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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长在上海，小时候的早餐几乎
都是一套大饼油条，因为那时粮食紧
张，家里兄妹多，粮票不够用，但唯独
早上的大饼油条不需粮票，价格稍微
贵几分钱，还需要排长长的队。

每天一早，洗漱完毕，我们兄妹几
个就背着书包去排队，半小时以后就
可以吃上。在店里坐下，服务员会拿
一个大盘子，放着几副大饼和油条，兄
妹们坐在一起，一口烧饼，一口油条，
就着甜豆浆有滋有味地吃起来，等吃
好以后，正赶上上学的时间，哥哥护着
我过完马路，就进课堂了。

油炸的小吃总能给人愉快的享
受。从油条引申开来，还有麻花、巧
果、麻球、油馓子、粢饭糕、油墩子，都
是值得期待的街头美味。

油条，外皮松脆，内部蓬松柔软又
有韧劲。我曾听到妈妈说，在物资不
充裕的年代，早晨能吃上一根油条就
算是改善伙食了。那时我大概四五
岁，单吃油条，那可是败家之举。妈妈
说，以前外婆偶尔会去买上三四根，用

筷子一串。拿回家切成段，码放在盘
子中，蘸酱油吃，再配上点什锦菜，全
家就能吃完早饭了。

后来我懂事了，看见比较富裕的
大家庭里，只有祖父母才有资格常以
红豆莲子羹或纸杯蛋糕之类作早点，
像我们这些“红领巾”，便只有大饼油
条来果腹。说来奇怪，我对于大饼油
条从无反感，天天吃也不厌。

因疫情缘故，在家数月，最近出门
吃到了久违的大饼和油条，虽然没有
豆浆，但还是吃得有滋有味。固然价
格贵了点，不过做工更精细了。

大饼分甜味和咸味两种，椭圆形
的，一面铺满了黑白芝麻，另一面则烘
烤得脆而不焦，恰到好处。甜口的里
面流淌着甜浆，咸口的里面则是油酥，
外脆里酥，一口咬下，酥脆得掉渣。

记得小时候的大饼就做得比较粗
犷，螺旋形的大饼上面，只有三三两两
的芝麻，几根葱叶，盐粒很粗，没有化
开，吃到嘴里的大饼，有时齁咸，有时
无味。然而就是这般，裹上油条，我们
都吃得津津有味，如果没有豆浆佐餐，
也觉得意犹未尽。

那时看着师傅烘烤大饼的方式真
可谓惊心动魄。师傅将加工好的材
料摊在手心，抹上凉水，快速将手伸进
炉子里，往炉壁上一贴就行了。虽然
看着他动作很轻松，但是炉子内灼热，
手指碰一下炉壁就会掉一层皮。整个
过程犹如火中取栗，险象环生。

咸浆也是大饼油条的绝配。一碗
咸浆，里面放榨菜、紫菜、虾皮、脆油
条、辣油、盐、味精等。一碗上桌，白色
的豆浆里面飘着红色的辣油，绿色的

葱花，粉色的虾皮，褐色的油条，豆浆
遇见盐成了豆花，一勺舀上来，就像色
彩斑斓的琼浆玉液，趁热送入口中，顿
时觉得人生此刻心满意足！

如今物资丰富了，有火腿、鸡蛋、
牛油面包以及咖啡、水果搭配的早餐，
但我心里怀念的仍是大饼油条。

同学中年旅居海外，但对于家乡
的烟火气念念不忘。每次回家，临走
都要带走许多大饼油条存在冰柜里，
放在烤箱或电锅里一烤，便觉得美不
可言，如同身在家乡。细究起来，大饼
油条只是脂肪、淀粉、盐和糖，从营养
学来看，不能构成一份平衡的营养食
品。但是多年习惯，对此不能忘情，大
家觉得这就是家乡滋味。

烟火气是柴米油盐酱醋茶的琐碎
日常，因为这些日常，无论身处何种境
地，总能寻回对生活的热忱。烟火气
里藏着生命的温暖，藏着人生的诸多
幸福。人们对大饼油条的情怀，不单
是那熟悉的味道，也是对人和事的牵
挂，以及对生活的憧憬吧。

万航渡路是我人生的起点，上海
这座城市的大街小巷留下了无数我成
长的足印。我走过日本大阪留学打工
的路，走过回国创业摄影采访的路，走
过地震灾区救死扶伤的路，也走过人
生没路可走而柳暗花明的路。

在大上海纵横交错的地图版块上，
有一条不算太起眼但有一定“资历”的
马路，它就是让我走出人生第一步的万
航渡路。回头看这辈子一路风尘一路
汗水走过的漫漫长路，我心里最难忘的
还是这条当初来时的童年小路。

万航渡路在历史上叫“极司菲尔
路”，1943年后改名“梵皇渡路”，它以
苏州河上的一个渡口命名。一直到
1964年，以谐音改名为“万航渡路”。
它东邻静安寺百乐门，西接曹家渡华
东政法大学（原圣约翰大学），是上海
滩上一条东西走向、全长4830米的百
年老街。

印象中这条街有一种错综迷离似
有似无的感觉，一些沿街的商铺背后，
会让你不经意间发现隐藏在某个角落
里的老别墅、老洋房、老弄堂、老式公
寓，还有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新式
里弄。在童年的记忆里，那些熟悉的
门窗里头，时不时地会露出几个小脑
袋和稚嫩的应答声。那些弄堂、天井、
楼道是儿时玩耍的天地，弹硌路上木
拖板的踢踏声是童年最好听的回声。

“三义坊”“长乐坊”“中行别墅”
“华村”，还有我被全托的幼儿园，那个
大草坪大洋房。这些有着明显上海地
域特点的建筑群里，曾经居住过不同
年代的名人，如：胡适、张元济、盛宣怀
等。也有各个阶层不同职业的人士，
如教师、医生、银行职员，还有开洗染
坊、小百货、烟纸店的小业主和散落在
各处的普通劳动者。

万航渡路，让成长中的我慢慢记
住了这条路上的许多人和发生的许多
事。我渐渐弄明白了动画片《大闹天
宫》里一直让我魂牵梦绕的孙悟空并
不是“住在”美影厂灰色大铁门里的。
也总是记得小时候，一旦哭闹被大人
们一句“扔进对面水牢里”而吓住。与
我家隔着一条马路对面的，是在中国
历史上能够记上一笔的“76号魔窟”，
那是抗战时曾经关押过无数革命志士
的汪精卫特务机关。新中国成立后它
回到人民的手里，原址曾先后被用作
万航渡路小学、建东中学和静安区职
业学校。

当然，这条路上最让我刻骨铭心
的，是那里有我们家族的老宅，万航渡
路446号。曾经的极司菲尔路75号，
和“76号魔窟”是对门邻居，上海解放
前夕，这里曾经是地下党的交通站。
这里还有一段我童年时代和死神擦肩
而过的经历。小时候，家里无人照看，
我从托儿所到幼儿园，常年被全托着

直到上小学，万航渡路上的“和平新
村”10号便是当年我待过的托儿所。
因为我一直是园内最大的孩子，又常
常是阿姨老师们的小帮手，所以我比
一般孩子要多一些自由，当年正是这
份自由差一点送了我的小命。

那是一个秋天的下午，老师们正
忙着给起床后的小朋友分点心，我带
着一个小男孩偷偷溜出了后门，只为
了要把隔壁窗台上的一盆花看个究
竟。为了满足自己的好奇心，我爬到
了窗下的一口井上面，站在那井盖上，
我高兴得又叫又跳，没想到，险情就此
发生。那木头井盖经不住我的折腾，
扑通一声，连人带盖掉了下去。黑洞
洞的井下世界里只看到头顶上明晃晃
的水波，还没弄明白怎么回事的我脑
子里已经是一片空白，手脚不停地顺
着水波晃动着。没过几分钟，那明晃
晃的光环里突然伸下了一根黑乎乎的
竹竿，只听到头顶上一片惊慌的叫喊
声：“快抓牢啊！快抓牢啊！”一种求生
的本能让我紧紧抱住了那根救命的竹
竿，一个小生命就这样不可思议地给
捞了上来，被阿姨们抱上来的我呆呆
地看着周围哭着笑着乱成一团的人
们。后来是否被送去医院了？这一肚
子的水又是怎么出来的？我已经不记
得了。

惊吓过后的很长一段日子里，我
常常会梦见那惊心动魄的一幕，尤其

是头顶上那明晃晃的水波和水波里那
根伸下来的竹竿。我一直不敢想象，
如果那天我是一个人在井上玩，如果那
个小男孩没有去报信，如果那根救命的
竹竿不够长，不管心里有过多少个如
果，这一幕让我彻底明白，生与死的一
步之遥是那样的偶然。它让我经常反
思，这不寻常的“洗礼”是上苍给了我再
生的希望，是否应该倍加珍惜？

好多年后，我带着男友重回故地
去看了那口井，井口上早已盖上了厚
厚的一块水泥板，那次我被救起之后，
这口井就没再被使用过。假如说“大
难不死，必有后福”能够应验的话，我
的人生是否真的会拥有一种“福分”？
几十年后的一天，我偶然路过和平新
村，特意寻访故地，那口差点要了我的
命的井已经不见了，那门、那窗的比例
也明显“缩小”了。

万航渡路是我人生的起点，上海
这座城市的大街小巷留下了无数我成
长的足印。无数次的同学结伴而行，
那是上学的路上；无数次的穿越清晨
和黄昏，那是上班的路上。我走过日
本大阪留学打工的路，走过回国创业
摄影采访的路，走过地震灾区救死扶
伤的路，也走过人生没路可走而柳暗
花明的路。

万航渡路，我童年的路，一条刻骨
铭心的路。

（丹孃，上海市摄影家协会会员，
上海市作家协会会员，上海女摄影家
协会副会长，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
首席摄影师）

本栏目由静安区作家协会特约刊登

● 静待花开 ○ 丹孃

万航渡路一口井

在苏州古镇中，锦溪名头虽排在
中列，但她却是一座拥有两千多年历
史的江南古镇，享有“中国民间博物
馆之乡”的美誉。

锦溪水乡，并非浪得虚名，它东
临淀山湖，西依澄湖，南靠五保湖，北
有矾清湖、白莲湖。古镇有大小湖泊
16个，河道238条，湖荡密布，河巷
纵横，民居依水而筑，36座小桥衔接
街巷，沿河有一排青瓦白墙，不远处
便有一个水埠码头。文学家沈从文
于1976年因唐山大地震移居于锦
溪，他最醉心的便是观看窗下的流
水，他说：“家乡的沅水，好比是赤膊
拉纤的男子汉；而锦溪水，仿佛是睡
梦的少女。”

锦溪曾名陈墓，南宋隆兴元年，
南宋太子赵玮率兵抗金，途中他的宠
妃陈氏病殁，因陈妃生前特别喜欢锦
溪这块风水宝地，赵玮便在锦溪立水
冢葬了她。后赵玮当上宋孝宗，他命
人在陈妃墓旁，建了通神御院、莲池
禅院、里和桥。明朝又建了天水桥与
文昌阁，清朝则建普庆桥，这些古建
筑各有可观之处。

但锦溪最出名的是建了多处博
物馆，而各种民间展馆之多，可位列
江南古镇之首。

在众多民间收藏展馆中，“中国
古砖瓦博物馆”最负盛名，它的建成
还与明代智者刘伯温有关。朱元璋
在南京登基后，精通天文地理八卦的
军师刘伯温便去江南各地巡视民风，
路过锦溪，为之震撼。锦溪河宛如一
条巨龙，其支流似四条龙爪在古镇四
面伸出，镇南的菱河塘恰似龙嘴，而
莲池禅院就如含在龙嘴里的一颗夜
明珠。

刘伯温细细观望后大吃一惊。
他想朱元璋生性多疑，如果锦溪冒出
一条真龙，岂非大明江山不保？于是
刘伯温命人在锦溪河的四条支流上，
建了八座对称的石牌楼，欲将龙爪锁
住，又在龙嘴上造了一座庙宇，即锁
住龙嘴中的那颗夜明珠。刘伯温还
不放心，便令当地官吏在锦溪古镇造
了上百个制坯烧窑的作坊，意思是锦
溪的千军万马变成千砖万瓦。于是
乎，锦溪便成了中国的砖瓦之乡，后
来便演变出了“中国古砖瓦博物
馆”。这个馆内珍藏了从秦砖汉瓦、
六朝板瓦、西晋纪年砖、宋代凿榫井
砖至明清民国时期的青砖，一应俱
全，具有相当的文化内涵，锦溪至今
尚存各式古窑15座。

陶瓷馆、钱币馆、紫砂馆、古董
馆、篆刻馆、书画艺术馆、锦溪杰出人
物馆内的藏品，也大有来头，令人目
不暇接。如紫砂馆内有明代紫砂巨
匠时大彬的提梁壶、蜚声海外的“曼
生十八壶”与顾景舟制作的紫砂壶。
古玩馆则收藏了自春秋战国至今的
历代水盂精品达800件，北宋越窑的
三足蟾蜍水盂与清代葛明祥、葛源祥
兄弟制作的“宝石釉”“虎貔貅”水盂，
更是精致雅观，弥足珍贵。另有近代
著名画家、围棋国手陆曙轮先生的故
居“柿园”，也值得游人浏览雅玩。

锦溪展馆之美，缘于群山环抱的
古镇，虽屡经沧桑，几遭破坏，但仍遗
存着明清至民国初的典型江南民宅
建筑的精华。四合院、水墙门、吊脚
楼、落水廊棚与各式廊坊，令人有穿
越之感，让观者心中的诗意荡漾于思
绪，回味历史，顿生沧桑之感。

● 旅人走笔 ○ 曹正文

锦溪展馆

父亲少年失却怙恃。
自从被慈姐带到上海谋生后，宁

波奉化庙后周老家那边，已是至亲飘
零，除了去看望过嫁在宁波鄞县的大
姐外，父亲几乎没回过老家。但这不
影响他对故乡的挂念，父亲心里梦里
永远有一个挥之不去的乡愁。

离开了故乡的父亲，历经上海几
十载风雨春秋，他说话已是一口绵软
的上海话，只是话语底蕴里依旧有

“石骨铁硬”的宁波乡音支撑。
阔别了老家的父亲，骨子里还是

一个“老宁波”。
年幼时，我有过一次随父母去宁

波奉化乡下的依稀记忆。现在，我的
父亲再也不能去他故乡了。老人家
根生于奉化，魂已安息于上海。父亲
平素说的乡音却仍在我耳边萦绕。

吃到或说起芋艿，父亲时而会念
叨起一句话：“走过三关六码头，吃过
奉化芋艿头。”哪里的芋艿头都不如
家乡的好吃，这是父亲的心头好。

一些寻常吃食在父亲嘴里也有不
一样的叫法。糕点“油枣”，谓之“祭灶
果”；油氽花生米，说是“油氽果肉”……
在食物匮乏的年月，一个“肉”字，让油
光亮泽的“油氽果肉”倍添香美。

糕点“油枣”也好吃。但把“油
枣”叫成“祭灶果”，我以前一直不得
其解。这是父亲口语，只听其声，不
知其词。后查阅才明白，“祭灶果”原
来是乡间祭灶王爷时摆放的一种供

品。怪不得以前清贫年间，年幼的我
一般在年节时才会吃到油甜香脆的

“祭灶果”。花生米称之为果肉，所以
仿若带壳花生一样长条大小的油枣
也叫“祭灶果”。父亲家乡的这些食
物叫法真的好形象啊。

宁波滨海下饭（菜肴）海产品多，
不仅有大家知晓和喜欢的咸菜大汤
黄鱼、炝蟹、蟹糊、黄泥螺，还有鳗鲞、
乌狼鲞烧肉……什么是乌狼鲞？就
是河豚鱼干，宁波人叫河豚为乌狼
鱼。父亲心里还惦记着一种体形小
小的、蹦跳不已的海产品——海滩滩
涂上的弹涂鱼，宁波人称之为“弹
胡”，也叫“跳干”。说到弹涂鱼的美
味，父亲口里就会弹出一句家乡老
话：“下江弹胡别别跳”。

宁波人好咸味。入味的下饭（菜
肴），父亲谓之煞饭的“压饭榔头”。
咸咸的菜肴像一把榔头捶饭，饭怎能
吃得不爽快？

父亲离我们远去了，但他老人家
生前说的一些家乡老话还一直回荡
在我心里。“猢狲得玉石，忙煞
勒。”——形容一个人得到一样物件
时，爱不释手的欢喜情状。“冬冷不算
冷，春冷冻死昂（牛）。”——说的是春
寒料峭时，特别需要防寒保暖。“笨贼
偷捣臼。”——是讽喻做事不思考，做
不该做、不值得做的事。

父亲话语中的乡音乡语，拼成了
父亲留给我的乡愁。

● 往事如歌 ○ 周云海

父亲的乡音

时序的指针转向了盛夏
少女的裙摆
在街上，婀娜舞蹈
一声声蝉鸣，随风飘散
一朵朵荷花，为青蛙撑伞
阳光与万物热情分享
季节的慷慨

打开心窗，接纳欢乐和悲伤
任往事，云卷云舒
让思绪，沉入大海
蓝色的画布裹藏起
长夜的寂寞。点点星光
听得见，浪涌、涛回
看得见，花落、花开

渔舟逐云 （油画棒作品） 朱蕊

● 新诗撷萃 ○ 崖丽娟

夏至

● 生活圆桌 ○ 李牧

大饼油条里的烟火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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饼干是“大众情人”，携带又方便，
因而成了人见人爱的零食。我也不例
外，打小就喜欢。松脆又甜香的各式
饼干已成为我永久的味蕾记忆。

记得20世纪六七十年代，每当路
过上海益民食品厂时，空气里总是飘
荡着饼干的香甜味儿，惹得我口水泛
滥。小时候最迷恋的是由康泰食品厂
生产的饼干。记得装在一个防潮的铁
盒里，四周都印着各式饼干的彩色花
纹，还有“康泰食品厂”等字样。有一
个能照得见人影的古铜色盖子，严丝
合缝地盖在饼干桶上，以确保饼干永

远保持松脆的特性。由于饼干味道
好，造型除了圆、方等大众形状，还有
猫、狗、鸡、兔等动物形象，因而成为那
时孩子们的首选零食。

过去的两个月，人们被疫情锁住
了脚步。因时间富余，且打小就有饼
干情结，就试着学做饼干。其实饼干
的用料很简单，只需要准备低筋面粉、

糖粉、鸡蛋黄、黄油等食材便可开工。
在女儿的指点下，先将冷藏的黄

油室温软化，再加入糖粉进行“打发”，
待黄油发白体积至两倍大即可。接下
来放入蛋黄搅拌均匀。再筛入低筋面
粉，加入牛奶搅拌均匀，装入裱花袋，挤
入烤盘后，再用镌刻着花纹的多格“铁
印”在上面轻轻地压一下，然后放进烤

箱里高温炙烤约25分钟，便可出炉。
这时一股饼干香味就溢满了整个厨
房。冷却后再倒入碟子，取一块尝尝，
绝对是小时候吃过的味道。

实践出真知，原来那令人百吃不
厌的饼干就是这样制作出来的。如
今，随着饼干制作工艺越来越先进，人
们的口味越来越多元，饼干的种类也
越来越多。有海苔低糖饼干、三牛椒
盐饼干、大黄油饼干、巧克力饼干、咸
味香葱饼干、压缩饼干、焦糖饼干、碱
水饼干等，但小时候那种甜甜香香的
味道却永远不会忘怀。

● 风味人间 ○ 景青

学做饼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