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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情系系宁宁海海州州脑脑饭饭

童童年年吃吃肥肥肉肉的的记记忆忆

田长尧

鬼芋头，是老黄县人餐桌上
的小咸菜。有两种腌渍方法，一
种将洗净的鬼芋头放酱缸中腌
渍，需要一段发酵和品质转化时
间。没腌渍好的鬼芋头有一种特
别难食的味道，嚼之欲吐。而腌
渍好的鬼芋头第一是清脆，不管
时间多长，永远是清脆，永不软
化发艮。还有一种腌渍方法，先
将洗净的鬼芋头用盐水醃咸，其
后捞出控干，用酱油、味精、糖、
葱、姜等喂养一段时间。冬春时
节，切上一盘咸鬼芋头片，淋上
香油，就着喝稀饭、吃干粮极有
滋味。鬼芋头，形奇七怪八，只能
切片，如切丝难以规整成条。

鬼芋头野生于沟边地角，也
有人埋植自家院旮旯、墙角、阴
暗处，不爱生长蔬菜和庄稼的

“破地方”。秸秆、叶片、头花很似
向日葵，但秸秆比向日葵细矮，
叶片比向日葵小窄。头花是圆形
的，周边有花瓣，花心似向日葵

花心，不过小得多且没有瓜籽似
的。鬼芋头生长于其根须，类似
芋头，但外皮没毛，其形不圆，可
称奇形怪状，一棵根部能长许多
果实。秋天，人们铲掉鬼芋头秸
秆，轻轻用铁铲翻挖土壤，在泥
土中寻找鬼芋头。不管人们怎样
细心翻挖，总是翻找不干净，第
二年春天地里又会冒出一片鬼
芋头苗，鬼额芋头只有收获没有
栽种。

鬼芋头，其名来历有两说：
一说是鬼芋头形如鬼的额头，歪
七曲八、头上长头，满身小额头，
体也如鬼，故称“鬼额芋头”。二
说是与鬼谷子有关，原称“鬼谷
芋头”。老黄县人唤喊三个字人
名时，喜欢将中间的字隐去，以

“额”代之，“额”在这里是虚词，
比如：黄县人喊“张老三”叫“张
额三”，李光明叫“李额明”，鬼谷
芋头即叫鬼额芋头。

相传，两千多年前古黄县
士乡出了个大方士，叫徐福，后
东渡日本。徐福和云梦山鬼谷

子大师交往甚密。徐福去云梦
山，鬼谷子带他游剑秀峰、桃园
峰、龙王峰、玉帝峰，观谷中琪
花瑶草、喷香吐艳；眺仙鹤飞来
翔往，梅鹿嚼草吻溪，松鼠树间
穿跃，野兔草丛奔窜。龙王峰和
剑秀峰相交的山阴绝壁上有一
个天然溶洞，名曰水帘洞，因鬼
谷先生隐居此洞，此洞亦称鬼
谷洞。二人洞中饮酒谈天。徐福
求教海中什么地方有长生不老
药，鬼谷子先论海中十洲，又言
长生不老药长于祖洲，食之死
人即可复活起坐。徐福十分钦
佩鬼谷大师，邀到东海一游。徐
福为展其才华，对鬼谷子说：

“原莱子国疆域，天上飞的、地
上长的、水中游的，知其名、知
其性、知其用。”二人海中浴，徐
福把鱼鳖虾蟹蛤螺鲍参，说得
入木三分。

一天，徐福带鬼谷子游完
莱子国故城去月主寺祭拜。深
秋时节，满山五颜六色，鬼谷子
被山窝中的一片黄花所吸引，

这是鬼谷子从来没见过的植
物，问徐福何花也？徐福说“转
莲(向日葵)”，鬼谷拽下一顶花，
手摸花心无瓜籽，言此非转莲
也。顺手拔下一棵，根部有须，
须上有小果，即用手扒挖，从土
里挖出一个个奇形怪状的果
心。徐福取一个果心咬了一口，
脆生且苦涩，对鬼谷子说：“大
师见谅，福说狂言了。天下之
大，无奇不有，我乃首次品咂之
物，实不知其名其性其用。”鬼
谷子咬一口边品边说：“此果虽
苦涩微毒，但完全可以食用，是
物皆有毒，无毒不为物。此果水
浸盐渍可去毒食之。”二人挖取
一堆，回士乡城水泡盐杀，食之
虽尚存异味，但清脆甘甜，鲜嫩
爽口，鬼谷子说：“若经醃发演
化，其味更美。”徐福说：“此乃
美食，又鬼谷大师发现，其与芋
头同生于地下，属地果类，叫其
鬼谷芋头吧！”经过两千多年的
演变，又加老黄县语言特点，鬼
谷芋头变成鬼(额)芋头。

张建勇

吃饭时，每吃到一点肥肉，
儿子都要从嘴里吐出来，我有时
看不下去：“你吃下那点肥肉能
药死你？”儿子做个鬼脸，然后小
声嘟噜着：“太腻了咽不下。”

儿子这句“太腻了咽不下”
的话，使我想起我的童年。上世
纪六十年代中期，那时的农村普
遍贫穷，再加上我兄弟多，生活
比别人家更困难。一日三餐，一
般都是老三样，春夏一天三顿，
每顿一篓盘地瓜干，两个玉米饼
子，外加萝卜咸菜。秋冬三餐是
每顿一大篓盘地瓜，两个玉米饼
子，仍是萝卜咸菜，变样的时候
很少。地瓜、地瓜干随意吃，玉米
饼子父亲一个，我们兄弟五个分
一个。为了大小均匀，我们兄弟
分的这个饼子，母亲会预先用刀
将饼子平均切五份，这样不会因
大小不均而争执。父亲的那一
个，他也很少自己吃完过，都是
看着我们哪个不爱吃饭时，便掰
一块偷偷地塞进他的手里。肉，
平常是见不到的，只有清明和中

秋这两个大节和过年能割点肉，
包饺子用，做菜是不会放肉的。

那时候农村人割肉，没有要
瘦肉的，都是要肥一点的，图肥肉
香而且还能烤出点油。春节家里
能割点肉，当然也是要肥肉，然后
再买点猪大骨。大年三十中午的
赶年菜，母亲会把猪大骨炖炖，中
间切几片肥肉进去，待大骨快熟
时，剁进两大白菜。中午的赶年饭
是小米干饭，吃饭前，母亲会给我
们每人碗里分一块大骨，两块肥
肉膘，大白菜随意吃。大骨是人家
剔的，很干净很便宜的那一种，没
肉可啃。尽管如此，我们也舍不得
扔下。我们所啃的骨头，真是应了
那句“狗啃骨头干咽吐沫”的说
法。即使一点东西啃不下来，也给
牙和嘴过了生日，我们仍感到挺
满足的。

最使我不能忘的是正月招
待客人的那盘白肉膘粉条，这盘
菜，从正月初三上桌，一直到正
月初七八走完亲戚，能完整剩
下。那时走亲戚前，母亲会专门
嘱咐，到了亲戚家吃菜要长眼
神，不能随便乱夹，菜主要吃凉

拌菜和豆芽菜之类，白肉膘粉条
是万不能动的。因为那时农村普
遍都穷，吃了会补不起来的。在
亲戚往来的餐桌上，大家都是心
有灵犀，贵菜主人不动筷，客人
是没有主动动筷的。这也是穷人
间相互达成的默契。

我们家的亲戚能走到初七
八晚上，母亲会端出那盘端了一
正月的白肉膘粉条。她把粉条回
回锅，再切上些大白菜，然后给
我们均匀地盛在碗里，肥肉膘每

人一块。吃饭时，我是舍不得肥
肉膘与饭一起吃，怕影响了它的
香，白肉膘我会在饭后单独放在
嘴里嚼，就想让那香味永远固定
在嘴里……

时过境迁，四十多年过去
了，现在都市中，多数人对肉类
的需求已由肥转瘦了，但我却对
肥肉情有独钟，至今吃肉，我仍
喜欢肥的，而且炒菜时仍喜欢切
大大的块，我感到这样放进嘴里
有嚼头，香！

周子元

我跟脑饭结缘，断断续续地
已有近70年的历史了。那是在烟
台解放初期，我读小学高年级的
时候，在通往学校的那条路上，
有个卖脑饭的早点摊，每天上学
路过那里，就用母亲给我的2分
钱，买一碗喝上后再去学校。

那个摊点的设施很简陋，小
推车上面放着一口盛脑饭的大
缸，周边用棉被围着保温，小车
旁放着一个破旧的小方桌，上面
有一摞瓷碗和一桶刷碗用的清
水，此外再没有别的东西了。我
初来喝脑饭的时候，嫌饭太烫
嘴，想找双筷子搅动一下，让它
快点凉。师傅看出了我是个新来
的小顾客，便面带笑容地告诉
我，说脑饭不好搅动，应该用双
手捧着碗，对着碗口趁热慢慢地
边吮吸边品味。如果嫌太热，可
顺着碗边转着圈喝，这样才能喝
出它的原汁原味来。那时候我年
纪还小，只是觉得这脑饭挺好喝
的，并没想过它是怎样制作出来
的。听完师傅的这番解释，我才
明白了，脑饭还有这样的独特喝
法和风味。于是，我也照着站在
身边的大人们那样喝，既撑饱了

肚子，也愉悦了心情。遗憾的是，
后来我的家搬远了，再也捞不着
来喝脑饭了。

直到改革开放后的上世纪
80年代初，听说三马路那里有个
卖脑饭的早点摊，我便慕名而去。
刚走到三马路西头，老远就发现
前边人行道上，有几个人站在一
口大缸周围，凭借我以往的经验，
断定那里就是我要找的地方。走
到小摊前，交上一角钱，师傅便递
给我一碗热气腾腾的脑饭，我慢
慢腾腾地喝上了。趁着顾客不太
多的间隙，我跟那位师傅聊了两
句做生意的话儿。师傅姓秦，很和
善，也很热情，他告诉我，他和这
脑饭的老家都是牟平，早在满清
时期，宁海州脑饭就很有名气，当
年那里最早卖脑饭的是在1927年
宁海，也就是现在的牟平城顺正
里的一对夫妇，他们用祖传的工
艺开起了脑饭店，打那以后，宁海
脑饭便成了远近闻名的地方名
吃，一直流传到今天。

这位秦师傅的脑饭，就是以
传统工艺为基础，又做了一些改
进。每锅用等量的小米、大豆和适
量的盐末，制作时先将小米淘净、
晒干，磨成面，在锅里熬煮一定时
间，使粥变稠变黏后装缸。然后将

大豆上磨磨成渣，筛选去皮，用水
泡好，上水磨碾成豆浆，再用细纱
布包袱将浆包起来挤，挤出豆汁，
熬熟。并用豆腐盐点到变嫩，点好
一层向缸里打一层，每层都要加
盐少许。然后在脑饭里放上特殊
加工的茶绿豆，再在脑饭上面撒
一层用香油炒好的丁状豆腐干
和根红叶翠的菠菜末。这样，一锅
黏稠适宜、色调诱人、口味纯正的
宁海脑饭便算是做成了。百闻不
如亲口体验，喝了秦师傅的脑饭，
感觉就是好，香喷喷、咸丝丝，喝
了还想喝，所以我常常是连续喝
上两碗才肯离去。可惜，随着三马
路一带的拆迁，再也喝不上他的
脑饭了。

意想不到的，失联多年的宁
海脑饭，随着丹桂小吃城的开业，
我又有机会喝上久违的脑饭了。
那天，在老烟台名吃柜台前，花四
元钱买下一碗尝尝，虽然价格高
了点，可喝上第一口后，口感和味
觉就告诉我，这脑饭基本上还保
持着它的老口味，同时我也向店
方提出了一些美中不足的地方，
主要是缺少了浮在脑饭上面的
那层油炒豆腐干，这稍稍影响了
喝者的口感。店方很虚心，后来再
去喝的时候，就喝出块状豆腐干，
只是受工艺的限制，仍然喝不出
当年那种感觉。相信烟台的地方
名吃脑饭，一定会做得越来越好，
越来越有特色。

张凤英

霜降过去了，立冬就要来了。
按照咱们老烟台的习惯，该是储备
白菜和大葱的时候了。可是现在有
了塑料大棚，冬天也能吃上水灵灵
的黄瓜和西红柿，储备冬菜的人就
少了。虽然说，冬天的蔬菜都比较
贵，但是如今市民腰包里不缺钱
了，宁愿吃价钱贵的大棚黄瓜茄
子，也不吃便宜的冬储菜了。可是
我还是忘不了咱烟台人的老习惯，
每年冬天都要储备一些大白菜和
大葱。这都是小时候养成的习惯。

小时候，每年冬天父亲的单位
都买一些大白菜和大葱，然后免费
发给职工。我们家生活困难，在单
位里也是出了名的，因此，有些单
身职工就主动把自己的份额给了
我父亲。分大白菜的时候，都是我
跟父亲一起去。父亲借一辆大板
车，把大白菜和大葱码在大板车
上，然后用麻绳捆绑好，父亲在前
面拉，我在后面推。父亲总是嫌我
力气太小，上坡的时候使不上劲，
我总是使出吃奶的劲帮助父亲推
车，结果仍然被父亲责骂。后来我
慢慢长大了，代替父亲在前面拉
车，父亲在后面推车，父亲才高兴
地说：“我闺女终于长大了，能顶上
一个小子了。”可是父亲不知道，我
的肩膀上都让绳子勒出血印子了。

现在好了，卖菜的老乡答应给
送到家。去年，我买了一车大白菜
和两捆葱，卖菜的老乡说：“我免费
给你送到家。”于是，我留下家里的
地址就回家了。一会儿，白菜和葱
都送到家里了，还帮助我把白菜码
放在小棚里，把大葱送到阳台上。
白菜8毛钱一斤，葱是1元钱一斤，
我感觉太便宜了，要多给他一些
钱，他说：“不用了，我给你留个电
话，你明年还买我的菜就行了。”于
是，我留下了他的电话。今年，冬储
菜的时间又到了，我一打电话，果
真还是那个买菜的老乡，他还是在
老地方卖菜，我说：“过几天你再给
我送一车白菜和两捆葱吧！”他说：

“冬天储备白菜不吃亏吧，去年春
节大葱都6元一斤了，你知道吗？”
我说：“知道，去年冬天我的两捆葱
吃了一个冬天，白菜都积酸菜了。
也吃了一冬天呢！”他说：“其实啊，
什么季节吃什么菜最健康了，冬天
就应该吃白菜、萝卜和大葱。这些
东西的营养都是人体冬天最需要
的。”我听了他的话，哈哈笑了。

我经常这样想：一些老辈儿人
留下的老习惯，自然有他的道理，
以前，高血压和高血脂发病率低，
和我们多吃白菜有很大的关系。如
今，我们生活提高了，但是多吃点
白菜不是坏事。我们如果多储备一
点大白菜和大葱，菜农就可以多销
售一些产品，这样也可以减少他们
储存白菜的压力。我们也可以少花
点钱，这不是两全其美的事情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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