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得那年在扬州，正好赶上烟花
三月时节。瘦西湖上雨丝风片，乱花
迷眼。我们的画舫穿越于依依柳丝之
间，春风拂面，莺啼在耳，挚友为伴，心
绪畅怡。弃舟登岸，于五亭桥上，遥观
远处熙春台殿影，隐约于二十四桥重
荫之中，恍若仙境。那日我们行走于
长堤春柳，访大明寺，谒史公祠，甚是
尽兴。唯以未尝远近闻名之富春包子
为憾。询之游客，得知每日上午九时，
有专船载现蒸的富春包子于平山堂筵
客。

翌日早起，抵平山堂，迎候。九时
正点，一小舟穿越柳烟逶迤而来，大
喜。平山堂这边有专门茶肆迎客。几
张木质桌椅，上面备有碗碟和蘸料。
坐定，冒着热气的笼屉从小船被抬了
下来。赶早而来的食客安静地等待开
单。记得当年要了一屉的三丁包子，
另加若干普通的肉包子。肉馅有繁
简，表现在个头上，五丁肉包堪称超级
豪华版，个头大，皱褶多，内馅依稀可
见，近于透明。因为是学生，不多钱，
没敢要五丁馅的。已很满足了，毕竟
是在别有风味的地方，吃别有风味的
包子。扬州古称销金之地，所谓“腰缠
十万贯，骑鹤上扬州”即是。这里歌楼
酒肆，钗光鬓影，春风十里，觥筹歌
吹。堪与此种盖世奢华媲美而骄能自
立者，除了瘦西湖，可能就是名扬天下
的貌俗实雅的富春包子了。

富春包子讲究荤素搭配，除鸡丁、
肉丁等，必不可少的是鲜笋丁，构成
鲜、香、脆、嫩的组合，以盐正位，以甜
提鲜，皮薄多汁，构成清鲜与甘甜、蓬
松与柔韧、脆嫩与绵软交映互补的味
觉效果。说到富春包子的笋丁，引起
我的一番回忆。我与扬州大学叶橹教
授是老朋友，我们学术上没有论争，却
在“扬州狮子头是否应放荸荠丁”的问
题上有过激烈的“论辩”。叶橹受难时
被发配到高邮劳改，他认高邮为他的
第二故乡。也许是爱屋及乌，他更加
确认，高邮总是世上“最好”，包括高邮
的狮子头也比扬州好。“扬州狮子头放
荸荠，高邮就不放，高邮全肉。”因为我
称赞过江都人民饭店的狮子头：六分
肥，四分瘦，特别是加了荸荠丁，软糯
中又有脆感，很是适口。叶兄不以为
然：“肉馅加别物，是过去穷，不能用全
肉，才加了别物。”

其实，扬州狮子头之所以能艳压
群芳，内馅加荸荠丁确是神妙之笔。
我常感慨中国菜犹如中药的配伍组
方，一个方子，有主有伍。落实到狮子
头，荸荠丁虽不是“主”却是精彩的

“伍”。厨师在没有荸荠的季节，笋丁、
藕丁亦可替代，要的还是软糯中的那
种脆劲。

话扯远了，还是回来讲包子。和
饺 子 一 样 ，中 国 的 包 子 也 是 南 北 竞
秀，花开遍地。我的见闻有限，大抵
而言，北方口重，近咸，南方口轻，偏
甜。那年偕同李陀、刘心武、孔捷生
等访闽，记得郭凤先生亲抵义序机场
迎接我们。宾馆的早餐有福州包子
迎客，李陀一咬，愤愤然，拒吃：“这是
什么包子？哪有肉包子放糖的！”他
是东北人，少见多怪，不免偏颇。殊
不知，长江往南，遍地皆是“甜蜜蜜”，
而以无锡为最。就包子而论，广州的
叉烧包可谓国中佳品，肥瘦兼半的叉
烧肉，加上浓糯的汤汁，其口味咸甜
谐和，想仿也仿不来的。当然还有如
今满街头的杭州小笼包，一屉十个，一
个一口吞，甚妙。

据说，包子的豪华版更有胜于富
春包子的，那就是江苏靖江的蟹黄汤
包。蟹黄乃是味中极品，以蟹黄做馅
可谓奢华之至。靖江地偏，我尚未到
过，难以评说。名声大的，还有上海生
煎。顾名思义，生煎不同于一般的气
蒸，有油煎的焦香，馅鲜嫩，皮焦脆，风
味独特。

说到上海的煎包子，不免联想到
乌鲁木齐的烤包子。乌鲁木齐烤包子
用的是巨大的圆形土烤炉，烤炉的内
厢均是泥巴，羊肉大葱馅，好像是半发
酵的面皮，往炉壁一贴，不多久，香气
就飘出来了。外皮是酥脆的，内馅是
嫩滑的，又有烤馕和孜然的芬香，极
佳。新疆烤包子凝聚着西北边疆特殊
的文化风貌，以无可替代的、独特的风
格丰富了千姿百态的中华烹调。

天山南北，大河上下，大地生长的
小麦和稻谷创造了悠久的农耕文明，
遍地开花结果的包子，以面食的一种
代表的是中华文化的绵远精深。也许
此刻我们最不能忘的是享誉海内外的
天津狗不理。狗不理这名字有点俗，
也有点野，但却象征着文明的一端。
据说狗不理包子的主人大名高贵友，
小名狗子，1858 年在天津开德聚号包
子铺。生意做火了，忙不过来，顾客怨
狗子不理人，包子被谑称狗不理。

这篇文字的标题是一个“精”字。
其意在表明代表中国餐饮的精彩之笔
乃是貌不惊人、随处可见的包子。中
国包子的精妙之处在它的一系列工艺
的“精”：揉面，调馅，蒸、煎、烘、烤，关
键则是最后一道工序——通过包子的

“包”显示出它的审美性。就造型而
言，天津狗不理的皱褶是 15 褶到 18
褶，上屉或下屉的瞬间，呈现在人们面
前的是柔柔的、怯怯的一朵含苞待放
的白菊花！有传言说，扬州三丁包子
的皱褶可以多达 24 褶，代表二十四节
气。这就叫精彩绝伦。

但不论如何，我依然心仪于半个
世纪前平山堂的那顿“野餐”。清晨，
薄雾，一舟破雾欸乃而至，山水顷间泛
出耀眼的绿。我们以素朴的、民俗的、
充满乡情的方式，等待、期许、接纳，相
逢。当日的那份情趣，朴素的桌椅，简
单的碗碟，冒着热气的笼屉，如今是永
远地消失了。怅惘中，依稀记得的还是
那梦一般的此景，此情。

次子小时患有哮喘病，病一发作，他的喉咙便好像被
复仇者死命地掐住，必须把嘴巴张得极大极大的，挣扎
着呼吸，有时，尽了全力，都还无法把稀薄的空气吸进窄
窄的喉管里，他那一双原本就不很大的眼睛，睁得好似
两个圆圆的铜铃；那样子，像足了一尾不慎被巨浪冲上
岸来的干渴已极的鱼。每回碰上这种情况，我便觉得心
上搁着一根香烟，那冒着红光的烟头，把我的心灼得很
痛很痛。

遍寻名医、遍服偏方；即连鳄鱼肉和蝙蝠干都买来熬
汤给他喝了。多管齐下，哮喘病终于完完全全地断了根。

糟糕的是，哮喘病治愈后，他却患上了另一种无药可医
的“后遗症”：他的嘴巴，常常无意识地、愣愣地张着，张得很
大、很圆、很专注、很丑陋。
这种“张口症”，不分时间、
不看地点，随时随地发作。

年届十六岁的他，瘦而
高 ，像 是 一 棵 椰 树 。 每 每
看 到 嘴 巴 张 得 开 开 的 他 ，
旁人总错误地以为他可怜
的下巴脱臼了，那样子，傻
傻 、蠢 蠢 、钝 钝 ，看 得 我 火
冒三丈。

苦口婆心地劝他，一说
再说，却发现效果等于零。
不论在家或在外，他的口，
要张便张，随心所欲。我不惮其烦，劝了又劝，只差了没有

“声泪俱下”而已；可是，他却在两只耳朵旁竖立了“此路不
通”的牌子，我行我素。

觉得自己好像是一块磨刀石，原本厚厚的耐性被他愈磨
愈薄，所以，劝诫的语言，不再那么婉转温和、也不再那么委
婉动听了；渐渐地，加入了怒气、加入了讽刺；话，愈说愈大
声、越说越难听、语气当然也越发尖厉、尖刻、尖酸了。后
来，几乎是一看到他张口，我便跟着张口──骂他。

一日，他坐在电视机前重蹈覆辙而我重施故技地说着
重话时，他突然抬头看我，眼睛流满了不被了解的悲哀，说
道：

“妈妈，您以为我没有努力、不曾尽力吗？以前有哮喘
病时，心里一直有个阴影，老是担心嘴巴一旦合上了，便再
也呼吸不着空气；这样的恐惧，一直追随着我，我需要时间
来摆脱这个阴影，只有摆脱了这个阴影，我才革除得了这个
坏习惯！妈妈，请您耐心一点，好吗？”

一番出自肺腑的话，说得我既难过，又惭愧。
看到病征而不去追溯病因、知道积重难返而偏偏希望

立竿见影；这样的一种心态，不也是病态的吗？

八山一水一分田的陕南，黄土贵
似黄金。相比成片的小麦、水稻和玉
米，产量不高的黄豆不是农田里的主
角，也不是饭碗里的主粮。

黄豆生来硬气，是不挑剔的庄稼，
通常播种在向阳的沙土地。

春深，泥土被阳光的酵母活化。
伴着农人高举的锄头接地，一个个大
若碗口的窝坑，盛情以待着圆滚滚的
豆子如春天的雨点落下。少则十天，
多则半月，黄豆从大地的怀抱中抽出
新绿，指甲大小的叶芽如婴儿柔软的
唇瓣，等待着春天的哺育。

豆花儿一开，盛夏来。花香袅袅，
母亲头戴草帽，弯腰在豆田里除草，豆
花儿大小的汗珠，从洒满阳光的额头
轻轻滑落。黄豆粒婴儿般微弱的心跳
和呼吸，带给豆田一片蓬勃生机和活
力，也让豆荚的怀抱有了生命的心音。

豆花儿二开，秋风起。
劳累了一夏的母亲，隐约听见不

远处的那片豆田，传来丰收的夜歌。
那些被她用汗水呵护长大的豆子，高
举着荧光的花朵，在豆田里狂欢，也为
一场即将到来的秋收布置盛大的庆
典。豆田里，母亲的腰身比豆秆压得
更低。她要趁着天高云淡的好天气，
在豆荚还没有炸开之前，将它们搬到
屋前的晒场。风吹日晒过后，胖乎乎

的豆子便如同凯旋的勇士，卸去一身
毛茸茸的盔甲，露出阳光笑脸。

豆花儿三开，年关到。
腊月最后几天，农家厨房年味渐

浓，红的，黄的，绿的，白的……满满当
当俨然蔬菜仓储，一抹抹光鲜的色彩，
让灶台的四周首先有了春的气息。乡
间人认为，在迎春的菜谱里，水嫩爽滑
的豆腐，是植物精华调制的奶酪，浓郁
的豆香能消融大鱼大肉的油腻，让舌
尖漾起暖暖的春意。

母亲用升子从粮柜里舀出秋收的
黄豆，有节奏地颠动着簸箕，肥圆肥圆
的豆子，哗啦啦落进笸篮里。在母亲
看来，做豆腐和种地一样，最好的籽种
撒进田里，才能开花结果。在完成最
初的分拣之后，豆子摊薄晾晒在竹篾
席上，让每一颗都露出秋黄的原色。
天擦黑，父亲早已经将屋檐下的石磨
擦洗干净，搬上半人高的磨架。父亲
握着拐把，沿着磨身推拉出一个浑圆
的弧线。母亲则将早已泡好的黄豆，
一勺一勺从磨眼里喂进去。石磨里滚
动的声响，好似天边遥远的春雷，磨沿
周边满挂着雪白雪白的豆浆，牛乳般
牵着长线落进广口木盆。

最终让厨房里热气腾腾的，是母
亲用卤水催开的一锅豆花儿。

起豆花了，满锅的豆花儿。雾气

沉沉的灶台背后，母亲舀出几朵豆花
儿放在碗里。案板的另几只碗里，是
提前切好的蒜苗，是红油辣椒，是陈年
米醋，有时，还有少许只有母亲才清楚
的香料。

就热吃，凉了伤胃呢。母亲递话
道。

巴望在灶台前的我，早已按捺不
住满嘴的馋，扑腾起身，端起碗便狼吞
入肚。那份豆香，那份滑溜，那份酸
辣，成为乡村少年冬夜里最值得回味
的丰年馈赠。

放下碗筷时，往往已是深夜时分。
昏黄的油灯下，母亲早已将白嫩嫩的一
锅豆花儿捞入铺着细纱布的竹篾筐，用
木板压稳压瓷实。天亮之后，揭开纱
布，便是满满的一筐豆腐。母亲用刀把
豆腐切成小块，放在小水缸里浸泡着。
水做的豆腐离不开水，否则就失了新
鲜，就会变柴，不再细腻如膏。

做完豆腐，年就真的到了。和母
亲年龄相当的乡村大厨，会结伴前来，
揭开水缸盖，亲热地望一眼水中熟睡
的豆腐。他们知道，和瑞雪一色，和白
米细面一色，和柔软的棉朵一色的豆
腐，不仅仅是一道菜，也是年景。和豆
腐一起端上餐桌的，是一份美好而淳
朴的新春憧憬，一份农家人最简单的
幸福。

本版稿件作者如涉稿酬，请与lswbscgh@sina.com联系

15迟桂花 2020.1.20 星期一
编辑 李傲 美编 丁锐

●每个人身上都有一部分是永远不会长大的。

●无论年纪多么大了，那不肯长大的一部分，永远
停留在它原来的岁数，无视光阴的流逝。

●你或许认识一些人，他们都是大人了，做事很成
熟，性格甚至有点算计、有点奸，可是，他们有一部分却
幼稚得让人发笑。他怎么可能既算计又幼稚呢？也许
他根本看不见自己幼稚的那一面。

●有些人常常扮演保护别人的角色。他很会照顾
人、很聪明，朋友有什么事都爱请教他。然后，有时候
他却会脆弱得像个孩子，也希望人家把他当作孩子。

●有些人长到十四岁之后就没有再长大了。不是
不肯长大，而是没机会长大。你一帆风顺，你是不会长
大的。当你不肯思考，你也没法长大。长大有什么好
呢？除了自由之外，你失去了很多。

●我们留着一部分，永不长大。在经历过挫折，在
智慧增长之后，那小小的一部分，依然很难得地留在我
们身上。

●当你开心的时候，它会跑出来。当你生气的时
候，它也会跑出来。当你伤心失意的时候，那不肯长大
的一部分会出卖你那坚强和成熟的外表。

●有时候，我们喜欢一个人，不单只是喜欢眼前的
他，也喜欢他没有长大的、美好的那部分。

●那一部分，是个惹人怜爱的老小孩。

□张小娴老小孩

大家V微语

□谢冕

包子记精

□吴昌勇豆花儿三开

□尤今

磨刀石

谈天说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