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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红雨如歌行板

秘方

桃李门墙，春风化雨，尊师敬师，古风
耽美。“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
馔。”孔子记录在《论语》中的这句名言，便
是对于孝敬师者的最为生动具体的诠释，
且传承久远，深入人心。

当代文化大家叶嘉莹教授是顾随先
生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受业弟子，半
个多世纪以来，由于工作与生活等原因，
她足踏两岸，跨越中美，辗转各地，历经
沧桑，虽然如此，仍将其早年聆听恩师讲
授古典诗词时的课堂笔记藏之密箧，随
身携带，至晚年又挤出宝贵时间，逐句整
理，编辑印行，弘扬师德，泽被后学，不仅
成就了一段文坛佳话，更是感动了无数
士子学人。

叶嘉莹先生的老师顾随于二十世纪
初就读北京大学时，曾选修过周作人先
生的课程，一入师门，即终身侍之，大至
学术活动，小至生活起居，无不贴切关
注，留心留意。1938年1月26日，适逢
旧历年关，顾随在家中炖了一锅颇具北
方风味的猪头肉，又备了一些茵陈美酒，
想到业师周作人先生此时亦心境落寞，
枯寂无聊，便以诗代柬，邀请业师到家
中品尝美味，畅饮佳酿，以破岑寂，以舒
郁闷。周作人大为愉悦，欣然前往，口
腹之欲得到满足之后，欣然赋打油诗
两首以纪其事，其一云：“廿年惭愧一
狐裘，贩卖东西店渐收。早起喝茶看
报了，出门赶去吃猪头。”其二云：“红
日当窗近午时，肚中虚实自家知。人生
一饱原难事，况有茵陈酒满卮。”并在诗
后附记一段文字，道：“苦水道兄以小诗
两首代柬招饮，依韵奉和。廿七年一月
廿六日。”苦水即顾随先生的笔名。顾
随先生当时“代柬招饮”的两首小诗，随
着岁月的流逝已经寻觅不到了，但是他
敬侍师长的美德懿范，今日仍然值得人
们借鉴仿效。

事实上，周作人先生也是真的喜好
吃猪头肉的，后来他也专门写过关于吃
猪头肉的短文，道：“小时候在摊上用几
个钱买猪头肉，白切薄片，放在干荷叶
上，微微洒点盐，空口吃也好，夹在烧饼
里最是相宜，胜过北方的酱肘子。”（《知
堂谈吃》）顾随先生家里炖的猪头肉果然
好吃，十三年之后，周作人先生还写有回
忆文章，动情地说道：“我吃过一回最好
的猪头肉，却是在一个朋友家里。他是
山东清河县人氏，善于做词，大学毕业后
在各校教书，有一年他依照乡风，在新年
制办馒头猪头肉请客，山东馒头之佳是
没有问题的，猪头肉有红白两种做法，甘
美无可比喻。主人以小诗两首代柬招
饮，当时曾依韵和作打油，还记得其一的
下两句云：早起喝茶看报了，出门赶去吃
猪头。”（《知堂谈吃》）喜好美食，其本身
就是一种对待生活的积极态度。果腹之
后又能够将品尝美味的过程形诸文字，
述之他人，则又不仅仅是热爱生活，应该
是在创造生活，或者说是在创造美好生
活的境界。在工作负荷超载与生活劳累
劳碌之际，能够忙中偷闲，亲手操刀，下

周日早上起床穿好衣服，你跟我说，
“妈妈，我饿了，你去帮我做饭，我来帮你
叠被子叠睡衣”。哇，说了这么完整的一
句话，任务安排得如此妥帖，还体贴又暖
心！我又惊又喜，开心极了，忍不住对你
强势夸赞，你喜上眉梢，每次被大大地鼓
舞后，如同赋能一颗新星般闪耀放光
芒。你摆手说，“妈妈你去忙吧，我自己
一个人在这”，然后把我粉色的小熊睡衣
铺开，对折叠得整整齐齐，用手铺得平平
整整。

一大早起来就被懂事的你感动到
了。以前我在家，只要离开半步，你都会
拉住我不让走，有时洗手间都上不了，一
口水也不能喝，到了饭点说饿了也不让
我做饭，转身又说不饿了，宁愿饿着也要
拴住我。现在不仅会按时起床，还喔喔
喔地叫醒我，抱着我的脖子把我拉起来；
知道饿了，到点就要吃饭；为了让我早点
做饭，替我解决了“后顾之忧”，自己包揽
了家务。

周五下课我接你，你们班连顺之小
朋友看到你吃东西，跑过来站你面前说
让我闻闻，天真可爱，逗死我了。我赶紧
搜索了一下衣兜，发现没了，就说咱们去
妈妈车上给他拿吧。随便这么一说，你
还真往心里去了。当连顺之和妈妈告别
时，你跟我说“妈妈，咱们带连顺之去你
车上拿好吃的吧”，看你头一次这么主动
跟小朋友交往，还舍得把好吃的与小朋
友分享，我追上并叫住了连顺之和妈
妈。你带着你的小伙伴一路小跑去车里
拿了好吃的，两个人挺开心和谐。

近期，你惹怒我时，我经常教育你：
“别那么倔强，别跟自己较劲，学会退让
妥协，脑子拐个弯儿！否则要吃大亏的，
惹大人生气，自己哭半天最后还什么也
得不到，自己的要求得不到满足。想做
什么想干什么，明确了目标，想办法去解
决才是最重要的”。也许是这次“鸡飞狗
跳”的经历和语言引导灌输发挥了作用。

你三岁半了，小班这一年，我希望你
平日养成好习惯，自己动手吃饭、加强身
体锻炼，愉快轻松地度过。

下午回家时，我跟你提前约定好，
“你累了妈妈抱一会儿，妈妈累了你就自
己走，妈妈会爱护你，你也要体贴妈
妈”。你走了一会告诉我，“妈妈，我累
了，你能抱我一会吗？”，我知道你其实并
不累，但鉴于你这么有礼貌，我象征性地
抱了几步说我累了把你放下，你很自觉
就下来了，没耍赖，遵守承诺，说到也做
到了，整个过程很愉快。

我欣慰的是，你听进去了我的碎碎
念，不再那么倔强，不再像之前那样只认
准自己的不做半点妥协让步。你变得灵
活了，遇事会拐弯儿了，在满足自己的同
时能考虑到别人的感受，尊重别人的建
议，相互妥协后大家都愉悦舒服。那天
晚上我正在家看手机视频做操，你抢我
的手机要看拔萝卜，我说“不行，我在运
动，你想看也只能等我结束了，不能这么
随心所欲”。你捉急迫切地想看，就对我
说，“妈妈，咱们可以看着拔萝卜跳舞”。
哈哈！你会拐弯了！达到了自己的目标
并让我无法反驳，一举两得的好办法！
我明白拔萝卜的节奏并不适合跳舞，但
看着你狡黠的坏笑，我认了。

刚来海南时，尚且不怎么喜欢喝饮
品。我家乡中原，人们约着在饮品店坐
着闲聊的场面，现实生活中并不多见，中
原人以苦为美，以苦为乐，热爱辛苦、劳
苦等跟“苦”相关的词，休闲一词，就显得
不那么正经其事。海南的饮品店却是极
多，诸如“水吧”“茶吧”“coco”之类，几乎
每穿过一条街道就可见到一家。甚至仅
一个生活广场“王府井”，便可有两三
家！刚刚来到这里的我，就如同乡下人
进城一般惊奇，毕竟这种情况在中原可
是基本上没有的。

海南土生土长的饮品，最为典型的
便是老盐柠檬水了。

这玩意儿，奇怪得紧。我第一次喝
老盐柠檬水，差点没吐出来——又咸又
苦，到嘴里后，简直就是盐水加苦胆，甚
至犹有过之——因为它还带酸味儿！唯
一可以安慰口腔的，是仅存的那么一点
点后味的“甜”。实在是想不通有什么好
喝之处，真是令人费解。此后很长一段
时间，只要我看到“老盐柠檬水”这几个
字，便是躲得远远的，好似那些字上有什
么可怕的东西似的。饮品，我还是更喜
欢海南清补凉。红豆、薏米、通心粉、西
米等等夹杂在一块儿，再浇上椰奶，不知
比这老盐柠檬水好喝多少倍！

时光过得快，我在海南不知觉都待
了两年了。一次和朋友一起去吃饭，在
路上时，朋友问我要不要买杯水。我想
了想，这一路走来也确实是有点渴了，再
加上海南阳光晒得慌，大汗淋漓的，便同
意了。到了吧台，朋友点了一份老盐柠
檬水。轮到我点时，我看了看菜单，觉得
没什么可喝的，但又不想只喝矿泉水，又
想到刚刚朋友点了一杯老盐柠檬水，便
也要了同样的。为什么都喜欢喝这个？
难道老盐柠檬水真的有那么好喝？

不一会儿，柠檬水便做好了。我接
过来认真喝了一口，竟然发现没我印象
中那般难喝，甚至喝着还有点上瘾。酸
甜酸甜的，其中还带有一点海盐的味道，
使其多了那么一丝椰风海韵。咽下去
后，冰凉的水似乎浇灭了这一路走来所
产生的心火，沁人心脾，竟然有了好感。

一个当地朋友曾也教过我做老盐柠
檬水。取一个青柠檬、两个青桔、适量的
盐和糖。先将柠檬切片，青桔去蒂，再加
入一份盐与四份糖。将青桔挤汁放入杯
中，再放入盐和糖，最后再加入柠檬就完
事儿了。整个过程不到两分钟，但要想口
感好，盐与糖的比例必须要对头。这个比
例是他调了很久才搞出来的。之后我也

明斋百味书斋

淋漓兴会侍师长

厨做一桌很有家乡风味的佳肴，盛情邀
约三五位志同道合的友人，依据年齿，按
序入座，大快朵颐，一饱口福，围炉夜话，
舒展身心；窗外寒风凛冽，雪落纷纷，室
内温暖如春，心热似火，淋漓兴会，妙语
泉涌，如此，则可谓享受到了生活的大自
在，得到了人生的佳趣了。

读《迦陵诗词稿》可知，一九四七年
二月二日，即夏历丁亥年正月十二日，是
顾随先生“五旬晋一寿辰”，其夫人“又值
四旬晋九之岁”，“喜逢双寿，并在百
龄”。当天，叶嘉莹率同门弟子若干人

“跻堂晋拜，侑爵称觞”“或抒情抱，或贡
词华”（《顾羡季先生五旬晋一寿辰祝寿
筹备会通启》）。吉日良辰，欢乐祥和，举
杯祝寿，诗词酬唱，妙句偶得，喝彩遏云，
这该是多么盛大而喜庆的场景，想一想
都会令人神往无限的。

郭妮市井烟火

你会拐弯了

肖若洋写食主义

老盐柠檬水

尝试着做过几次，不好意思腆着脸去问那
个朋友比例问题，人家的知识产权嘛，怎
好意思随便取来？结果直到我喝了十几
杯水才把这个比例找好。现在想来，也可
能第一次喝老盐柠檬水时，便是那家店没
有调兑好比例才那么难喝的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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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雪，打眼看到并记住了一些句
子：“思念是一场雪，而你是每一片雪花”，
此乃美好；“此冬无雪，此情无解“，此乃寂
寥；“大雪纷飞日，袖手旁观时“，嗯，这句我
要有异议，因为大雪纷飞日，须得自铲门前
雪，有时还会铲得腰酸臂疼。

昨夜不知什么时候下的雪，还好是
不用铲的那种，只在早晨留有地面和屋
顶上浅浅一层白。前几日看报道就说，
到眼下为止，这还是芝加哥十八年来最
为干燥的一个十二月，开头的十二天只
有0.16英寸的降水量。

说起来，今年是完全错过了芝加哥
绚丽的秋天，回到家时就已枝秃叶落。
这会儿呢，望到露台上几个浅浅覆盖白
雪的盆里，干枯的花草有着定格的姿态，
那迷迭香和九层塔尤其枝条横逸……春
末夏初种下它们之时，便颇有栽一盆英
国民谣之感，同时，也心怀巧妇有米之炊
之壮志：烹一锅九层塔海鲜意大利面，烤
一盆迷迭香核桃鸡……

冬天里从树木花草皆葱郁繁茂的海
南空降北国芝加哥，需要鼓起一些斗志，
逼着自己寒风凛冽也要多出去走走。周
六那天冷风刺骨，零下五度，还是拔腿去
镇上逛逛。沿着穿过镇中心的小河一路
走，除了一两个身材矫健、全副武装的跑
步者，几乎没有其他行人。铅灰的天色
映得一派清冷，放眼树木枝头光秃秃的，
耳边回响自己的靴子踏过廊桥木板的噔
噔声响，格外铿锵又空洞，就连青翠的松
柏都显得更为坚硬。只是，待沿石梯下
到河的堤岸，听那汩汩流水声，却还带着
一份轻柔，难怪总要说柔情似水啊。

那日逛到体内有几分饥寒交迫，才到
主街上那家“隐喻”餐馆吃午饭。这是芝加
哥城里的资深厨师回到他生长的这一带地
区开的餐馆，他既是店主也是主厨，提倡
的是“农场到餐桌”，就地取材，顺应时
节。我一时想不出冬季的大芝加哥地区
会有什么天时地利的新鲜物，看来看去点
了一份梭子鱼，菜单上的菜品名为“合适
的角度”。店主声称是放长线钓上来的野
生梭子鱼，外脆里嫩，带着黄油的喷香，被
那一些玲珑的小萝卜小菜花小马铃薯簇拥
着，还真是色香味俱全的一道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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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慢悠悠地吃着一个人的午餐。在
这家名为“隐喻”的餐馆里吃饭，点一份
名为”合适的角度”的菜，真要吃出些人
生哲学来才行。去年秋天这家店刚开张
的时候，看到芝加哥论坛报上对店主和
主厨的采访报道，他这样说：“我喜欢好
的隐喻。作家通过文字讲述自己的故
事，而我的故事在食物中。”

唯有爱和美食不可辜负，我又想到
这句斩钉截铁的话。爱须有天意，而美
食却完全可以自力更生——这样想着，
我又美滋滋拿出这次回国两位同窗好友
赠予的江南笋干，决定晚餐来一个五花
肉焖笋。或好好谈一次恋爱，或好好吃
一顿饭，都算是人生佳境吧？

露台上兀自繁茂了一季也没被我入
菜的九层塔，风干了，眼下我则盘算着要
在笋干焖肉里放几颗八角，别有一番滋
味。且要文火慢慢地焖，就像让它在老
时光里悠然浸润，火候到了自是口感醇
绵。好吧，这不是隐喻，是秘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