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民网：www.xinmin.cn 24小时读者热线：962555 读者来信：dzlx@xmwb.com.cn

12
2022年6月20日 星期一 本版编辑∶王瑜明 编辑邮箱：wyming@xmwb.com.cn

时 尚

七夕会

老爹不会说话时间很长
了。这导致失语的中风，是与
新冠病毒一起袭来的。由于病
房关闭，我们不得不冒着被感
染的风险，每天送老人去一家
大医院急诊。有一个上午，急
诊部突发疫情，医生中断治
疗，嘱我们赶快离开，我们又
辗转去了另一家医院。老爹昏
昏沉沉，听由我们拉着到处求
医，前后共挂了21个急诊，终
于从死亡线上把他抢了回来。
想想命运对一个人的剥

夺，真是很冷酷。老爹
原是个健谈、幽默的
人，尤其喜欢唱歌。自
从中风失去讲话功能
后，他变得郁郁寡欢，
整天枯坐在沙发上，要么失神
空望，要么闭眼瞌睡；原先健
硕的身体，顿时失却了活力。
在我眼里，他最明显的变化，
就是看这世界的眼神，一下子
变得灰暗了。

这样
的突变，
一家人怎
能接受？
许多熟人
朋友也无法相信。老爹的徒弟，
就是其中一个。
中国人崇尚“一日为师终身

为父”。老爹退休前是一位刑事
侦查员，徒弟年轻时就跟着他，
两人同事几十年，共与歹徒较
量，几度出生入死，说是刎颈之
交也不为过。这么多年来，老爹

只派我给别人带过一次
礼品，那礼品就是专门
带给这位徒弟的。他们
师徒俩在单位非常活
跃，一个喜欢唱歌，一

个喜欢唱戏。老爹退休后，徒弟
常来电话，有时两人像女人那样
煲电话粥，一煲就是半天。疫情
暴发后，两人电话联系更多。可
有一天，徒弟突然发现师父无法
再与他对话，听筒里只剩下一个

老人“啊
啊”的唤
声，一时
惊 得 不
知所措。

我们拿过电话作了解释，他才知
情，再说话时，电话另一头已哽咽
无语……
看不见的病毒，挡住了多少

亲友来往的脚步。那一日，徒弟
说好来看老爹。老爹一早起来就
坐立不安。我们说，您安心等着，
门口有摄像头，客人到了我们叫
您。“徒弟”这个词，听着给人年轻
的感觉，实际上老爹的这位徒弟，
退休多年，也早已成了一位老
人。他从宝山吴淞那里出发，换
乘几部公交，横穿整个上海，好半
天才寻到我家。他进门时叫出第
一声“师父”，我就发觉，老爹那双
眼睛蓦地亮了。
这徒弟真是虔诚，见了老爹

就说：“师父，我一路想好了，今天
见了您，我要做一件您喜欢的事

情。当年您喜欢唱歌，喜欢听我
唱戏，我今天来，就要给您唱一折
沪剧。”
说着，他在老爹跟前跪下，抑

扬顿挫，放声唱起沪剧《逃犯》里
的名曲《为你打开一扇窗》——
为你打开一扇窗，
请你看一看，
请你望一望，
那被人遗忘的角落里，
忏悔的泪水盈满眶……
老爹拉着徒弟的手，手指轻

轻打着拍子，目光无比温柔。徒
弟唱出第一句，他眼里就迸出了
泪花。我在一旁屏息倾听，看着
这一上一下两颗白头，不觉间泪
水盈眶。谁能想到，这两人竟是
当年英勇无畏的刑警……
“高歌一曲掩明镜，昨日少年

今白头。”徒弟的歌声，似引领老
爹穿越世纪、穿越空城，追寻到了
遥远的青壮年时光。握着徒弟的
手，沉浸在乡音中，老爹的目光从
没有今天这么明亮……

彭瑞高

一曲长歌对白头 打开冰箱，看到孤零零的一块光明牌中冰砖。我
想起那还是在去年桃子上市时，看到朋友晒出冰砖拌
蜜桃的照片后，买了几块如法炮制，这是仅剩的一
块。这也让我想起小时候，爸妈带着我去淮海路上的
“老大昌”，专程就为了他家的冰激凌圣代和冰激凌沙
士而去。圣代用矮脚杯装，里面放一个
冰激凌球，上面浇些果酱和果仁；沙士
用高脚杯，倒上冒着气泡的汽水或苏打
水，加一只冰激凌球在“水面”上漂浮。
父母总是各买一杯，他们是浅尝辄止，
我是尽情享用。现在想来这混合的滋味
别提有多美妙了。

我打开冰箱显然不是为了冰砖，我
在盘点一日三餐的食材。人间四月，眼
见得存货越来越少，我这个厨师有种捉
襟见肘的心慌，冰箱里有一只鸡，还有
春节吃剩下的两小袋虾仁和一袋三文
鱼。按我以往的习惯，一次烧一种，维
持个几天没问题。

忽然间，脑海里跳出了住老弄堂时的邻居大师
傅。老夫妻二人都是宁波人，是一碗浅浅的菜也要端
进端出好几天的人，有天说晚饭要吃鲜得眉毛也要落
下来的河鲜面疙瘩。大师傅随口一句，我听进了，还没
到饭点就去闻鲜。果然，一只砂锅端上
桌，师母倒上一碟米醋，又给老伴斟上半
杯土烧，两副碗筷摆定，这才揭开锅盖，
顿时一片金黄外加一股鲜香弥漫开来。

大师傅搛起切成一半的六月黄喝着
土烧，仔细得连瘦弱的小腿肉都吸得干干净净。我那
时年少，不知天高地厚地问，只有两只蟹吗？河鲜
呢？大师傅笑说，你以为金黄色是蟹膏虾油熬出来
的？这是南瓜的颜色，混合在一起烧，滋味全部烧在
一起了。饭店里报菜名都是挑大了说，蟹粉豆腐，究
竟是以豆腐还是蟹粉为主？还有炒鳝糊，如果前面不
加个清炒，那肯定是配料和鳝丝一半对一半……

大师傅那句“混合”给了我灵感，我完全可以把
过去一顿或者一次做完的食材节约着用，混合的效果
是把有限的食物做出无限的滋味来。就比如清炒虾
仁，过去一袋只够吃一餐，现在我会匀出一点，来个
虾仁炒蛋，或是虾仁豆腐，再不然蛋炒饭时加进方腿
玉米胡萝卜和几只虾仁提鲜；而那只冻得邦邦硬的鸡
也有了规划：可以一分为四，除了炖鸡汤，可以和香
菇、木耳、火腿蒸了吃，可以做咖喱鸡，也可以吃重
口味的烤鸡，货真价实，这才叫鲜得眉毛落下来。

封控期间，发得最多的是土豆、洋葱、卷心菜、
胡萝卜和莴笋。我喜爱土豆是在少年时，爸爸把煮熟
的土豆压成泥，然后包上肉糜，再裹上蛋液和面包粉
放油里炸。有几个小孩子能抵挡这种美味？如今，我
也做改良的土豆饼，把土豆泥和肉糜混合在一起煎，
浇上番茄沙司或辣酱油，中西混合，那个色香味可以
跳一曲探戈了。土豆可以和许多菜肴无缝衔接：咖喱
鸡中加上土豆洋葱胡萝卜，一锅吃个几顿，还能拌出
美味的咖喱饭。罗宋汤里少不了土豆洋葱和番茄卷心
菜，没有牛肉，不必矫情，保供的方腿切成丝放进汤
里，有肉有蔬菜混合，营养和滋味双全。

上海人素来有螺蛳壳里做道场的特长，两个多月
的居家让许多人在一日三餐上又重拾起这个优势。我
总以为，精打细算地做菜，做的是一种温度，唯美食
不可负也，何须刻意。

那天下午，我拿出那块冰砖，在杯子里倒进一瓶
可乐混合起来，心情也随着升腾的气泡而欢欣。时光
轮回，这一次我让老母亲尽情享用。

我问她味道好吗？她矜持地点了点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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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悚，字慕琴，金山枫泾人，
著名漫画家，也擅长灯谜。他曾加
入沪上谜社“大中虎社”，创作有
画谜、文字谜。

1916年至 1917年间，小说
家、谜家陈蝶仙在《申报》上
连续主持十多次画谜征射，这
些谜作的绘图者即是丁悚。他
还为老友、大中虎社发起人吴
莲洲主办的灯谜杂志《文虎》
设计创作封面。就在1931年的
《文虎》中，海上谜家曹叔衡连载
《续海上文虎沿革史》，言及丁悚、
张光宇等人制作的画谜：“每逢悬
征，闻风而来者，户为之满，并有
画家丁慕琴、张光宇、吴天翁辈，
各出心裁，间以画谜为之点缀，更
觉别饶兴趣。”他回忆了多条谜
作，比如：画南极仙翁手捧元宝，

射字“铸”，谜底中
“钅（金）”指金元宝，
“寿”指老寿星；画
一时钟，指针在一点
一刻，射四书句“子

过矣”，解释为“凌晨一点子时已
过了”；画一女子头上插满珍珠翡
翠，射四书人物“戴盈之”，解释
为“戴满了（珠翠）”；画两只燕子盘
旋梁间，射字“來”，“來”中的两

个“人”像一双燕子，“木”指房
梁，等等。曹叔衡称画谜前后不下
七八十条，“皆由莲洲造意，光
宇、慕琴手绘，间着彩色，惟妙惟
肖，是以射者极为欢迎。”不过，
上述灯谜究竟哪几条是丁悚绘制
的？已无从考证。
另外，吴莲洲1928年2月在

《申报》刊有《西新桥畔闹灯虎》
一文，介绍他们上元节期间在西新
桥畔的大中楼菜馆，撰制灯谜让人
猜射的情形：“因约陈觉是、江红
蕉、黄转陶、丁慕琴、吴天翁诸老
友，互撰文虎，共一百八十余条，

浅近者有之，玄奥者有之。遂于元
宵日起，落灯日止，每夜六时至九
时，分悬楼前，射中以该菜馆食品
券奉酬。”其中披露了丁悚雅撰的
几条文字灯谜，如：“帝前策试果良

才”（打坤伶名一）“金殿英”，
“策试”是指古代皇帝对臣下或
举子的面试，谜底解释为“金殿
前测试英才”；“廿九日行”（打
字一）“趙”，把“趙”拆成“小、

月、走”，农历30天是大月，29天是
小月，故以“廿九日”扣“小月”，“行”
扣“走”；“帽、鞋”（打字一）“寫”，谜
底上面的“宀”扣“帽”，下面“舄”是
鞋的通称。
现在大家都知道漫画家丁聪，

却对其父的大名略感茫然。近百年
前，丁悚在美术、戏剧、电影、摄
影乃至文学创作等众多领域里都卓
有建树，有人称他是“被遗忘的跨
界文艺大咖”。多才多艺的他甚至
还是灯谜好手，恐怕已鲜为人知
了。今特撰此文，权作丁悚艺事的
一点补遗。

刘茂业

丁悚撰制春灯谜

1973年，某品牌发售了全球第
一款双肩包。从那以后，双肩包以其
大容量的实用性与解放双手的便利性
以及受力均匀的舒适性，受到青睐。

起初，双肩包是户外运动爱好者
和理工男的专属，也是旅游党的标
配。商家为了突破销量，不断地对双
肩包进行改版。双肩包
渐渐摆脱了以往的定
位，成为万千男女老少
的新宠。谁还没有一个
双肩包？青山绿水间少
不了，都市生活中也少不了。夏天，
随身要带手机，手里还要拿饮料、遮
阳伞，甚至还要手持迷你小风扇，双
肩包更是少不了。

双肩包气质多变，能在N种风格
之间随意切换。除了背在肩上，还可
以手提、侧背，挽在胳膊上，不同的
背法又是不同的感觉。许多女式双肩
包加入了配色、图案、亮片、流苏、
链条、铆钉，一个比一个惹人爱。一
个人即使穿着一身沉闷的暗夜黑衣
服，但是身上有一个亮色的双肩包，
画风就迥然不同了。

双肩包的另一
个优点是百搭，无

论T恤、卫衣、
长裙、开衫、马
甲、西装，通勤和日常出街，一个双肩
包就能搞定整身搭配，或帅气，或小清
新，或活泼，且功能性十足，不喜欢都
不行。对了，有没有觉得，双肩包和书
包外形相似，是当之无愧的减龄神器，

最适合装嫩扮可爱。
三年前，我买了人生

中第一个双肩包，真皮、
黑色，中等大小，包上只
有暗暗的不规整的方格和

自然的皮纹，此外再无任何装饰。这个
双肩包，我还没觉得和什么衣服不能
配。偶尔出席正式场合，我就临时换成
一个斜挎包或手提包，要不了一天，就
又换回了双肩包。
这个唯一的双肩包，我风雨无阻地

背了两年，外侧拉链处的皮盖边上已经
磨出了一条粗粗的白线，仔细一看是掉
皮了，但只要双肩包没有破旧到不能示
人，我会一直背下去。
有网友说：“包包选得好，永远不显

老，实用不怕累，还得双肩包。”我深以为
然。双肩包的好，我无需再言。听多少
理论都不如来一次亲身实践，是炒作还
是事实，你背一个双肩包自己验证吧。

刘 云

双肩包

在现代人的观念中，
子女结婚后最好与父母分
开居住，保持“一碗汤”的
距离，这样既便于小敬老，
且等小夫妻俩有了
孩子，父母也可随
时搭把手，双方的
幸福指数更高。
但是，再好的

设想也有漏洞。不
久前，有位背景相
仿的文友，在父母
不得已缺席两个
月，自己当上“煮
妇”遇到难处后，就
只能在朋友圈讨
教：“家里的一把菜
刀越来越钝，有啥
办法磨一下？”大家
献计献策，而我也由此想
起了许多往事。
以前车马慢，以前匠

人多，木匠、竹匠、剃头
匠、裁缝等等，他们的吃
饭家什里少不了各式各样
的刀具，且本人也都为磨
刀高手。木匠能够“唰
唰”地刨出一朵朵好看的
刨花，竹匠可以把竹子劈
成薄柔的篾片，随心所欲
地编出各种竹器，没有锋
利的刀具简直就是痴人梦
话。剃头匠更加小心翼

翼，除了剃刀不容含糊，
尤其注重刮胡子刀的光洁
锋利，几乎每次操刀前，
总会一手拉紧身旁挂着的

那条厚实的长布
条，一手握着刀把，
将刀口顺着布条上
下正反地摩擦、摩
擦——不能让刀口
发毛划破顾客的面
额、下巴。
磨刀匠也是其

中的重要群体，以
前的上海弄堂街巷
里，常常会响起他
们的南腔北调：“磨
剪子 ，戗菜刀
——”“削刀，磨剪
刀——”
而我真正认识到磨刀

的重要性，是在下乡务农
期间。那年秋收，我和社
员们一起下田割稻，有天
因为疏忽忘了磨刀，结果
不到刻把钟，就被大家拉
开了一长段距离。队长发
觉情况异常，就回到我面
前，拿过我的镰刀一看就
沉下了脸：“你今天没磨过
刀吧！”见我不吭声，她更
是发起火来：“磨刀不误砍
柴工，你倒好，读书读昏
了头，连这点道理也不

懂！”我自觉理亏，赶紧认
错，队长见状，心肠也就
软了下来：“唉，看你斯斯
文文的样子，干这活儿也
不容易。这样吧，你先用
我的镰刀，你的那
把，我拿到田横头
找块石头皮一皮！”
“皮一皮”是当

地的土话，泛指用
一撇一捺的手势，把刀具
贴在石头、砖瓦乃至碗底等
物件上反复摩擦几下，使其
锋利，其手法与剃头师傅处
理刮胡子刀相仿，不同处
在于一个只为临时应急，
另一个只求精益求精。

不过多年后，等我考
上大学，专修汉语时，才发

觉这个“皮”实为“鐾”。
但我还是觉得，这个词规
范后，反倒没了鲜活的乡
土气息和活力——这就像
随着时代的发展，许多工

具越来越机械化，
人是省心省力了，
但那份磨刀操刀时
游刃有余的掌控感
也就消失了。也因

此，如今老字号的商家餐
馆里，那些掌控要局的“老
法师”大多还是喜欢运刀
操作，风生水起，而烟火人
家的厨房里，除了锅盆碗
勺，也必然还有一把大号
的菜刀为镇宅之宝。

我家里就有这样一把
菜刀。这把菜刀何年何处

买的我都忘了，但它的成
色和功效依然上乘。今年
春节前，我还特地带着它
去附近一条便民服务街，
请一位磨刀师傅收掇一
下，那位老师傅又是戗又
是磨，还将那个裂了口子
的木头把柄“拆旧换新”，
最后交给我时，还不忘夸
奖一番：“这把菜刀是真
正的碳钢货，呱呱叫哩，
只要你不嫌弃，再用个一
二十年也笃笃定定！”

当然，这位老师傅的
话里还藏着一句话：“你只
要过段时间拿到我这里戗
一戗，磨一磨。”这让他显
得有点狡黠，不过，我还
是很欣赏他，江湖之道，
有的开宗明义，有的就是
点到为止，如此尔尔。

赵
荣
发

磨
剪
子

戗
菜
刀

知 足 之
人，多不会
愁苦。
理性者，

多 充 满 智
慧。拥有智慧者，不常夸囗，而常夸口者，多不智
慧。
无论如何，知足且智慧者，必有一颗感恩之心。

俞娜华

知足·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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