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苤 蓝
【饮馔琐忆】

□白水/文 老五/图

小时候过年，最盼望
的事，就是年初二去姥姥
家拜年。姥姥家的表兄弟
多，玩起来热闹。表兄表
弟也都喜欢我去，陪吃、
陪玩，晚上钻一个被窝，
一起挤着睡。母亲在兄妹
们中排行最小，表兄弟中
我虽不是最小的一个，可
他们都宠着我。我也喜欢
被宠。每回去，都要住
下，即便表兄表弟的被窝
凉硬如铁，尿骚刺鼻(也不
知道他们为啥都喜欢尿
炕)，我也还是喜欢和他们
挤在一起，嘁嘁喳喳，嘻
嘻哈哈，一扯就扯上大半
夜，那份尽兴，那份开心，难
忘呀！

拜年时最吸引我的，是
姥姥的压岁钱。虽然只是几
毛钱，那份喜悦，即使后来
工作了第一次领工资也没
它让我激动。三十多年前，
一块钱就可以赶一次像模
像样的大集，置办的货物，
足以累酸你的胳膊。记忆
里，姥姥常年坐在她的屋里
头，一头漂亮的白发，梳得
纹丝不乱，衣服也是干干净
净，板板正正，永远一脸喜
气地坐着，如果再抱上一只
小猫，简直就是冰心奶奶。
姥姥是我这一辈子见过的
最美的老人。

还有让人兴奋的事，那
就是吃了。这一天，姨夫和
姨们齐集，出嫁的表姐跟姐
夫也来，四世同堂，老少同
席，场面壮观。那时候，都
是妗子带着表姐治办这一
年一度的宴席。菜特别丰
盛，大人们吃酒，抽烟，
喝茶，小孩子(在大人撤席
后)可以吃到平时吃不到的
鱼、肉、鸡蛋和馒头。惭
愧的是，吃了那么多年，
许多的美味都没能给我留
下印象，却只牢牢记住了
一个菜：炒苤蓝。

苤蓝，学名球茎甘蓝，
又名玉蔓青，我们那里乡下
就叫“撇拉”。撇拉，可能是
苤蓝谐音叫讹了，在乡间这
是一句特别难听的骂 (女 )

人话。名字不好听，可好吃。
尤其是妗子做的肉丝花生
炒苤蓝，让我至今难忘：苤
蓝切细丝，炒以瘦肉丝，炒
至断生时，加以去皮的熟花
生仁，稍稍翻炒，然后放入
酱油、醋、盐，起锅。苤蓝丝
甜中带酸，香脆可口，花生
米依然脆硬，一硬一脆，搭
配得宜，相得益彰。吃起来
特别有咬头，越嚼越香，回
味无穷。

我之独独记得炒苤蓝，

大概是它的做法新鲜别致。
花生能炒食，就够奢侈了，
还要去皮，炒苤蓝已经不
错，还要加肉丝，加熟花生
仁。啧啧。这一盘炒苤蓝，几
乎成了妗子每年的保留节
目，我一直吃到离开故乡
为止。甚至可以说，炒苤
蓝成了我的外祖家的一个
代名词，每当想起外祖家
就会想起它，而一想起它
就会想起过年时温馨的外
祖家，美丽的姥姥，勤巧
的妗子，亲爱的表兄和表
弟们，还有他们冰凉而又
温暖的被窝。

可是，在我工作的这
边，竟然一直未发现有苤蓝

卖。这更加重了我思乡的蛊
惑。有一年，妻子买了几只
佛手瓜回来，我一时兴起，
以此代苤蓝切丝，炒了一盘
朝思暮想的“肉丝花生苤
蓝”。嗯，还不错，很得苤蓝
的韵致。妻子和儿子一人尝
了一口，摇摇头，古怪地看
我一眼，再也没下第二箸。
剩下的全让我一人独享了，
连汤带汁喝了个一干二净。

现在，妗子快有八十岁
了吧，她老人家过年还做肉
丝花生炒苤蓝么？不知为什
么，我常常无端地想念起妗
子的炒苤蓝，非常想吃一口
她老人家亲手做的肉丝花
生炒苤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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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崂山区王哥庄大馒头，真大。一斤一
个的很普通，三斤一个的也寻常。十几斤一个
的，显然是重量级别的，仍然算不上很大。最大
的重达60多斤，超乎想象，白白胖胖的大馒头，
像一座小山，底部占满了一个大盖垫。王哥庄
人将山东的豪放发挥到极致。大馒头，在崂山
地区的农村，已经流传了五百年。在王哥庄，馒
头不仅大，而且花样繁多。各种造型独特的面
塑，点缀着庄户人平淡的日子，为每一年的春
节带来节日的气氛、喜庆的格调。

王哥庄的巧妇们在传统馒头的基础上，经
过改良、精细加工逐渐形成以大馒头为主打产
品，配以老虎、燕子、锁、圈、福寿桃、元宝、富贵
鱼、枣花糕、花卷、神虫、圣虫等花样馒头。

当馒头慢慢地大起来，花样繁多起来，其
蕴含的民俗涵义也愈加丰富多彩。福禄寿喜系
列馒头，把中国的民俗文化融入到王哥庄的大
馒头之中。祝福的有“福”系列，给老人祝寿的
有“寿”系列，恋人结婚的有“喜”系列，升学提
干的有“禄”系列。

结婚庆典上的枣花山馒头，一层一层，每
一层都镶嵌密密麻麻的大枣。寄托了“早生贵
子”的祝福。孩子出生，过百岁，王哥庄人做出
面燕、圣虫、百岁锁等造型的馒头，祝福孩子健

康平安地成长。为老人祝寿的馒头，则塑造出
仙桃、老虎、富贵猪、神虫等形象，蕴含了寿比
南山福如东海的祝福。

过年了，青岛的人家，都会把王哥庄大馒
头作为必备的年货。除了大馒头、枣饽饽，必须
有面鱼，取“年年有余”之意。过年的面食中必
不可少年糕。年糕有黄、白两色，象征真金白
银。年糕又称“年年糕”，与“年年高”谐音，寓意
着人们的工作和生活一年比一年提高。所以有
诗这样咏年糕：“年糕寓意稍云深，白色如银黄
色金。年岁盼高时时利，虔诚默祝望财临。”

王哥庄大馒头好吃，吃一口就知道为何名
不虚传。有一次，临近年关，我在王哥庄街道的
浦里村采风。在农家小院，吃过王哥庄大馒头
之后坐在午后的阳光下，一位老人用简单而古
朴的茶壶，为我泡了一壶崂山绿茶。饮一杯绿
茶后，望着对面的青山，这位老者打开话匣子，
谈起王哥庄大馒头，如数家珍，滔滔不绝。

老人告诉我，王哥庄大馒头是纯手工制
作。选取当年生产的新鲜小麦作原料，和面时，
加入一定比例的牛奶、鸡蛋、蜂蜜和崂山的清
泉水。发面、揉面、塑形，都是由经验丰富的女
性来做。山泉水、手工揉、大锅蒸、木柴烧，是王
哥庄大馒头的特色。大馒头是用崂山山泉水和
面，木材烧火，在大铁锅上蒸熟。这样，比起用
煤气灶蒸出来的馒头口味纯正丰富。试想，王
哥庄大馒头，那么大的个头，谁家的煤气灶上
能放那么大的笼屉。

一个大铁锅可以放18个大馒头，按照每个1

斤算起来，这一锅就足有18斤。生馒头整齐入
锅，灶里的木材开始熊熊燃烧：“烧柴火是为了
卫生，也是我们的特色，忙起来一天能烧400

斤。”馒头要蒸得好吃也有门道，一开始火要
旺，然后慢慢地减火，把握好火候很关键。

馒头蒸熟后出锅，热气散尽后，一个个饱
满光洁的大馒头，显示出庄严神圣的法相。老
人告诉我，感受品尝王哥庄大馒头的美味，需
要调动全部的感觉，方能体味如此做出来的大
馒头之妙。

首先放在手里掂一掂，感觉大馒头的重
量——— 大馒头在手掌实实在在的感觉，是美味
的前奏。然后，闻一闻，感受大馒头扑鼻的麦香
味道。然后，掰一掰，感觉大馒头的弹性和柔
韧。看一看，掰开的大馒头，可以看出一层一层
的。尝一尝，大馒头鲜嫩松软，而又很有嚼头，
很筋道。最诱人的是大馒头传递出来的麦子面
粉的香味，那是自然的食物的气息(没有食品添
加剂)，那是一层一层的筋道，那是丰满舌尖的
香甜，那是对土地和食物的感恩，当然，也是一
番劳作之后的享受。

告别农家小院时，我在想，王哥庄大馒头，
是几百年来崂山农民的艺术杰作，是一种可以
品尝的文化遗产。大馒头，这种北方的简单的
面食之中，蕴含了山海之美，揉入了淳朴的民
风之美。

每到年底，看到大街小巷的人们拎着年货
回家，尤其是看到王哥庄大馒头的礼盒，我的
心中，总有一种安稳、踏实的感觉，那是这种食
物带给我的满足，还有微小而确定的幸福。

【齐鲁风情】

□柳已青

王哥庄
大馒头

春节话对联【庆新联话】

□王庆新

对联，是中华民族文化
百花园中一枝独具特色的
艺术奇葩，是经过数千年
时光砥砺的优秀文体。

对联以独体汉字的
音、形、义为形成基础，
成为雅俗共赏、老幼咸宜
的民族瑰宝。南朝·梁文学
理论家刘勰《文心雕龙·丽
辞》说它的特点是：“句句相
衔，字字相丽”；《通史·叙事
篇》说它“编字不织，捶句皆
双，修短取均，奇偶相配”。
古今联家概而论之，认为
它的基本特点是由“字数相
等，结构相同，词性相对，平
仄相拗”的一对句子或句子
成分所组成，表达出内容
相同、相反、相近、相关
的特定意义。

随着对联的自身发
展，它经过从最初的《诗
经》、《汉赋》、《楚辞》中对
偶成分到自身独成艺术体
系的漫长演变，并从最初
的纯文学形式逐渐发展成
为今天广泛实用的文体，

单就实用对联而言，除了
文学对联之外，逐步派生
出节日联、行业联、胜迹
联、厅堂联、婚嫁联、寿诞
联、哀挽联、生肖联、建房
联、乔迁联和装饰联等等。
目下，春节将近，那就着重
介绍一下节日对联中独秀
的一枝——— 春联。

春联，属于实用对联
中的节日联，是春节所专
用的一个联种，主要分为
通用春联、时政春联、行
业春联和生肖春联四类。

通用春联：即为城乡
大众普遍应用的春联。其
主题宽泛，大多体现国泰
民安、吉祥福运、和谐欢
欣、前景美好等基本内
涵，表达人们对新一年的
良好愿望和祝福。如：
“瑞气中天春正晓，阳光
坦道驾长风”；“德门义
路祥千里，贤达仁人福万
重”；“万里春风重物
我，千缘泰运报祥祺”等
等，这是老百姓尤其是广

大农村常用的春联。
时政春联：春联内容

多与当时的时政形势紧紧
相切，表达人们对大好形
势的祝颂和期待。这类对
联创作难度较大，原因是
容易形成标语口号似的浅
白弊病，缺乏对联特有的
文采。但有些时政对联写
的还是很好的，如：“四海归
心民纳福，三中报喜党播
春”；“贤达常悔过，廉者不
言贫”；“政令孚民，民本
民生民意；公忠立党，党
风党纪党威”等等，极吻
合当前时政形势。

行业春联：即根据各
行业如农业、工业、财
贸、文教、党政机关、部
门等不同特点撰联，各具
特色，鲜明而准确地体现
行业特征。这类春联要力
避浅显，写出亮点即可生
色。如教育联：“苦经学
海不知苦，勤上书山自恪
勤。”饭店联：“蘸忧乐
炎凉，调人间五味；赏烹

炸蒸炒，品世上一流。”
服务业：“宽怀当信客无
过，大度常思我愧心”等
等，极切合行业特点。

生肖春联：生肖是中
华民族特有的文化元素。
生肖春联即是按照每年的
生肖撰联，既体现生肖物
种的特征，又结合不同生
肖阐述一定的理义。今年
农历是甲午年，也就是马
年，马年的生肖春联还是
丰富多彩的，如：“有道
疾风知劲草，常言骏马奋
轻蹄。”“坦道东风腾骏
马，良图雄势着先鞭。”
“春光万里马追梦，紫气
千条人肇祥”等等。每副
对联都写出了马的雄健，
催人奋进。

对联是两行诗，它可
歌颂真善美，亦抨击假恶
丑；对联是报春花，它点
缀了太平盛世的万紫千
红；对联是吉祥鸟，它以
嘹亮的歌声唱出时代的美
妙之音。

编者按：对联，也称楹联、对子、楹贴等，是以“字数相等、结构相同、词性相对、平仄相拗”为对应特征形成
的文学艺术形式，是正式定名上千年的民族文化优秀文体。它短小精悍，两句成体，表达理义鲜明，可颂可贬，
可谓雅俗共赏，老少咸宜。自它诞生以来，深深植根于民族文化的沃土，繁茂千年，经久不衰，如今更以新的生
机茁壮成长，成为新时代的一枝璀璨多姿的文化奇葩。

本报有幸约请到当代著名对联家王庆新先生，特辟“庆新联话”专栏。该专栏旨在普及对联文化，使广大
读者了解对联、运用对联、创作对联，同时，在欣赏、体味对联艺术中品赏一艺之乐。

王庆新，嘉祥县人，历任中国楹联学会秘书长、副会长，一生致力于对联文化，创作对联3万余副，出版对
联书刊90余部，全国200余处名胜古迹留有其对联作品，曾荣膺“全国联坛十秀”称号。2004年，以一个工作日
创作并书完54副嵌名对联的实绩创世界吉尼斯纪录，保持近十年无人打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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