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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
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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滋
味

甘
建
华

    春笋上市的时候，沪上许多人家的窗户里，飘出
“腌笃鲜”的味道。这鲜香主要来源于沸汤里的咸肉，还
有腌肉时花椒白酒锦上添花的心意，晾晒时冬去春来
流彩时节的熏染，更有街头巷尾寻常百姓过日子的浓
浓烟火味。除了“腌笃鲜”，还有一种可做主食的菜饭，
即本地人所说的“咸酸饭”，也经常放入咸肉的。饭熟肉
酥，揭开锅盖，扑面的香味能把人熏倒！
不过，随着“菜篮子”的内容越来越丰富，在较多的

场合，咸肉还是慢慢淡出了人们的视线。譬如上馆子请
客，都市的酒家里，像从前那样，五花咸肉切片叠放的
冷盘，大约是难以找到了。尽管如?，物以稀为贵，要是
偶然在席间遇到咸肉，你难免还会食指大动，啧啧称好
的。前不久，笔者与友人到市郊的一处农
庄做客，主人家精心准备的饭桌上，出现
方正油亮、红白相间的刀切自制咸肉，食
者齐声叫好，转眼间盘底朝天。客人意犹
未尽，细心的主人特意给每位准备了一
份，带回家慢慢品尝。
习惯上，人们把咸肉归入腊味大类。

中国人的吃，举世闻名，光是腊味品种，
便是林林总总眼花缭乱。咸肉与腊肉的
异同在于，二者都需用盐腌制，尔后，咸
肉晾晒几天即成，瘦肉呈鲜红色，肥膘色
白或淡黄，咸香美味，所含水分较之腊肉
稍多；腊肉则还须烘烤或暴晒，直到瘦肉
深红或淡黄，肥肉干透或透明，其味甘
香，风味别致，更宜贮存。?二者可谓你中有我，我中有
你。关于腊肉的文字记载，据说周代起就有，而知晓者
较多的，是孔夫子收徒，报酬为“束脩（腊肉）”3条。我
们的祖先制作腊肉的原因，是为了防止肉类腐败变质，
以适宜储藏及旅行、行军携带等。咸肉的身价不及腊肉
“尊显”，然其制作简便，鲜香美味，故同样受宠于蓬门，
进得了朱门，与国人的舌尖结下不解的缘分！

笔者的老母，大字不识几个，腌肉却与包粽子，做
汤团一样拿手，只要身体还能活动，便乐?不疲。每至
腊月，老人家把家里的大缸小缸找齐，买来上好的猪
肉，揉上炒好的花椒盐，淋上白酒，用石块在缸里压上
四五天，中间翻缸一次，腌后用细绳一一串起，挂在晾
衣架上晾晒。至咸肉表面干燥，香味溢出，正赶上春笋
上市，招呼儿女携家带小而来，未进门便闻到了腌笃鲜
浓浓的香味。热热闹闹吃饱喝足，小辈们回家时手里拎
着沉甸甸的马甲袋，自?冰箱里的咸肉可以“细水长
流”上好几个月。母亲过了耄耋之年，儿女们以各种理
由，试图取消年年腌咸肉的“老皇历”，但别看母亲脾性
温和，想做的事谁都拦不住。直到父亲 6年前故世，母
亲因病生活不能自理，方才罢手。眼巴巴盯着孩子们将
腌肉缸处理掉，母亲满脸的失落令人心疼。
咸肉的话题，又令我想起了十来年前的一次长兴

之行。那是与几位好友自驾游，到长兴的第二天，笔者
早起，想买些土产带走。逛了老长一段街，两手空空，便
原路踅回，进了一家大型菜市场。菜市里鸡鸭鱼肉应有
尽有，活的不便携带，生鲜天热易坏，辗转无措间来到
了咸肉摊位前，心中一喜：咸肉虽说上海也有，但也许
这里的更好呢，况且结实好带又不易坏，弄些回去大家
尝尝！那次长兴之行的其余情节，早已记忆模糊，唯一能
回味的，就是那几刀红白相间，醇香四溢的上好咸肉！
那次同行的朋友张兄，数年后聊天，竟还曾想起那

刀遥远的咸肉。张兄常到熟悉的一爿饭店用餐。店家小
巧玲珑，因小菜可口，食客爆满。近几年来，张兄常常找
个由头，约我去小饭店坐坐，然后都会给老板娘去个电
话：留桌，准备一碟刀切咸肉。那小店的蒸咸肉，肥瘦相
间，老嫩适中，方正油亮，一口下去，那味道打耳光都不
肯放！品尝咸肉，逐渐变成了我与张兄小聚的代名词，
哪天张兄想起来了，手机那
头开口就是“有辰光没碰头
了，老板娘咸肉蒸好了！”
哦，这咸肉的味道绵长，

难忘，与生活中许多微小、暖
心的细节一样，沉淀在人生
?月的长河里。

如愿以偿
童自荣

    今年 4月 10日，我在
晚报上披露信息的这场名
为“向往崇高”音乐朗诵
会，终于 5月 23日如期举
行。我本担心朗诵会可能
会陷于平庸，结果却超出
我的预判；我年近八十，事
先颇感有点“不自量力”，
结果———看那台上台下皆
大欢喜，真令人欣慰。这
亦可算是为我们党即将
到来的 100 ?生日，敬
献了一份生日礼物———
即使只是一束小小的鲜
花，只是一场小小的沙龙
式的朗诵会。
?刻，我的心里充满

了温暖，快乐和感动。我个
人微不足道，没有大家鼎
力帮忙，无私援助，我什么
也做不成。
深深感谢亲爱

的观众朋友。我事
后才知道，那天上
演之前，外面竟下
起倾盆大雨。但哪
怕狂风暴雨，也不能浇灭
观众前来观赏的热情。有
的鞋里灌满了水，依然兴
致勃勃；有几位还是不远
万里从北京飞来。而我这
个从头至尾呆在台上的主
持，分明感受到观众朋友
的专注，他们始终在底下
认真地聆听、思索，气氛好
极了，也令台上演员极受
感染和鼓舞。听说未有一
个人中途退出会场的。

我也要感谢晚报对我
们朗诵会一如既往的那一
份热诚和扶持。20年前，
我第一次策办“向往崇高”
朗诵会一样，晚报就给予
了我们全方位的支持，真
是一份“飞入寻常百姓家”
的有温度的报纸。
我也忘不了，跟着我

不拿一分钱、卖力准备和
演出的各位演员，辛苦你
们了。我知道你们忙，有的
当夜还有演出，连庆功宴
也参加不了。动力何在呢？
我想归根结底，是“向往崇
高”的这一份情结，感召和

凝聚着大伙，让人
义无反顾地一起完
成一项神圣的使
命———为老百姓的
快乐而奔忙。
关于这些可爱可敬的

演员同志们，我忍不住还
想多说两句。

这回朗诵会，台上要
有一架钢琴，是演出的一
个特色。因是带即兴的伴
奏，我要求不高，尤不想
要麻烦那些艺术大家。我
在这方面几乎没有什么
朋友，到处寻觅托人，没
有下落，而朗诵会举办之
日却越来越迫近了。迫不

得已，我“倚老卖老”、毫
无把握地拨通了大师级
艺术家孔祥东的电话。出
乎我的意料，孔先生二话
不说，一口答应，且不提
任何附加条件。诸位可想
象我当时的感动。短短一
两天接触下来，方知孔祥
东是个极天真、甚至孩子
气的人。在连排和演出
过程中，完全听从调
遣。让他伴奏，实在是
大材小用，他却乐呵呵
地和演员磨合。到演出

当天，他还主动要求加演
他的一个节目，即他新近
奇思妙想形成的作品：自
己作词、自己演奏、自己
朗诵的《情爱》，给我们带
来了意外的惊喜和启示。
演出中途，很难堪地出了
一个事故，造成一档男声
小合唱节目夭折，怎么
办？临时填补一个什么节
目好？我们自然想到了孔
祥东，是否可由他再加演
一个单独的节目？他毫不
犹豫，当即决定为大家独
奏“黄河”片断。这首名曲
名奏，本就是观众们心里
有所期盼的，那激越热情
的琴声，更是让我们这些
知道内情的人听来震撼、
激动。真是好样儿的！
另一个想聊一聊的是

马晓辉。我在 20年前第一
次办“向往崇高”朗诵会时
就邀请她合作，那时她已
开始为人们所看好。我希
望她能演奏《二泉映月》，
她欣然同意。这回的朗诵
会，本没有安排二胡演奏，
但我想让观众高兴高兴，

就在演出的前两天，还是
千方百计弄到她的电话
（时间久了，本有的号码遍
找不着），半开玩笑地问
她：“小马，你还像从前那
样善良吗？”她迅即答道：
“当然了，童老师，我还是
那样啊！”我就知道事情成
了。也巧，朗诵会这天，她
整个白天都有空。商量下
来，为吻合朗诵会气氛，拉
一个《春江花月夜》。下午
演出，她上台还制造了一
个小插曲。也未打招呼，却
仿佛经过排练一般，她“擅
自”邀请坐在第一排的她
的恩师何占豪上台，两人
一起聊聊这个四川娃子当
初考上音的种种有趣事
情。她还不惜出出自己的

洋相，逗得观众哈哈大笑。
好极了，我正需要这样的
小插曲，以调节会场气氛，
实乃求之不得矣。她的表
演，又古典又时尚，颇受观
众好评。

朗诵会结束了，但这
档子事应当不会结束。有
人甚至建议：把“向往崇
高”做成一个品牌，老百姓
会认可和接受的。我想也
是。这四个字，光彩熠熠，
实在是富有魅力、感召力
的。它是一种伟大的精神。
这精神包含：善良、朴实、
无私、利他、奋进和牺牲等
等诸多内容。如果人人都
有一份对崇高的向往和追
求，那生活一定会更加美
好健康，不是吗？

七弦有韵颂屈子
张艳阳

    小时候每到端午节，母亲
会给我和弟弟点雄黄，那酒有
些刺鼻，画在额头上的淡黄
“王”字久久不逝，孩儿面孔顿
时虎虎生威。毒瘴初生的端阳
时节，国人以多种方式祈求平
安，除洒雄黄、挂菖蒲外，还有
浴兰薰芷、赛龙舟、吃粽子等习
俗，其中有的是纪念二千多年
前自沉汨罗的诗人屈原。传统
古琴中，我们亦有数首怀颂他
的曲子，比如与屈原名篇同名
的琴曲《离骚》。
《楚辞》是中国文学两大源

头之一，其中的屈原《离骚》，则
可谓《楚辞》之冠。这首两千多
字的长诗，文采斑斓，浪漫飞
扬，饱含对故土与理想的热爱，

充满对昏君
和奸佞的愤

懑：“长太息以掩泣兮，哀民生
之多艰……路漫漫其修远兮，
吾将上下而求索……”大诗人
的满腔热血，在七弦琴上化作
精彩的乐章。

今人所弹《离骚》，多为管
平湖先生据明《神奇秘谱》所打
谱，全曲共十八段，每段
前有小标题，分别为：
叙；灵均叙初；指天为
正；成言后悔；长叹掩
涕；灵修浩荡；回车延
伫；女须詈予；就舜陈词；埃风
上征；宓妃结言；犹豫狐疑；灵
氛就占；巫咸诀疑；琼佩众薆；
兰芷不芳；远游自疏；临睨故乡。

由标题可见，乐曲在思想
意境上和长诗一脉相承，它采
用有特色的紧二五弦，曲中多
次调性转换，经管平湖先生演

绎，形成古朴凝重而雄奇峻美
的旋律；其颇具难度的指法，犹
如危岩耸峙、险滩林立，我称其
为“手指在七弦上的体操”：时
而翻飞于高低杠间；时而跳跃
在平衡木上；时而像鞍马，需双
指轮换，每次都须一步到位、落

指精准；时而又如自由体操，需
平地起落，每一回都得内功强
劲、爽利干净。

更为重要的，是乐曲所表
达的情感，从沉郁到高昂，又归
于洒脱飘逸，线条十分鲜明，需
清晰流畅并一气呵成，更需演
奏者对长诗《离骚》及屈原有深

厚的了解。元代琴家耶律楚材
有诗赞道：“离骚泣鬼神，止息
振林木”，我想，令天地鬼神为
之感动哭泣的，是琴曲《离骚》，
更是忧国忧民的诗人屈原！

另一首琴曲《搔首问天》，
取材自屈原作品《天问》，长诗

连用一百七十多个问
题，对天地生成、历史
兴衰、仙神鬼怪等大胆
发问，充满思辨和独立
的精神，是遭受放逐的

屈原，向真理与命运作出的不
屈不挠的抗争。学习这首琴曲
时，老师告诉我?曲定弦为梅
庵派宗师王燕卿所创，虽然“慢
三弦”不是《搔首问天》独有，但
用在?曲中，着实有焕然一新、
卓尔不凡之感。每每以梅庵派
古琴特有的雄健绮丽、生动缠

绵风格
弹 奏 ，
如见屈子仰天长啸、愁肠百结，
却又问不须答、慷慨凛然！

除以上两首琴曲外，《屈原
问渡》《泽畔吟》等取材自屈原
《渔父》。中国文人对渔夫形象
喜爱有加，诗词书画常常描绘，
是隐逸高洁的象征，其创作源
头始于屈原《渔父》，诗中名句
“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
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
千百年来影响至深，通过古琴
抑扬顿挫的弹奏，屈原“飘然自
弃汨罗江，留得芳名万古扬”！

在粽香飘溢、兰舟竞发的
端午将至之时，我们缅怀忠贞高
尚、视死如归的英灵，致敬那些
为民族和正义而牺牲的先人们，
愿他们佑我中华，永远昌盛！

父爱在栀子花开时节
汪 洁

    这样一个弥漫着浅香的初夏气息的
早晨，踱步散心，无意间又经过那久开不
败、白花绿叶的栀子树。微风似有意拂
过，淡然的馨香溢鼻沁肺，心底微微浮起
远久的花树下那熟悉的身影……
那身影一袭长衫，文质彬彬，和善挺

拔；那身影望着枝上的花朵，捧着厚厚的
《花经》，也微笑着招呼我。那是我至爱的
父亲，他最
爱 广 读 群
书，习花研
木，与他的
感情就像这
栀子花，清丽，淡雅，纯美。
父亲最爱读书。民国年间，十几?的

他跟祖父母从乡下到大都市闯生活，只
要有些花费就全部用于买书。1949 年
后，更是加紧补习高中课程，直至考上大
学。家里的书橱书架堆满了他的财富。他
常会把他读书的体会与我交流，把好的
书籍推荐给我，替我摘录了许多好词好

句，作读书笔记二十余本，
可惜年久丢失许多。记得
读小学那一年栀子花开
时，父亲开始教我读唐诗
三百首，我知道，我最早的

读书动力就是来自于父亲的榜样。
除了书香，父亲也爱花香。一年四

季的书桌上，腊梅、海棠、栀子、石榴、桂
花，花开不断；文竹、龟背、芦荟、吊兰，
绿叶不败。他研究花的习性，精心培育，
使他读书之余更添情趣。花开时节，父
亲总会将开得最灿烂的花送给我，像栀
子花开时，采几朵放在我包里，当从包

里 取 出 那
栀子花，放
在 浅 浅 的
水中，闻到
浅 浅 的 花

香时，我知道，父亲对我的爱清如纯水，
淡如馨香。
多年前，照顾父亲起居的母亲患病

行动不便，父亲便时时推着轮椅中的母
亲，带着美好期许，去到他的花草世界，
与母亲讲书里的感动。父亲说：“老年难
得从容，接受现世的改变，淡然恬静，宠
辱不惊，只要花不败，叶不落。”
忆久了，走远了，朝栀子树方向望一

眼，身后，那淡淡的香，还是远远地飘来，
熟悉的身影，不去看，也知道他在。他朝
向母亲微笑着，一如我与他们的情感，如
栀子花般洁白。

字
如
其
人

潘
志
豪

    上周，著名滑稽表演艺术家童双春
先生逝世，享年 88?。记得去年曾看过
他的节目，他虽然因帕金森症行动不便，
但看上去却精神矍铄。不料仅过一年，他
就与观众天人永隔，真叫人不胜唏嘘。

滑稽大师姚慕双、周柏春曾戏称自
己是“一败涂地”（一排徒弟）。在“双字
辈”徒弟中，童双春曾被恩师赞为是“非
常敬业、非常认真、非常用功”的一位（见
《周柏春自叙》）。童双春外形俊朗，是滑
稽界的老牌美男子。对一个演员来说，美

貌是上苍的恩赐；但对一个滑稽演员来说，漂亮未必是
福。因为在滑稽戏中，容貌出众的演员大多演的都是正
面人物，而在滑稽戏中扮演正面人物的难度是非常高
的，往往“阿黄炒年糕———吃力不讨好”。然而，童双春
虽然是个“正面人物专业户”，从他一长串代表作《出色
的答案》《王老虎抢亲》《性命交关》《路灯下的宝贝》等
来看，都有不俗的表演，而且轻车熟路，渐入佳境，毫不
生硬，非常过瘾，这是极为难得的。

1999年，有人告诉我，共舞台推出一台六场大型
滑稽戏《老家福》，由“童双春艺术制作社”排演，台上都
是老牌滑稽名家———童双春、王双庆、李青、方艳华、陶
醉娟等，希望我对这出新戏予以支持。于是，我迅即带
了摄制人员对童双春进行采访。采访童双春真是一件
赏心乐事，你只要提个问题，他能张口就答，而且不会
离题，说得非常到位，还会插科打诨，让你忍俊不禁。
过了两天，我忽然收到童双春的来信。打开一看：

潘志豪先生：您好！承您对我制作的关心与支持，在?
谨向您致以深切的感谢、崇高的敬礼！并祝福您事业有
成，前程辉煌！ 今随信寄上《老家福》票子二张，请您
夫人等前往批评指教。恭请光临，不胜荣幸！ 祝 秋
安！ 愚：童双春敬启
99.10.11

?信极短，让我颇为
惊讶的是，文字写得极其
工整漂亮，一笔一画，毫不
苟且，就像童双春其人那
样。于是，我赶紧把它保存
在书橱中。
当时，我还打电话向

童双春表示谢意，顺便好
奇地问上一句：“童先生，
侬的字哪能介漂亮啦？”童
双春笑着说：“不瞒侬讲，
社会上总认为阿拉滑稽演
员没啥文化，我就是想改
变这种印象……”

我蓦然想起姚慕双、
周柏春称赞他的“三个非
常”，正是这“三个非常”造
就了童双春擅于表演，长
于创作，善于领导，是滑稽
界难得的全能人才。

郑辛遥

小心！ 假酒使你真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