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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未了

□许立强

不知别人最早的记忆可以
追溯到几岁，我最早的记忆是四
岁的时候，那一年经历的一些事
情已过了这么些年，经历了那么
多风风雨雨，我却至今念念不
忘，历历在目。

那时我和外祖母住在济南
槐荫区十一马路路东一个大院
里，院里住着十几户人家，院子
的大门是两扇漆黑的木门，门柱
插在两侧的方形石墩里，一尺多
高的门槛插在门墩的竖槽里。我
那时个头矮，每次跨过门槛都像
是在艰难地翻越一道矮墙。

这个大院的房屋是我母亲
的爷爷解放前花钱建造的，解放
后被军管会收去分配给了大家。
我外祖母住的是一幢坐北朝南
一厅两室的平房，进门是一个
厅，门厅左右各有一间，但这一
厅两室并不归我外祖母一户所
有，我外祖母住西屋，东屋租赁
给了一户名叫范兆海的人家，门
厅则由两家共用。

我外祖母姓贺，名绳梅，祖籍
德州市平原县张华乡贺沟村，出
生于1911年。我四岁那年她50岁，
身高一米六多，椭圆脸，齐耳短
发，经常穿一件自己缝制的蓝布
大襟上衣。她学过裁缝，做得一
手好针线活，平日里就给十一马
路路口一家服装店加工服装。服

装店揽来了活就通知我外祖母
去拿布料，在家里做好了再送回
服装店，返回家时手里便多了块
儿八毛的加工费。我记得那时外
祖母经常领着我去服装店要活
做，而店老板则是经常回答：“没
有，有了活一定会告诉你的。”

光靠做针线活不能养活我
们祖孙二人，为了生存，外祖母
还给人家带看孩子。她看的女孩
叫莹莹，莹莹比我大3岁，听外祖
母说，莹莹姐的爸爸是个穿军装
的军官，在济南市委交际处工
作，交际处是负责会议接待工作
的，在社会上很有地位，莹莹姐
的母亲在省立医院当护士。我刚
记事莹莹姐的爸爸、妈妈就把她
接走了，之所以给我留下深刻印
像，是因为我外祖母珍藏着一张
她扶着我拍摄的合影照片。

我四岁的时候是1962年，正
赶上百年不遇的三年自然灾害，
全国都在搞“生产救灾”，外祖母
裹过脚，因放开得早，虽不是“三
寸金莲”，但行走仍有些不便，干
一些劳动强度大的活力不从心，
她就帮着左邻右舍干些裁衣服、
织毛衣、看孩子等力所能及的活，
人家给钱也不要。一个院的人就
像一家人一样，虽然没有血缘关
系，但外祖母都是让我喊爷爷、奶
奶、叔叔、婶子什么的。我记得三
爷爷是个拉地盘车的，有时给罐
头厂送货回来常带一些苹果皮、

梨皮之类的送给我外祖母，外祖
母舍不得吃都省给了我。

和外祖母相依为命的日子虽
然艰苦，但很温馨。我是她倾心培
育的青禾，孤寂时的寄托，黑暗里
的光亮，艰难面前的希望。而外祖
母则是我遮风避雨的大树，她的
怀抱是我歇息沉眠的港湾，她的
关爱是我成长沐浴的阳光，她的
教诲是我滋润心田的雨露。

外祖母在我幼小心灵里不
可颠覆的印象就是头脑清楚，心
胸开阔，豁达坚强。这一点也许
是她从自己的父亲、冯玉祥将军
手下的旅长、人送绰号“贺大刀”
的贺云良那儿遗传来的。

记得有一次，外祖母领着我
去城郊赶集。外祖母买了几十斤
玉米，装进袋子里。她把粮袋放
在路边的空地上让我看着，而后
又转身想去买点别的东西，这时
一个三四十岁的汉子趁机跑过
来，抓起我身边的粮袋就跑，我
用小手抓着粮袋子不松手，他就
拖着我跑，我挣不过他只好松开
手无奈地放声大哭，外祖母闻听
哭声返回来时，那汉子早已扛着
粮袋躲进人群跑得无影无踪。外
祖母抱起我来安慰说：“不怪你，
也许那人家确实揭不开锅了。”
那时买几十斤粮食不容易，外祖
母没白没黑地在灯下给人家做
活，要攒很长时间的钱才能买这
么多粮食，而且有了粮食也要掺

着菜叶树叶之类的节省着吃。可
外祖母转身就像真的忘了这事似
的，从此再没念叨过。没了粮食，
外祖母就每天出去捡能吃的东西
回来煮着吃，省下好的东西喂我。

在我四岁那一年的夏天，和
外祖母离开济南去了淄博，我父
母那时在淄博市博山区工作。

至今我仍清晰地记得走的
那天是一个阴雨天，外祖母天不
亮就把我从睡梦中唤醒，收拾起
早已捆绑好的行李要去火车站。

为了不惊动邻舍，外祖母说
话声音压得很低，搬动行李轻手
轻脚的。可左邻右舍还是听到了
动静，家家户户的门都相继打
开，涌出很多人来为我们送行。

外祖母很感动，看不出她眼
里是不是含着泪，但那告别的声
音里夹带出掩饰不住的哭腔。

同院住着的一个靠“蹬三
轮”为生的叔叔用三轮车把我们
送到火车站，外祖母掏出钱给
他，他说什么也不收，说：“你平
时帮我们大家做了那么多事，我
咋能要你的钱？”外祖母硬往他
兜里塞，他就气急地说：“你这是
在打我的脸。”我害怕地拽拽外
祖母的衣襟，外祖母才把钱收回
来。他很认真地叮嘱外祖母说：

“到了女儿那边别忘了给咱院子
里的人回个信，报个平安。”外祖
母听了这话没再说什么，只是紧
绷着嘴唇使劲地点了点头……

■民间记忆

和外祖母在济南生活的记忆
■饮馔琐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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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帚菜

■民俗风情

胶东老话里的饮食经
□施海涛

近些年来，胶东老话很时
兴。什么是胶东老话，却很难下
个确切的定义。在我看来，并不
是越土越俗的就能称得上好，总
该有些文化内涵的才值得说说。
胶东得山海之利，家家户户的餐
桌上少不了来自海中的鱼呀螺呀
什么的。千百年吃下来了，胶东人
吃海鲜已经精得很了，这从一些
胶东老话中可见一斑。

胶东人将海鲜吃进肚里不
算，还由此与生活哲理相联系。
一些海鱼成了富有哲理的胶东
话的载体。鳓鱼多刺，蒸熟后一
些鱼刺就会戳出在鱼肉之外，因
此有“鳓鱼骨头里戳出”的胶东
老话。这句话是说，很多矛盾都
是由内部引起的。一些腐败分子
不就是因为内部分赃不均而被
揪出来的吗？再比如“说话讲道
理，带鱼吃肚皮”——— 说话哪能

不讲道理？大概是为了说起来朗
朗上口，连带上了带鱼最好吃的
部位，这样就容易记住。内陆地
区无论如何不会有这样的谚语。

带鱼最好吃的部位是肚皮，
因为那里脂肪较多，吃进口中十
分鲜美，可是一些人往往将其废
弃，这实在可惜。其他鱼吃什么
呢？“黄鱼吃唇，乌贼吃裙”，这又
有一番说头了。黄鱼的唇，很窄，
也不长，但却是最好吃的部位，
不过唇旁边就是黄鱼的牙齿，吃
得不得法，黄鱼唇没有吃到，自
己的嘴唇却会被扎出血来。胶东
人称墨鱼为乌贼，乌贼最好吃的
部位是它的外表皮，煮熟后又软
又糯，可惜现在饭馆中的墨鱼卷
都是去掉了裙片的，好看是好
看，食客们却吃不到最值得吃的
部位了。

鸡鸭鹅吃什么部位呢，吃
“飞、叫、跳”。“飞”是指鸡最好吃
的部位是翅膀；“叫”是指鸭最好

吃的部位就是鸭头。《红楼梦》中
史湘云就夹起一只鸭头吃，还说
了一句：“这鸭头不如那丫头，那
鸭头哪有桂花油”这样的俏皮话。

“跳”呢，是指鹅最好吃的部位，那
就是鹅的脚掌。《红楼梦》中薛姨
妈家请贾宝玉吃糟鹅掌。鹅掌好
吃，现在卖熟家禽的肉食店也深
知这一点，鹅肉才二十元一斤，而
小小的鹅掌却要卖到７元一对。

说到鹅，胶东人有“清明鹅”
之说。清明时节，万物复苏，田野
上的草长出了嫩芽，鹅吃青草，
因此这时的鹅也长得最肥。不但
鹅如此，胶东老话还有“清明螺，
壮如鹅”的说法。这个螺并不单
指蛳螺、芝麻螺以及其他什么
螺，而是包括胶东人所说的“壳
货”，也就是贝类，比如蛏子，这
些“壳货”都是清明时节最好吃。
这个“壮”字，想必胶东人都知
道，并不是壮实的意思，而是肥
的意思。

不少动植物过了时节就不
好吃了，胶东人深知这一点。胶
东老话有“秋茄毒如蛇”的说法，

《本草纲目》上说，茄“性寒”，性
寒的食物到了秋天当然不宜吃。
不过现在大都是大棚栽培，又另
当别论了。

胶东人有咸鱼淡肉之说，就
是说，鱼要做得咸些，肉则应该
做得淡些。我将这个看法告诉一
位同事，却遭到他的嘲笑，他说
这句话是指鱼是咸的，因此煮起
来可以少放盐，肉却是淡的，因
此要多放盐。争不出结果，姑且
在这儿存疑吧。

孙中山先生说：“烹调之术
本于文明而生，非深孕乎文明之
种族则烹调之术不妙。中国烹调
之妙，亦是表明进化之深。”明白
食物吃的时节、吃的部位，这是
烹饪的第一步。胶东老话中有这
么多“食经”，恰恰表明胶东人进
化之深。

□纪慎言

有人曾提出过这样的问
题：世界上什么东西最好吃？
之后诸如“天上龙肉，地上驴
肉”等五花八门的回答成千上
万，但却无一准确。最后还是
提问者说出来的答案最让人
服气：“饥”最好吃。

想想也是，世界上的食物
数不胜数，让你记住的有几
个？想来想去让你一辈子记得
它“好吃”的就是在你饥饿时
吃到的东西，就像朱元璋当皇
上之后依然想着的当年那个
乞丐在他将要饿晕时给他喝
的“珍珠翡翠白玉汤”。所以，
今天在关于美馔的记忆中，我
们能够想到的大多是挨饿时
吃过的东西，譬如我将要说到
的这个“扫帚菜”。

“扫帚菜”是一种野生的
植物，耐盐碱；细细的叶子蓬
蓬着冲上长，可以长得超过一
人高，等秋后叶子都落干净，
剩下的骨架拔下来就可以做
一把扫地的大扫帚，所以我们
老家人就叫它“扫帚菜”。

吃“扫帚菜”的季节就是
夏季，在“扫帚菜”还没有长高

长老的时候，饥饿的
人们就跑到长着“扫
帚菜”的地里，把那针
状的细细的“扫帚菜”
叶子一蓬蓬地捋下来
放到篮子里，然后带

回家弄着吃。
最常见的吃法有三种，一

是把它搋到高粱面或者玉米
面里面蒸窝头或者贴饼子吃；
二是在高粱或玉米面子少的
时候，就在“扫帚菜”叶子上面
撒一点面子或者麦麸子、米糠
等在锅里蒸熟吃（我们老家人
叫这种食物为“哪够”）；以上
两种吃法都是拿它做主食充
饥。只有第三种吃法才是真正
地把它当做“菜”来吃的。笔者
记忆最深的也就是这种吃法。
把捋来的“扫帚菜”叶子洗干
净，倒进开水锅里一焯，然后
赶紧用笊篱捞出来，再用凉水
过一下使之冷下来，接下来用
手把它们攥一攥，去掉多余的
水分。最后就是加盐、醋、蒜汁
调拌了，如果有条件的再加点
香油进去。这样拌好后搛一口
放嘴里，嘿，又松软，又肉头，
咸津津儿的、酸溜儿的、香喷
儿的，这低脂爽口的“扫帚菜”
吃起来真是太美了！

俗话说“老天爷饿不死瞎
眼的家雀儿”。遥想当年，许多
贫穷饥饿的人们就是靠着大
自然的这种恩赐生存并繁衍
下来。“扫帚菜”与其他一切可
以做食做菜的植物真的功不
可没！

如今许多患了“三高”的
人们把吃野菜当成一种时尚
和保健的举措，但不知道他们
从中吃出了怎样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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