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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

■诗风雅韵

■散文小栈

乐为庖厨
□甘肃华亭 刘杰 57岁

■人间词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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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对联
笋得澍雨千般乐

（荐联：山东宁津 马俊杰 66岁）
花沐甘霖百日红

（湖北孝感 熊祥和 68岁）
枫到清秋万树红

(新疆克拉玛依 黄孝忠 72岁)
花醉清风万里香

（江西都昌 李会贤 75岁）
船趁东风万里行

（湖南冷水江 吴志强 57岁）
未来一、二周征联
风雨辞春入初夏

（荐联：湖南益阳 丁积粮 54岁）
芒鞋竹杖，登攀泰岳看朝阳

（荐联：山东青州 张兰魁 80岁）

72

卜算子·莲
□湖南娄底 周建群 67岁

轻纱薄雾中，半亩池塘碧。曼舞
轻柔芙蓉艳，早有蜻蜓立。

微风熨皱波，阔叶珍珠溢。何惧
污泥掩芳华，玉洁冰清质。

菩萨蛮·杏林随笔
□河南西平 邵秀叶 53岁

丹阳蘸墨描芳树，蜂飞蝶舞怜香
顾，雀鸟戏胭脂。娇颜次第迷。

欣花长恨短，秀色人难挽。不觉
已离枝，明春再约期。

古人云“君子远庖厨”，我却正好
相反。

小时候，我们山里人家做饭、取暖
都用木柴，母亲做饭时，我就蹲在一边
往灶膛里放柴，天长日久，母亲做饭的
过程就被我刻在了脑海。可惜，母亲
一直不让我上手，所以我的厨艺很长
一段时间都是纸上谈兵。

高考落榜后，我回到老家，开始了
耕读生涯。闲暇之际，只要有书可读，
我都不会放过。一天，我偶然得到一
本《家常菜谱》，使我重新燃起了对做
菜的兴趣，很快掌握了不错的厨艺。

第一次在众人面前显示我的厨艺
是家里杀猪的时候。以前村子里杀
猪，都是把猪颈上的肉切成大块煮熟，
再加上洋芋粉条和萝卜片弄一锅烩
菜，用来招待帮忙的人。然而，这个地
方的肉肥多瘦少，煮熟之后又软又油
腻。我根据菜谱上所写，把肉肥瘦分
开，切成肉片和肉丝，分别配以洋芋片
和粉条炒熟上桌。吃惯了大锅烩菜的
乡邻，一致叫好。

第一次当“大师傅”是因为村里的

王老蔫家嫁女儿。我们这边的规矩，女
儿出嫁，娘家也是要办酒席的。王老蔫
家里困难，虽然第二天要送女儿走，却
依然冰锅冷灶，原因是请不起大师傅来
办酒席。刚满十八岁的我，正是不知天
高地厚的年龄，竟答应不收钱为王老蔫
执掌宴席。应承下来之后我就后悔了：
主人家除了一些猪肉之外，就只有洋芋
和酸菜，这种情况下要做出十桌酒席，
几乎等同于无米之炊，何况自己还不是
巧妇。事已至此，我再无退路，只好有
啥做啥，除了叫主人再买三斤白糖之
外，没提其它要求。当晚我几乎整夜未
眠，煮肉、切肉、团丸子，切洋芋疙瘩，炸
洋芋疙瘩……中午十二点开席，一桌六
菜一汤，村里人吃得也还过瘾。

自此，买菜谱、看菜谱成了我又一
样爱好，至今未曾改变。 虽然我做的
多是家常菜，没见过大场面，但煎炸烹
烩、焖煮蒸炒样样不差。咱的红烧肉、
大盘鸡、酸辣洋芋丝和节节炒面，还是
拿得出叫得响的，否则，岂不是真的浪
得虚名了？

凡人一枚，所以乐为庖厨。

同学聚会
□河南焦作 吴同枫 76岁

六十一年流水间，同窗相会忆从前。
风华正茂凌云志，文采飞扬揽月篇。
初嗅青梅味羞涩，再牵竹马步悠然。
欣逢盛世青松劲，自信人生二百年。

清墅印象
□浙江丽水 傅祖民 70岁

依山面水近蓬壶，山水双清入画图。
夹道东西花竞艳，临窗朝暮鸟争呼。
闲来对饮天边月，兴起遨游望里湖。
三五知交常聚首，几疑此处是仙都。

城市不算大，离家也不算太远，
可他的父亲一生只去了三次。

父亲第一次是带着他去城里，那
年他十岁，父亲三十三岁。父亲摇着
船，把橹推来扳去在水里弄出连续不
断的 S 形。他跟着父亲去饭馆吃
饭。父亲点了一碗豆腐羹，白嫩的豆
腐，几片大白菜，还有几根肉丝淹没
在加了芡粉的卤汤里，卤汤黏黏滑
滑、鲜鲜香香的。父亲把一小碗米饭
给他，自己端起一大碗米饭呼啦啦地
吃。父亲吃了一大碗米饭他才吃掉
了半碗，他吃不下了。父亲把他的饭
碗揽过去，又大口吃了。他就想，父
亲是只饭桶。

第二次，父亲坐着他的小汽车去
城里。这一年他四十八岁，父亲七十
一岁了。父亲坐在副驾驶位子上，看
着他将方向盘转来转去。父亲沉浸
在回忆里，他也想起了十岁跟着父亲
摇船进城，还跟着父亲第一次去饭馆
吃饭的情景，那碗豆腐羹仿佛就在眼
前飘着香气。奋斗了那么多年，他的
事业终于有了起色，但却一直没时间
带父亲去城里逛逛，父亲整天埋头在

地里。今天，他要带父亲去城里好好
吃一顿。

他们走进城里最贵的大酒店。
他点了几个名贵的菜，父亲说没见
过。他叫父亲多吃点，父亲问有豆腐
羹吗，他就让服务员加菜，服务员说
没这菜，他要求厨师做一个。豆腐羹
上来了，父亲一看就说不是那个豆腐
羹。他也想起来了，三十八年前那碗
豆腐羹里的豆腐白嫩白嫩的，还有汤
是黏滑黏滑的，可这碗豆腐羹不是那
样的。父亲只吃掉了小半碗米饭，就
说吃不下了。父亲越活饭量越小，变
成当年十岁的他了。心里涌上酸酸
的味道，他劝父亲再吃点。父亲摇摇
头说，老了，连饭桶都当不了啦。

第三次，父亲在城里的医院。他
从外地赶回来，叫着“爸爸”，父亲睁
开了眼睛，只是看着他，不说话。他
突然很后悔，这么多年来天南地北地
跑，却很少陪父亲。“爸，我不走了，就
陪着你养老了。爸，等你病好了，带
你去吃豆腐羹。爸……”

父亲走了。一生才去了三趟城
里的父亲，最终永远定居在了城里。

去城里
□浙江海盐 叶生华 59岁

局党委经过慎重的研究决定，由
局长带队组建 10 人的考察队伍，到
沿海几座城市做为期 20 天的考察。
考察人员名单经过几次权衡终于定
了下来。小刘兴奋不已，因为他也是
考察组成员之一，可以跟随局长到沿
海溜达一圈。

可是令小刘没有想到的是，临到
出发时情况发生了变化。小刘的名
额被一位领导临时顶替了。小刘只
好蔫蔫地留守家中。更令小刘憋气
的是，局长在临出发时对他说：“年轻
人有的是机会。这次没去不要有什
么想法。在家也不要闲着，动动脑
筋，好好想想该做点什么事，等我回
来后再找你谈谈。”

局长一行走后，小刘就动起了脑
筋，想想该做点什么。做点什么呢？
将局长办公室彻底打扫一遍？代局
长回局长乡下的老家看局长的老父
亲？以局长的名义去探望一下老干
部？小刘想了好多个方案，但最后都
被自己一一否定了。

到底该干什么呢？连着几个白

天晚上，小刘都被这个问题纠缠着。
局长叮嘱他要做点什么，现在别说去
行动，连做什么都还不清楚，这怎么
叫小刘能不闹心呢？

几经思索不得要领后，小刘突然
感到心里一亮：对，去找舅舅。小刘
的舅舅在官场呆了一辈子，去年才退
休，几任领导都说他是个人才，几乎
没什么事情能难住他。

小刘的舅舅听了小刘的讲述后，
告诉了小刘什么都不用做，只做好一
件事就行，把这件事做好了，保证局
长会喜笑颜开。

20 天后，局长考察回来了。小
刘到局长办公室双手呈上了他的劳
动成果，局长接过去一看，脸上马上
笑容灿烂，拍着小刘的肩膀说：“小伙
子，是个人才！”小刘也跟着局长开心
地笑了。

小刘呈给局长的，是经舅舅点
拨后，他在网上搜索的沿海城市资
料，结合局长考察路线，花了三个
晚上的时间写成的《沿海城市考察
报告》。

人 才
□湖北团风 邵火焰 55岁

■掌上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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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画·皓月啸声 福建福州 林桂儿 76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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