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孙一慰

消失了的明湖茭白

【味道济南】

茭白北方亦有出产，特别是山东济南，清
代(环辙杂录》中有：“历下有四美蔬，……夏
蒲茭根……”“(茭根)济南多种之，夏末秋初
剥食其白，以寸为度，若玉版然。”民国二十三
年《山东通志》载：“菰即茭白，历城产者尤肥
美。”当代文学巨匠老舍先生，20世纪三十年
代初曾在济南任教，在他的《大明湖之春》一
文中写道：“湖中的出产可是很名贵呀……吃
到肚子里的也许比过一眼的美景更容易记
住，那么大明湖的蒲菜，茭白，白花藕，还真许
是它驰名天下的重要原因呢。不论怎么说，这
些东西都是水产，多少是带有些南国风味。”
过去每当茭白上市时，济南很多饭店往往要
挂出“新到茭白，济南名菜：糟煎茭白、虾子烧
茭白”等招牌。

茭白是我国特有的水生蔬菜，主要分布
在长江以南的水泽地区，性喜温暖潮湿，特别
是江浙一带较多。茭白每年6-10月上市，按采
集季节可分为夏秋双季茭，此种南方较多，北
方多为秋季单季茭。故茭白与莼菜、鲈鱼并称
为江南“三大名菜”，自古被视为珍贵食品。

济南的茭白是秋季茭。记得1963年中秋
节前一天，去大明湖公园购买茭白，午饭后绵
绵秋雨中，我披着蓑衣，骑着当时聚丰德最好
的运输工具三轮车，前往大明湖公园，一到西
南门，我车也不下，径直往里骑。“干吗的？站
住！”公园工作人员一声大喊，我一手扶车把，
一手撩起蓑衣，指着工作服，口中大喊一声，

“聚丰德，买茭白的！”车速不减，哐啷哐啷就
骑进门了。紧挨着北极阁的东边小院内便是
购买茭白的地方。回到聚丰德后，经理邢振
祥、程学礼立即安排会计陈成吉书写“新到时
令菜茭白”的招牌，放到门口，以招揽顾客。

但是现在济南的饭店用茭白的实属罕见
了。近年来人们一提到济南的水产蔬菜，只知
道蒲菜，不知道茭白。其实蒲菜有个弱点，那
就是只能吃很嫩很嫩的部分，稍微老一点就
嚼不烂了，无法食用。茭白则肉质爽口柔嫩，
纤维少，味清香，而且损耗极少，出品率高，用
济南俗话讲很“出数”。

我在一次教学中使用茭白制作菜肴，一
个任教3年的年轻教师竟然好奇地问我：“这
是什么？”我大吃一惊，“这不就是茭白吗？”一
个在济南经过了烹饪中、高等教育的人，竟然
不认识茭白！

记得燕喜堂还在六里山路时，友人在中
秋邀我去那里，按说中秋之际正是济南吃茭
白的好时候，可是在那里点菜时，我问服务
员：有茭白炒里脊丝吗？回答是，没有。从以上
两件事看，济南人真该好好关注茭白了。

茭白可加工性强，烹调中可加工成块、
片、丁、条、丝等多种形状，适宜于拌、炝、炒、
烧和做汤等多种烹调方法，可作主料制作菜
肴，又因无特殊口味，可以和鸡、鱼、肉等多种
烹饪原料搭配，如：炒鱼片、糟熘鱼片、滑熘肉
片、炒里脊丝、炒肉丝、炒肉片、炒鸡丝时，茭
白都是这些菜非常理想的配料。下面简单介
绍以茭白作主料制作的几个著名的济南菜
肴。

虾子炝茭白：将茭白剥去外皮，削去老
皮，切象眼片，焯水。虾子用花椒油稍煸倒出，
盐、酱油、清汤、绍酒、味精兑汁后，浇在茭白
上拌匀即成。是一道清鲜白嫩，爽口的茭白菜
肴。

糟煎茭白：将茭白切斜刀片后焯水，放入
油内煎透，把余下的油滗出，加入虾子、清汤、
盐，移至旺火上，稍靠，再放姜汁、味精、淋花
椒油倒入盘内即成。菜肴色泽白亮，茭白鲜
嫩，糟香清淡。

虾子烧茭白：将茭白切成梳背块后焯水；
冬菇每个片成3片；虾子用凉水漂洗净，沥去
水。花生油烧至3成热，放入白糖炒至鸡血红
时，迅速放入葱姜末、茭白、冬菇、虾子颠翻煸
炒，再加入清汤、酱油、盐、料酒烧沸，移至微
火上，靠至汤剩一半时，放入味精，用湿淀粉
勾芡，淋上花椒油，出勺装盘即成。此菜鲜嫩
香醇，色泽红润明亮，清素可口。

奶汤茭白：茭白切成小滚料块，冬菇片成
片，菜心洗净从中间劈开切成段，火腿切薄
片。将茭白、冬菇、菜心烫透，捞出控水。奶汤
加热至开，放入茭白、冬菇、菜心、料酒、盐烧
开后加味精，倒入大汤盘中，撒上火腿片即
可。汤色乳白，味道醇厚鲜美，茭白清鲜脆嫩，
红、黑、白、绿各种色泽的配料漂在乳白色的
奶汤上，犹如一幅水墨画一样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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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市原本没有解放路，
看看济南的老城图，现在的解
放路与泉城路对接处被一道城
垣截断。当然也没有泉城路，那
条路叫府东大街。按照老城地
图沿城墙北行，走到齐川门处，
那才是出了东城门。东城门外
繁华，酒楼、药铺、牙店、百货铺
子鳞次栉比，这条通衢之道叫
东关大街，再往东行是圩子，出
永靖门才算出了城。永靖门南
还立着一座巽安门，这是水门，
护城河的另一道水流从这里出
城，便有了舟楫之便。

泉城路是上世纪六十年代
才命名的，此路以珍珠泉为中
心，西端叫府西大街，东端叫府
东大街。那么从府东大街怎么
出东城呢？这就有意思了，要
绕。或者从县东、西巷，或者从
按察司街，也可以沿着城墙走
东城根街，都能拐到齐川门。我
们的老祖宗从明朝走到清朝光
绪三年，公元1877年为了缓解交
通便利，在齐川门南开了巽利
门，从此齐川门便叫老东门，巽
利门则称新东门。出巽利门东
行，有一道圩子门叫永固门，出
了永固门才算真正出了城。现
在就清晰了，济南东城设两座

东城门，三道圩子门。
1948年9月，华东野战军聂

凤智麾下的九纵强占茂岭山俯
瞰济南城。这是一支在孟良崮
战役中攻坚的钢铁之师，是为
旧世界敲响丧钟的人，他没有
走进城的老路，站在那个制高
点上，他看到了一条笔直的解
放之路，于是挥军向西直插济
南府。九纵如狂风暴雨横扫马
家庄、甸柳庄，一路向西直逼济
南城。经过八天八夜的浴血奋
战，解放了济南城，那条被他们
踩出的路命名为解放路。

这条路荣膺此名，当之无
愧。鲁迅先生说，世上本无路，
路是被人踩出来的。中华民族
世世代代受人压迫，渴望着解
放。解放的路是在抗争中踩出
来的。从1948年“解放”这个词在
济南落地，延伸成东起甸柳庄，
西至青龙桥的史诗般的路，与
整个国家争取民主独立的路途
一样长。

1953年我来到济南，就住在
解放路北侧的青龙街上，那时
的解放路是砂石路，西端青龙
桥与府西大街对接，那段城墙
已经拆除，北侧留下一丘夯土，
南侧亦留下一段土城，在青龙

桥西岸打开
一道豁口。
我第一眼看
到的府西大
街不宽，石
板铺成的路
面，街边民
舍与商铺间
杂，与以后
知识里旧府
城的市井景
象叠印在一
起。护城河
水 清 而 且
深，有无数
盆状的小舟
漂在河上，
小舟中坐着

垂钓的人。那时候数河上的桥，
一道桥后必然是一座城门，比
如齐川门上的老东门桥，巽利
门上的新东门桥，舜田门上的
南门桥，泺源门上的西门桥。只
有青龙桥是个例外，因为它的
身后没有城门。

站在青龙桥上向东眺望，
满眼青绿的原野，庄稼没有遮
蔽处显露出黄色的土垄，那就
是城郊之外。解放路也不宽，砂
石的路基一直伸向东方的地平
线。幼小的我曾经想，从这条路
走过去，一定能捉住太阳！终于
有一天母亲背着我走上这条
路，不是捉太阳之旅，而是我病
了，发高烧，母亲把我背到中心
医院。那一趟稀里糊涂的恍惚
之旅，我记住解放路上两处地
标性的建筑，一处是“小白楼”，
即今日的水利设计院，当年这
座楼通体洁白，耸立在绿色的
麦浪中，分外显眼。另一处就是
中心医院的红楼，集门诊与住
院于一体，那是苏式建筑，今日
犹存。

解放路被两道壕堑拦截，
那是山水的泄洪道，第一道在
小白楼西侧；第二道在中心医
院西侧。夏秋雨季，山洪滚滚，
水势浩大。解放的路不平坦，除
了垒固还有沟深。解放者在第
一道壕堑上架的桥叫解放桥，
在第二道壕堑上架的桥叫文化
桥。老一辈解放者是有眼光的，
没有文化建设完不成解放的大
业。我们在解放路上行走着，长
年累月把它习惯成一个简单的
域名。时光在生活中固化成程
序，于是我们固守着，忘记了解
放其中包含的突破与腾飞。当
年华野九纵没有走济南人祖祖
辈辈走惯了的东关大街，而是
开拓了这一条艰险的路。路一
开通就成了后人的捷径。解放
者从来不是跟随别人亦步亦趋
走捷径的人，而是开辟道路的
先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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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没想到坐公交也能领略
过山车般的惊心动魄，去年夏天
我乘一辆南行的公交车，就深深
地体味了一次公交大炫技。脚底
下如果没有十年八年蹲马的功
底，或是闪转腾挪的绝活，轻则
让你踉跄不迭，重则狼狈东倒西
歪。真是苦了不抓扶手的痴迷手
机一族。那次乘车，我真的会记
一辈子。

我一直觉得，一个人开车出
行真是浪费。我开了十几年车，
尝够了拥堵之苦，寻一车位要团
团转半天，更是闹心。前几年市
里在泉城广场搞“绿色出行”活
动，我跟当时还在公共事业局的
贾局长开玩笑；我有车不开，坚
持四公里以内安步当车，五公里
以多公交少的士，该发一奖给
我！玩笑固然是玩笑，但说实话，
一个人一辆车，实在是挥霍资
源。后来有了摩拜，我就坚持短
途骑车，长途公交的。不过，对于
乘坐公交那次南行，心里余悸尚
存、挥之不去。

近期我常常东行，偶也体验
一下公交，上周在燕山立交换乘
K305，一路向东，再次让我体验
了一次“过山车”。不过这次和上
次有了天渊之别，上次是惊险刺
激，这次确确实实地感动。上车
伊始，就听到司机师傅客气地跟
乘客打招呼问候，清晨的秋风稍
凉，我却一下就体会到那个尚未
走远的夏，掉头回来了。正是上
班早高峰，上车就在第一排栏杆
处堵住了，车厢里满满的都是乘
客。正好，我可以借机观察一下
司机，索性也断了往后门挤的念
头。司机是位中年人，稳重，说话
不紧不慢，耐心地解答着乘客的
疑问，且不厌其烦。他的脸上始

终带着一种很自然的谦和笑容，
不是刻意修炼出的那种，这种像
是喝了泉水，吃了一肚子绿色食
品，才有的笑，没法修炼。空乘的
笑那是训练出来的，像塑料花。
那笑也不大耐看，太薄，稍一使
劲瞅，就能洞穿。师傅的笑则是
明湖水春风荡起的涟漪，看着舒
坦。

从燕山东到我下车，差不多
也有十站的路程，别说让乘客人
仰马翻了，就是轻微的颠和晃也
没有半点，每次启停也是稳得没
有一点感觉。有年在深圳我搭乘
过一位大老板的车，司机是个部
队转业的四川小伙子，那车开得
真叫一个稳，他住的小区里有不
少减速带，一连过好几个，都没
有颠一下。他服务的对象是个
人，服务水平高低可能要决定他
的薪水。尽管服务优劣并不能决
定本车师傅收入高低，他的车却
开得比那位领导司机一点也不
逊色。老板坐的是大奔600，价格
不菲，在这里我花三元钱就体验
到了。这是我第一次体味到上帝
的感觉，花钱买的不是一肚子
气，而是享受，这票买得物超所
值。我一直在看着他熟练地操作
着这个大家伙，慢慢地松刹车，
轻轻地点油门，像是拉了一车和
自己性命攸关的亲人。

车到邢村，上来几位老人，
其中有位走路颤颤巍巍的老者，
看得出腿脚有些问题。他停下
车，直到老人上车，有人让出位
置，老人坐稳，他才启动车辆。看
他脸上，没有一点的急躁和不耐
烦，像是自家老人。听同行那几
位老人说，这位老者已九十四岁
高龄，老人暮年的心里，肯定满
是阳光。

很遗憾和他相处的时间太
短，我中途就下车了，真的有些
依依不舍。和上次乘车比较，完
成了一次大穿越。能把车开成火
车甚至飞机一样稳，像是蹲在自
家沙发上。能把一车人当成自家
的人的服务，我看这才是一个司
机应当恪守的东西。过分地张扬
本职之外那些壮举，普通人难为
的事情未免偏离了正道。医生医
道高明是他的天职，衡量他不需
要见义勇为做参照；教师能更多
地向学生传递更多知识，告诉学
生什么是世界本来面目，也不需
要他有没有过拾金不昧的事迹；
厨师能让人吃出幸福感，也不是
看他助人为乐了没有。那些特殊
性的东西不可刻意地追求，对于
司机来讲，我觉得能这样开车，
也就是牢记使命了，初心更不会
忘记。白加黑，五加二更不是职
业准则。

后几天我又连续坐了几次
K305，还有K306，又有新的发现，
发现这几路车的司机普遍很好，
这是个心里装着乘客的团体。今
后可能会乘坐更多的公交，在宽
敞、春风荡漾的车厢里，与众人
一并前行，也是种莫大享受。乘
公交成为乐趣，说来也蛮新鲜
的。

很长时间我都在感动中，这
虽是件看上去微不足道的小事，
如果人人都在自己的岗位上有
这样的操守，文明会大踏步地前
行。后来我给公交热线打了十几
个电话，寻找这位热心师傅。公
交热线真忙，半天才回话，打听
到这位师傅的大名，他叫张志
国，公交三公司五队的司机，马
上五十岁了，在东部跑车十二年
了，是个资深司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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