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蝉蝉说说世世界界杯杯

甘宜强

我养了一只宠物蝉，早晨
醒来，还没睁开惺忪的睡眼，
就听到了它的鸣声，今年的第
一声蝉鸣，嗡嗡嗡嗡。蝉鸣叫
得很响，一直持续到我起床吃
饭。遥想四年前的今天，嗡嗡
的蝉鸣声铺天盖地，在家里、
在烧烤摊、在公交车上，在每
个球迷的耳朵里。四年前，南
非世界杯如火如荼，呜呜祖拉
作为南非当地民众的助威乐
器，被球迷大量用在比赛场
上。于是每场比赛，尤其是有
南非球队出场或者强强对战，

呜呜祖拉发出的蝉鸣声贯穿
整个赛场。

我的宠物蝉说，巴西世界
杯上有一对悲情兄弟，英格兰
和意大利，作为曾经的世界杯
冠军得主，两支球队小组均未
出线惨遭淘汰。但愿在2018年
俄罗斯世界杯上，坐拥半个主
场优势，三狮军团和蓝衣军团
两位好兄弟能互相鼓励互相
扶持互相突破。

我的宠物蝉说，今年体彩
赚大发了。四年前的世界杯，
只有我偶尔地去买一两张长
长的彩票带回来，前前后后花
了不到两百块钱。而今年的巴
西世界杯，我的球友、同事、同
学、表哥都参与到了世界杯的
竞彩上。除了去体彩店买，更
多是在各大体彩网站，下注的
倍数也是今非昔比，一天一两
百甚至更多。越来越多的真球
迷、伪球迷、男网友、女网友参

与到世界杯的竞彩上，但随着
卫冕冠军西班牙、三狮军团英
格兰、蓝衣军团意大利以及拥
有天才C罗的葡萄牙相继败
北，一批批的彩民朋友痛哭流
涕怒撕彩票甚至要爬楼。还
好，高考生们及时出现，抢在
彩民朋友的前头登上了楼顶。
说笑归说笑，还是一句话，小
赌怡情，大赌伤身，强赌家破
人亡啊！不管是赔是赢，至少
都是为中国的体育事业做了
一点贡献嘛。

一天夜里看球看到很晚，
喝了两罐红牛，躺在床上辗转
反侧。我的蝉又跟我说：“主人
啊，看球虽好，身体更要好啊，
且看且珍惜吧！”接着跟我絮
叨，这世界杯就跟人生是一样
一样的啊，都有悲有喜，也充满
各种意外和惊喜。赛前谁能想
到排名第一的斗牛士会以这样
的悲剧谢幕，如同我们无法预

知一些位高权重的当权者最后
还是被权力腐蚀而落马；我们
没有想到哥斯达黎加会以如此
强劲势头演绎着最大黑马，如
同我们没想到身边默默无闻的
朋友会在陌生人危难之际挺身
而出；至于苏神再一次的咬人，
我只能说，呵呵，林子大了什么
鸟都有。世界杯演绎的是足球，
也是人生。听完我的宠物这一
番发人深省的言论，我有点不
耐烦，你这么能说，你的前身知
了猴知道么，快趴在蚊帐上睡
觉吧你。

每一次的世界杯，陪我看
球的朋友都不尽相同，但我的
蝉会一直陪着我，除非世界杯
的举办不在每年的六七月份。

我的蝉又对我说了，我是
你的小呀小苹果儿，就像天边
最美的云朵，每一次世界杯我
都与你过，只求你别把我丢进
油锅。

难难忘忘豆豆腐腐丁丁

辛军

少儿时代，书和收音机是我
最好的伙伴。书喜欢看有故事情
节的，像《少年文艺》、《黄金时
代》、《水浒传》等等。书看得比较
杂，大书小书我都看，但是收音机
我只喜欢听小说评书节目。《岳飞
传》、《杨家将》我都听过，在听王
刚播讲的《夜幕下的哈尔滨》的时
候，偶尔在一本杂志上看到一篇
介绍王刚的文章。遇到自己喜欢
的评书播讲者，我看那篇文章特
别仔细。文章介绍了王刚少年生
活，其中有一段是描写王刚吃豆
腐丁的故事情节，我特别感兴趣，
就照葫芦画瓢也做起豆腐丁来。

豆腐是妈妈用黄豆换来的，
先将豆腐切片，然后薄薄地撒上
一层盐，用盖帘盛着放在阳台上，
一面晾干后，再翻过来晾另一面。
等几天豆腐片成了豆腐干后，就
可以切成很小的豆腐丁，放在碗
里，边看书边用针扎着吃。豆腐丁
有韧性，丢在嘴里，慢慢地嚼着，
咸咸的，豆香味充满了口腔。在那
个缺乏零食的年代里，自制豆腐
丁是一种很好的零食，看着书吃
着豆腐丁对我来说是一种享受。
妈妈每次用黄豆换回豆腐，我都
先切一块做成豆腐丁。

如今，一晃30多年过去了，现
在超市里有很多用豆腐做成的零
食，女儿有时候也买一些豆腐干、
辣骨头等一些豆制品回来吃，我
每样都尝尝，总觉得没有自制的
豆腐丁好吃。从超市买一块豆腐，
按照儿时的记忆将豆腐切成片，
但是豆腐很容易碎，切不了完整
的片，撒上盐晾干后切成豆腐丁，
放到嘴里感觉豆腐丁很硬，总也
嚼不烂，也没有豆香味。做了几次
也吃不出儿时的味道。

【儿时味道】爷爷爷爷与与大大红红袍袍茶茶
【品茶静思】

鲁从娟

第一次吃鱼卤面，那鲜美
的滋味就留在舌尖。去年春在
八角下刘家我先生的大姨家，
大姨说做红头鱼卤面给我们
吃。“这鱼也能做面卤？”我不禁
愕然。大姨说，鱼卤面可是我们
海边人的家常便饭呢！说话间，
大姨把几条红头鱼剖膛洗净，
放在锅里，放葱姜、大料，添水
清煮。不一会儿，锅里热气升
腾，鱼的鲜香味儿丝丝缕缕钻
进鼻子里。小火慢炖一会儿，揭
开锅盖，见鱼在奶白色的汤汁
中翻腾。大姨用筷子夹起鱼尾，
轻轻一抖，白色的蒜瓣肉纷纷
落进汤里，把鱼骨鱼刺挑出来，
淋上鸡蛋花，勾芡汁，滴香油，
撒香菜末出锅。还未等面条煮
熟，看着这色香味俱佳的鱼卤，
已经让我流下了口水。那天，我
就着几样小菜，一口气吃了两
大碗面还意犹未尽。面条是大
姨亲手做的手擀面，筋道柔韧，
浇上鲜美的鱼卤，咱烟台话说，
那叫一个好逮。

过后，我常常念叨这好吃

的鱼卤面，但自己却一直未能
做上一顿。前几天，在高师傅的
面馆里再次吃到了鱼卤面，沿
楼梯拾级而上，掀开珠帘，整洁
的室内环境让人看着就舒坦。
寻一位子坐下，要了一碗鱼卤
面，浓稠相宜的卤汁里，有白的
鱼肉、鸡蛋花、黑木耳、瘦肉片、
香菜末，那么均匀地浇在面条
上。挑一筷子尝上一口，久违了
的鱼卤鲜味儿瞬间秒杀了我的
味蕾，细细品味，滑爽鲜美中，
透着浓郁之香。

那次“巧遇”，引我无数次
“回眸”。曾几何时，应酬、聚会，
香的、辣的胡吃海喝，肠胃已被
折磨得疲弱不堪，而这鱼卤面
却以家常味的温暖，那么敷贴
着我的胃口。此后，我把这里的
面条尝了个遍：肉末炸酱、骨汤
肉丝、三鲜虾仁、榨菜加鲜、芸
豆开卤、麻汁面，味道各异，风
味不同。有人说，专心做一件
事，久了就会成为行家，此话不
虚，只看盛面用的造型独特的
砂陶碗碟，就知道有多专业。桌
子上一盆盆面卤摆放在那里，
冒着丝丝热气。另一端，井然有

序地摆放着一碟碟的小菜，有
疙瘩丝、萝卜干、拌青椒、海带
丝等，还有香菜末、香椿末、葱
末、韭菜末、大蒜末，辣椒油、虾
皮等，客人可以根据自己的口
味随意添加。

高师傅是地地道道的烟
台人，开了多年的饭店，自己
做厨师。如今岁数大了，在自
己家门口开了这家卤面馆。
每天清晨，高师傅都要熬上
一锅大骨头汤，面卤里加了
骨头汤，才会有浓郁之香。高
师傅说，只是现在的鱼越来
越少了，不过做鱼卤不太挑
剔，大多海鱼都可以用，但红
头鱼是首选，其次是摆甲、偏
口、鳕鱼、扒皮狼等，最好是
蒜瓣肉的鱼，味道鲜美也便
于挑出鱼刺鱼骨。这种勾了
芡汁的海鲜卤属于温卤，不
可放面酱，浓烈的味道会破
坏原汁海鲜味儿。看似简单
的一碗面，每一个环节需拿
捏得细致到位，颇费一番功
夫才行。

“这么好吃的鱼卤面，不知
是谁发明的，将鱼汤和面条巧

妙搭配，合成这么美妙的一
碗。”我边吃边说。高师傅笑道：

“生活在海边的人们，就地取
材，很多特色美食都是自然形
成。以前，海资源丰富，人们打
捞上来的各种杂鱼上锅一煮，
鱼吃了，剩下的汤汁浇在面条
上，汤鲜味美。后来经各家厨师
们精心调制，鱼卤更加丰富美
味起来。”

在 这 略 显 僻 静 的 小 巷
里，高师傅夫妻俩每天守着
小面馆，专心地做好每一锅
卤、每一碗面，然后，看着客
人来吃，他们就很开心，很满
足。“老夫老妻，开一家临街
小 店 ，忙 碌 终 日 ，日 落 打 烊
时，紧闭店门，在昏暗灯下与
老伴一张一张数钞票。”这是
首富李嘉诚认为最幸福的时
光，也是高师傅夫妻俩最真
实的写照。在自己的家门口
有这么一家小面馆，干净卫
生，入眼清爽，独特的美味，
平民的价格。哪天下班回家
疲惫不堪懒得做饭，坐在这
里吃上一碗鱼卤面，打着饱
嗝回家，是件多么幸福的事。

美美味味鱼鱼卤卤面面

【胶东美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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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宝璇

那年二姐夫从巴基斯坦回
家，知道爷爷喜欢喝大红袍茶，
便买了二斤大红袍茶。这可把
爷爷乐坏了，他将茶打开，然后
将大纸割成小纸铺在炕上，将
一斤茶叶分成了几十份，然后
一个个地包起来，用时拿出来
一小包即可泡用，既方便又节
约。每次喝茶，爷爷总要念叨二
姐夫的名字。有时还赠送给朋
友一两包，这样，知道大红袍茶
的人更多了。同时，爷爷还给我
讲了大红袍的来历：

传说古时有一穷秀才上
京赶考，路过武夷山时，病倒
在路上，幸被天心庙老方丈
看见，泡了一碗茶给他喝，果
然病就好了。后来秀才金榜
题名，中了状元，还被招为东
床驸马。一个春日，状元来到
武夷山谢恩，在老方丈的陪
同下到了九龙窠，但见峭壁
上长着三株高大的茶树，枝
叶繁茂，吐着一簇簇嫩芽，在
阳光下闪着紫红色的光泽，
煞是可爱。老方丈说，去年你

犯鼓胀病，就是用这种茶树
泡茶治好。很早以前，每逢春
日茶树发芽时，就鸣鼓召集
群猴，穿上红衣裤，爬上绝壁
采下茶叶，炒制后收藏，可以
治百病。

第二天，庙内烧香点烛，击
鼓鸣钟，召来大小和尚，向九龙
窠进发。众人来到茶树下焚香
礼拜，齐声高喊“茶发芽”！然后
采下芽叶，精工制作，装入锡
盒。状元带了茶进京后，正遇皇
后肚疼鼓胀，卧床不起。状元立
即献茶让皇后服下，果然茶到
病除。皇上大喜，将一件大红袍
交给状元，让他代表自己去武
夷山封赏。一路上礼炮轰响，火
烛通明，到了九龙窠，状元命一
樵夫爬上半山腰，将皇上赐的
大红袍披在茶树上，以示皇恩。
说也奇怪，等掀开大红袍时，三
株茶树的芽叶在阳光下闪闪红
光，众人说这是大红袍染红的。
后来，人们就把这三株茶树叫
做“大红袍”了，从此大红袍就
成了年年岁岁的贡茶。

有时爷爷边喝大红袍茶
边对我讲：饮茶时，要从中体

会茶味及人生滋味，如果将
一份“如何品味”的心思一直
塞在心里，恐怕就会把真正
的“滋味”放过。为什么呢？这
是因为饮茶的过程中，全部
心思都放在了“寻味”的念头
上。人生如大红袍茶，品茶如
品人生，平凡中见滋味，苦涩
中有幽香。

平淡的水添入几片茶叶，
就成为茶；似水流年，平常的生

活，若是有一颗自觉的心，就会
充满欢喜。这多么像宋人林小
山的诗句：“寒夜客来茶当酒，
行梅沸腾火正红；寻常一样窗
前月，才有梅花便不同。”人生
犹如一片片大红袍茶叶，只有
在艰难险阻中沉浮，在痛苦辛
酸中磨砺，才能真真实实体味
到生活的原味和魅力。只有经
过一次次的沉浮与磨砺，生命
才会变得芳香四射、光彩照人。

C18 2014年7月1日 星期二

编辑：毛旭松 美编/组版：宋晓霞 ·今日烟台行走烟台·五味


	J18-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