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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兔酱
60年前陪母亲赶黄务集
周子元

抗战时期，日本长期占据
着烟台，当时居住在市区里的
居民想买块肥皂(俗称“浥子”)

洗衣服洗脸并不难，做饭抽烟
要点火，去商店买盒火柴(时称

“洋火”)就行了。可是，与市区
仅有一山之隔的南部黄务一
带，因处于八路军的控制之下，
属抗日游击区域，于是盘踞在
市区里的日伪政权，便在南部
的一条通道上设置关卡，严防
肥皂、火柴之类的生活必需品
流入那里，企图以经济封锁手
段扼杀抗日势力，这势必给游
击区军民的日常生活造成了困
难。

那时我姥姥就住在离黄务
不远的一个村子里，平日母亲
去探望老人时，知道那一带的
老百姓常常为买不到这类物品
而犯愁，便萌生了一个想法：何
不借看望老人的机会，顺便从
市里买一些带到黄务集上卖，
这样既可满足乡亲们的生活需
求，也可用赚的钱缓解一下自
家的生活困难。也算是个一举
两得的小买卖，母亲的这一想
法得到了家人的理解和支持，
当然也都为她路上的安全和劳
累担忧。

记 得 我 上 小 学 的 第 二
年，有一次黄务集适逢星期
天，我有机会和母亲一起去。

那天天还没大亮，我们就挎
着篓子上了路。农家出身的
母亲是个能吃苦耐劳的家庭
妇女，别看她包着两只小脚，
但走起 路 来 并 不 比 我 差 多
少。从市区去黄务集，必须经
过世回尧口子，从山下登上
山口的路可不像现在这么宽
敞平坦，不仅山坡险峻陡峭，
路面也狭窄难行，稍不留意
就 有 被石块 绊 倒 崴 了 脚 脖
子，甚至滚坡的危险。尤其令
人惊恐的是，山口上设有日
本鬼子把守的岗哨，要想过
关，必须经过严格的搜身检
查，如果查出违禁物品，则会
遭 到 鬼子的 一 顿 辱 骂 和 殴
打。当时我就目睹了我前边
的一个中年男子，不知是被
查出了什么问题，只见那个
鬼子解下身上的皮带，狠狠
地朝那人抽打过去，直到把
那人打倒在地，才停歇下来，
那场面真是惨不忍睹！这黑
暗的一幕，在我幼小的心灵
里留下了很深很深的阴影，
虽然那时我还是个不谙世事
的小孩子，但面对着自己的
同胞被欺负到如此地步，心
里也很是愤愤不平。

下面轮到检查我们了，小
鬼子大概见我还是个懵懂的小
孩子，母亲又是个小脚妇女，在
看看篓子里盛的都是些普通食
品，所以有点算是“刀下留情”
吧，只是仔细打量了一阵，也就

放行过关了。可小鬼子哪知道，
母亲事先已把违禁物品隐藏在
腋下和胯裆里，那篓子也作了
伪装，居然蒙混过去了。尽管这
样，心里还是忐忑不安，直到走
过山口，心才慢慢地沉了下来。
山南边的路就不太难走了，我
们一步紧似一步，20里的路程
走了大半晌，到达集上时已累
得喘喘吁吁，母亲嘴里还在不
停地念叨着：“挣个钱真不容易
啊！”

当时的黄务集设在一条干
涸的河套里，时令虽已是秋末
初冬，天气并不太冷，又正值冬
闲，来赶集的人比较多。我们卖
的是紧俏物品，要价又不高，所
以摊位前挺招人的，带来的东
西不大一会就全卖完了。母亲
用赚来的血汗钱在集上买了几
斤新苞米准备带回家磨成面，

烀锅黄片片犒劳犒劳家人。后
来去姥姥家吃了顿热腾腾的农
家饭，身上感觉轻快了许多。为
了不影响我第二天上学，只好
匆匆告别了姥姥，趁天还不太
黑，踏上了回家的路。

时光荏苒，弹指一挥间。
如今，我有时还会去黄务赶
集，只是那里的一切都已改变
了模样。当年我和母亲经常路
过的那条山路，经过多次拓
宽、落坡，早已整修成了宽阔、
平坦的大马路。放眼规范化的
大集上，物资丰富、购销两旺，
可以说，买啥有啥，而当年那
因携带“违禁物品”去赶集而
路上遭受鬼子搜身、毒打的一
幕永远不会重演了！生活在当
今的太平盛世，真是太幸运
了，从那个旧时代过来的人，
体会尤为深刻。

刘文权

“海兔酱蘸大葱，撑得肚子胀
绷绷”，这是家乡长岛大钦岛东村
流传的一句俗话。

海岛人吃饭的“就食”，总离不
开鲜气、腥气、咸气，那虾酱、蟹酱、
偏口鱼酱、鱼籽酱、鱼拐子酱、大虾
头酱、海怪酱，都是下饭的“冤家”。
不过最得味的，还属海兔酱。

海兔，俗名“梧桐花”，煮熟的
海兔，不仅形状、颜色像梧桐花，花
上的斑点也类似。故用海兔腌制发
酵而成的酱，叫梧桐花酱，它是渔
家传统的美味佳肴。记得小时候，
每到春汛、秋汛时节，父兄们在海
上拉网，值钱的鱼虾大都卖了。惟
独这海兔，煮熟了吃鲜的当饭；晒
干了零吃的当干粮；腌一腌发酱吃
当“就食”。要是哪家没有闯海的，
还要分送一些。那时，岛上缺肉少
油，水菜瓜果也是高贵的。所以，腌
上一大坛海兔酱，那是够大半年受
用的。特别是发芽葱一下来，差不
多顿顿都就海兔酱。这种酱，不腥
气，不腻味，闻起来有点臭味，吃起
来倒觉鲜香，且越吃越想吃，越吃
越好吃。有了海兔酱，别的酱便无
人问津了。

那紫里透红的酱，在锅里一
熥，鲜溜溜、臭烘烘的味，随着热气
往鼻孔里钻，催人食欲。时而，这特
有的味道从后窗溢出来，在街上老
远都能闻见。有的邻居索性端着碗
来讨一些，好助下饭，常常是，远居
异乡的岛中人来家，不一定提到名
贵的海珍，惟独海兔酱醮大葱，吃
苞米饼子，非点名要不可。

渔民发海兔酱，多在船上就地
加工。把海兔堆船上，一边穿着水
鞋踩(或用手搓揉)，一边用海水冲
洗，直把海兔体内的脏物、墨汁挤
出冲洗干净为止。最后要用淡水洗
一遍，说是不腥、不苦、没海水味。
其中的秘诀是要把洗过的海兔控
干。倘若控不干水，酱会发霉，前功
尽弃。待彻底控干之后，盛入器皿
中，按照10：1的比例加盐，拌匀后
密封。加盐是关键的工序，盐多了，
不发酵，清汤；盐少了，腐烂发臭。
密封五六天后，要揭盖放放恶气，
随之搅拌一下，视其成色是否再加
盐。大约十天半月后，即可熥熟当

“就食”。
一大碗紫里透红的海兔酱端

上桌来，会立即招来四座的目光。
那寿光来的大葱，又鲜又嫩，葱脖
儿洁白如玉，足有一尺长。蘸酱之
前，都习惯地在桌面上把葱脖儿压
扁，以利多蘸酱。家口大、多人吃饭
的，还要找空隙伺机蘸酱，时而二
人同时伸向酱碗，还需相互礼让。
那场面，如其说是蘸一下，不如说
是“舀”一下，大有争之不足的气
氛。不到半个时辰，一大碗酱就像
退潮似的，下去一大截子。这时，手
里拿的干粮，显得无滋无味，在饭
桌上，由“主食”退位到了“就食”的
地位。那大葱的辛辣味，搀和着海
兔酱特有的鲜香，嗓子眼里好似分
泌出欲食贪饭的“激素”，实可谓

“一口饼子，一口酱，吃饱了还觉闲
着三尺肠”。记得有一年，听说丹东
的舅母病重，想吃家乡的海兔酱，
于是，我把盛酱的塑料瓶子塞在面
粉包里寄去。万没想到，舅母吃了
这家乡的稀罕物，病情当时就好了
三分。

有一年春天，我家招待从台湾
归来探亲的近房老叔。“山珍海味”
都上齐了，他却特地要了海兔酱。
我们叔侄用大葱蘸着海兔酱，共追
当年之趣事，同述今昔之别情，那
乡土的气息，重逢的喜悦，犹如海
兔酱一样浓烈。

而今，海兔酱罐头包装考究，
升格到“海珍”的行列，身价备受青
睐。它是土乡土色的代表，是原汗
原味的渔家味道。在联络远方游子
感情和升华土特产品魅力的过程
中，找到了共识，寻到了知音。

诞生礼剪纸

顾朋泉

诞生礼是传统礼俗之一，
多在小孩出生三天后举行，从
刚出生洗礼开始到孩子周岁抓
周，一般都伴随有祝福、保健、
占卜等礼俗。求子自古以来都
是一个家庭或是一个家族的大
事。《诗经·小雅·斯干》曰：“乃
生男子，载寝之床。载衣之裳，
载弄之璋。”“乃生女子，载寝之
地。载衣之裼，载弄之瓦。”

过去一家媳妇生孩子，全
村人听了都跟着高兴，但也有
婚后多年不生或是家中无男
丁，此时家人便就会到附近寺
庙烧香祈求添丁增口。表达求
子心愿也成为民间剪纸最常见
的题材之一，其中一种方法是
在夫妇卧房内张贴关于求子的
剪纸。

最常见的植物类剪纸题
材，比如石榴，剪一个或是多个
裂开皮的石榴，里边露出石榴
籽，被称为“榴开百子”。葫芦，
在古代它就是生育的象征，在

《诗经·大雅·绵》便有：“绵绵瓜
瓞，民之初生，自土沮漆”之句。
汉族及南方部分少数民族的先
民都把葫芦看作是人类的始
祖，闻一多曾在《神话与诗》一
文中说：“至于为什么以始祖为
葫芦的化身，我想是因为瓜类
多子，是子孙繁衍的最妙的象
征，故取以相比拟。”葡萄，剪一
颗挂满果实的葡萄树，上边再

配几只老鼠，老鼠拥有极强的
生育能力。人物类剪纸题材如
观音送子、连生贵子(一个娃娃
手持一笙，身后再配以莲花)或
是百子图(剪出百张不同造型
的娃娃)，五子登科。另有民间
常用麒麟送子的传统题材，民
间认为神兽麒麟的出现是人间
吉兆，求拜麒麟可生育得子，正
如风俗诗中所唱：“妇人围龙可
受胎，痴心求子亦奇哉；真龙不
及纸龙好，能作麒麟送子来。”
在育儿的过程中，妇女们经常
也会创作剪制一些动物题材的
剪纸作品，表达她们对孩子的
希望和母子之情，如“母鸡孵小
鸡”、“老牛舔犊”。

在胶东一带孩子出生三天
后，赶在太阳刚升起的时候，要
在自家大门楼给孩子举行简单
的挂旗仪式，在《礼记·内则》中
载，“子生，男子设弧于门左，女
子设帨于门右。”意思为如果生
了男孩，则要在室门左方悬一
副弓；如果是女孩，就要在室门
右方悬帨(帨是女子所用的佩
巾)。显然，弓与帨，具有鲜明的
性别特征和男女方位特征。

弓箭是由桃树枝做的弓
(桃木在民间有避邪镇宅之
用，被称为神木)，梨树枝做的
箭，桃树枝取回后将首尾两
端向里收拢做成弯弓之状，
后用红绳将首尾相连系好。
弓和箭都需用大红纸整个缠
绕起来，不能留下空白。梨树
制作的 箭 要 放 在 弓 的 正 中
央，箭头要用蓝色绸缎布包
好里面要塞满棉花，然后在
外边贴上用金银箔剪好的圆
形团寿。在梨树箭的两边还
要平均地各放两根红筷子，
也做箭之用，筷子前端需要

粘上用金银箔剪的箭头。
整个弓箭上还要绑上松

枝、竹子和大葱，松枝意为孩
子能够经得起风雨、严寒，长
命百岁；竹子意在孩子以后成
长能够像竹子一样节节高升；
大葱意为孩子能够像葱一样拥
有坚强的生命力，“葱”与“聪”
谐音又意为聪明之意。整个弓
箭下方还垂有一块方形红布，
红布的两个下角各缝一枚铜
钱，布前面的正中央为一个五
福捧寿的传统造型由金银箔
剪成，并配有四个金银箔剪
的直角花，组成一个完整的
画面。红布的后面造型及内
容相对比较简单，有的用金
银 箔 剪 成“ 长 命 百 岁 ”四 个
字，有的则用金银箔剪成双
喜，喜字左右两边配有龙凤，
为龙凤呈祥之意。与红布做
伴的还有用红绳扎成一体垂
直的中国结、五吊钱和五色

布。弓箭的左右两边还要垂
有用红纸剪成的两个如碗口
大小的纸花球，这才是一个
完整的弓箭，最后将悬于大
门楼的左上方。

在部分地区除了扎弓箭以
外，还要做一面红旗插到院子
里，红旗上也要贴上由金银箔
剪成的“志在四方”、“志存高
远”、“鹏程万里”或是“前程似
锦”的剪纸字样。男孩要挂弓
箭，女孩则相对简单，除了没有
上述的弓与箭剩余的都有。在
过去如果生了女孩，是一件很
扫兴的事情，挂旗多由媳妇娘
家给挂。要悬于大门楼的右上
方。挂弓箭和旗时，有的地方一
并还要鸣放鞭炮。挂弓箭和旗
就是挂了一个生孩子的标志，
昭示乡村四邻，我们家“大喜”、

“有后”了。弓箭和旗要待过百
日后才方可取下，拿回家挂在
房梁之上。

方寸之间

民国胶东窗染花“五子登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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