之后可就省事多了，放

冰箱里保存。鲜核桃好吃，特别是发白的核桃，

更有营养。砸碎核桃皮后，一定要把核桃仁外

面的“核桃衣”去掉，要认真剥离，不能着急。“脱

去衣服”后的核桃上，带着浓白色的浆汁，吃起

来特别鲜嫩，让人回味无穷。

只要说到天津人的吃，就会立刻离题万里，

还是回到酱油炒饭这个话题。

首先米要好，这是必须的，但关键是酱油要

好。天津的酱油炒饭，什么别的佐料都不要，只

有米饭和酱油，不像南方酱油炒饭，往往还要放

虾仁等其他辅料。所以天津的酱油炒饭，对酱

油要求很高。举个例子，名扬海外的狗不理包

子，调馅所用的酱油，就是用天津产的百年老品

牌的酱油。大家赞誉狗不理包子好吃，这里面也

有酱油的功劳。另外一个特点，天津这个品牌的

酱油经过百年摸索，已经适应北方人的口味。

过去只是觉得天津酱油好，并没有深究好吃

的原因。如今我在天津百年历史的国营老企业采

访，了解到酱油酿制所必需的原料大豆和小麦都

有固定产地。比如企业在东北地区买下一块地，

专门种植大豆，从根源上避免劣质大豆进入厂家，

把住了第一道重要关口。另外还有重要的一点，始

终采用传统工艺。特别是在发酵期的问题上，过去

需要6个月的时间，现在依旧沿袭这样的时间。

过去的传统生产流程是在大棚里或是露天作

业，竹匾发酵，门窗开闭控温，人工压榨，大灶加温，

大缸沉淀。现在不可能这样操作了，比如发酵用的

大缸不再用了，改用玻璃钢大罐、不锈钢管道连接。

但是传统工艺需要六个月时间这一点没有改变，而

是继续保持，这是百年不变老味儿的根本所在。

我在这家企业走访时，也了解到全市唯一的

这家国营企业的发展历程。1927年，一名曾在日

本留学的华侨富商，在老城厢的北营门西大街创

办了酱油厂；抗战时期被日本人吞并，成了为日本

部队生产军需产品的企业；1949年新中国成立，企

业收归国家所有，仅用半年时间就在废墟上开始

生产；如今酱油、腐乳、酱菜、面酱等调料产品，已

经销往美国、欧洲、非洲……百年之路异常艰辛。

我在产品展览室，抱着孩童时代就熟悉的

“光荣牌”大号酱油瓶子留影，感觉自己又回到

无忧无虑的童年时代，天津百年食品调料发展

历史，似乎全都浓缩在这个淡青色的瓶子上。

用不变的外形包装和不变的口味，来承载百姓

日常生活的记忆，那一刻我真是感慨万千。

一口美味解乡愁
■ 李光泽

绥德是陕北地区一个有名的文

化县。饮食文化在绥德文化中占据

着十分重要的位置。绥德特色小吃

很多，比如抿节、圪坨，比如洋芋丸

子、黑楞楞，比如黑粉、碗饦，比如油

旋、猪头肉，比如钱钱汤、杂面叶，比

如麻汤饭、肉丁丁饭。这些风味小

吃，都非常有名，但最有名的，还数绥

德羊杂碎。羊杂碎的本义，是泛指羊

的头蹄、肝肺、肠肚、血等。我所说的

羊杂碎并非此意，而是一种美食。

在绥德，有“一碗杂碎，半碗文

化”的说法。绥德羊杂碎的主料只

选羊头、羊肚和羊血，其它杂碎一概

不用，而且羊头、羊肚要白水煮，不

放任何调料。辅料有粉条、莲花白

和芹菜。粉条必须用地道的陕北洋

芋粉条，而且要用线粉。莲花白要

用开水焯一下，否则会有一股生菜

味。事实上，粉条和莲花白不过是

用来壮营的，那小小的芹菜丁才是

统帅，既去膻，又开胃。主料和辅料

备齐以后，如果下在白开水里，那根

本不叫绥德羊杂碎，那就是懒婆姨

胡弄的一锅烩。

绥德羊杂碎是有灵魂的，这个

灵魂就是羊骨汤。一大锅羊骨头，

大火烧开，文火慢炖，把骨髓炖出

来，把油水炖出来，把营养炖出来。

一锅骨头，可以炖三次汤，头一次骨

汤泛黄，第二次骨汤呈乳白色，浓度

当然一次不如一次。最后，把三次

熬出来的骨汤掺在一起，便是一锅

不浓不淡的高汤。

师傅烩羊杂碎，就像一个艺术

家表演节目，气定神闲，忙而不乱，

整套动作行云流水，娴熟连贯，闭着

眼睛都能顺利完成。羊杂碎开锅以

后，师傅操起一把扁勺，三下五除

二，把锅里的浮沫撇尽，然后舀一勺

辣子油泼在锅里，搅匀，最后把羊杂

碎舀到碗里，撒一撮芫荽和葱花，就

万事大吉了。当然，辣子油和葱花

都是有讲究的，不能凑合。辣子油

只能用羊油，不能用猪油，也不能用

菜籽油，否则，会串味，人们常说的

原汁原味大概就是这个意思。葱花

必须用陕北的山地红葱，对绥德羊

杂碎来说，白葱和水地葱都不叫葱，

提不起味。因此，也有人说，羊油辣

子、山地红葱跟羊骨汤同样重要，都

是绥德羊杂碎的灵魂。

绥德街头有十来个不大不小的

羊杂碎店，一年四季生意火爆，去得

迟了，就得排队等座。排队等座的食

客，一个个歪着头瞅着店里，咕噜咕

噜咽着口水。不是食客嘴馋，是羊杂

碎的确太诱人了！从色泽上看，羊头

羊肚是黄褐色的，羊血是纯褐色的，

粉条是洁白的，芹菜是翠绿的，辣子

油是鲜红的，一个五彩缤纷的世界被

粗瓷大碗活活地收在一碗骨汤里。

数九寒天，一碗羊杂碎穿肠而过，好

像怀里揣了个小太阳，一下就从头

暖到脚。大夏天喝羊杂碎，喝得满

头大汗，啧啧咂嘴，解馋，又过瘾！

绥德人习惯说喝羊杂碎，很少

说吃羊杂碎。绥德羊杂碎既管饱，

又解渴，汤多料少，是其一大特点。

懂行的人都知道，营养都在汤里头，

所以，汤越大，越有滋味。绥德人好

喝酒，头一天晚上喝大了，第二天早

上起来胃里还难受，但他们一点也

不着急，一点也不担心，他们有绝

招，有解药，滚滚喝一碗羊杂碎，啥

事也没了。进了店门，找个位置坐

下，头不抬眼不睁，朝老板喊一声：

辣子大点，汤大点。快喝完了，又喊

一声：老板，添点汤。老板不声不

响、不急不躁，连稠的带稀的，舀半

碗羊杂碎递过去。那些人来的时候

蔫头耷脑，有的还一手抱个肚子，一

碗半羊杂碎下肚，酒也醒了，胃也好

了，精神也足了，浑身带劲，像打了

鸡血，该干吗干吗去了。因此，绥德

羊杂碎还有个雅号，叫“还魂汤”，说

通俗一点，就是“醒酒汤”。

陕北有一句俗语，“米脂婆姨绥

德汉，清涧的石板瓦窑堡的炭。”绥

德汉是个品牌。那么，绥德汉为什

么会成为一个品牌？用一个养羊老

汉的话说，绥德人是喝羊杂碎长大

的，是羊杂碎滋养了绥德汉，是羊杂

碎成全了绥德汉。此话显然不可当

真，但绥德人对羊杂碎的感情，由此

可见一斑。漂泊在外的绥德人想家

了，就让老家人快递一大包经过高

温杀菌、真空包装的方便羊杂碎，迫

不及待地煮了，满心欢喜地喝了，就

不想家了，可谓一口美味解乡愁！

从《秋浦歌》中飞出的
现实又虚幻的鸟，是
诗仙留驻、豢养的白——

长居河边，诗化的白鹭
是一方地理的象征
被一千三百年前的翅膀打开
李白骑一片缥缈玉影
往返澄碧如秋的河畔……

触碰的闪电是流水的轻吟
触碰的花朵是时间的深重
此时，它们伫立在滩涂上
翅膀打开绿色门楣，足下
小鱼、水草、螺蛳、青虾闪烁……

以身影与山河交换灵魂的鸟
以啸鸣与寂静交换骨肉的鸟
被清流逐向一条河的四面八方
裸露的碣石将你拢络入怀
岸上无计的喟叹啊，与流逝
一同飞飞停停的白鹭
用一匹白驹的影子称量
时光的轻和山河的重……

深秋

庄稼收尽之后，田地空旷：
沟坎坂上，稻茬、田埂突显——
秋风在田间撒下
密集的小蟹，盘绕的灰蛇……

村落、山野廓开空阔秋光：
桃树、柿树、栗子树开始落叶
从晨至昏，一片片从枝头
飘到山上、田里、屋顶、道边
一些叶子发出细碎声响，一

些叶子
归于东逝流水，被奔涌的溪涧

带出大山——逆旅通向
重生的江河、大海……

村庄掀起隐隐动静：
我看到光线从山崖跌落
林木疏松，时光在山谷
哗哗作响，森林将大片
光晕归于泥土；我看到村堂里
冬瓜、辣椒、茄子、丝瓜行走
一部分走向老迈，一部分孕育
新生——灯笼幻化大地的星辰
这一盏、那一盏，照亮
锄地的汉子、割禾的农妇
劳作的身影鲜活了
村庄的沉寂……

溪山无尽

在峡谷中遇见王维和苏东坡
一个叫库山的村子
溪涧里的白石和白石上的清泉
映现今人无法察觉的秘密……

飘浮的人，看不见涧水、
岩崖、青峦和虫草
双目被红尘遮蔽了
不觉群峦倾覆平坦的田畈、

盆地
悸动堆积于青瓦、屋宇、密

林、莲塘
竹木栈道通连软泥、稼禾、花草
路边默立的卵石
只为迎送灵魂的访客……

秋风亭廓，云聚云散
岚雾说出山高山低、水深水浅
说出田畈中升浮的稻穗、青

石、落日
暮霭涌向溪涧的低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