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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PPLEMENT东方明珠

炉火，大抵是冬日里最具烟火气的

存在了。“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

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炉火所带来的

温暖，总是让人怀念。

自打我记事起，每当过了立冬，原本

闲置在角落的红泥小火炉就会被外婆重

新翻找出来，成为这个冬天里必不可少

的物件。我对这个小小的火炉有着十分

深厚的感情，总是喜欢坐在院子里摆弄

它。

火炉样式极简单，小巧中透着几分

拙朴，显得十分秀气。炉身上方一圈烟

熏后浓郁的黑色，宛如一层老物件的包

浆，无声地述说着流逝的年华。火炉就

是一个能让人轻易感受到温暖的物件，

即便还未被点燃。

外婆点炉火自有她的诀窍。先将一

小捆细小的松枝和木棍引燃，再配上蒲

扇扇出力道均匀的风，火膛里的几块木

炭很快就能点着了。

点燃的木炭通体透着亮红色，火苗

耀眼又跳跃，伴随着噼噼啪啪的声响和

一股淡淡的果木香气，给原本寂静的冬

日小院平添了几分烟火气。

那时我年纪还小，爱搬个小板凳，紧

挨着外婆的藤椅，同外婆一起围炉而

坐。我总是坐不住，在屋里屋外跑来跑

去，惦记着找些奇奇怪怪的零嘴儿烤着

吃。

大多数的时候，我总是被外婆揽在

怀里，和她一起说笑，随手抓些烤好的板

栗和年糕塞进嘴里，也一起默默地看着

炉火慢慢地烧，连带着周围的空气都在

午后的时光里，一点点变得温暖、热烈起

来。

不管炉火上烤的零食怎么变，煮茶

的主角永远是那把外公留下来的旧陶

壶。在炉火上温火煮茶是件需要耐心的

慢活，但外婆始终不急不慢。外婆在意

的，好似不是在小院里喝上一壶热茶，而

只是静静地看着炉火，就像看着一段过

去的时光。

等到茶汤浓郁，香味四溢，外婆就会

把我从腿上放下，倒出一小碗清澈的茶

汤晾凉。我会在外婆掏出老花镜戴上的

时候，赶紧抓起一条刚烤好的年糕，识趣

地跑开。

小口啜茶的外婆总是这样，喜欢一

个人静静地在院子里看报，或是摩挲着

外公少有的几张相片翻来覆去地看了又

看。这是一天里为数不多的，只属于外

婆的时刻。

即便如今，火炉早已不是生活的必

备品了，外婆依旧会在每个冬日的下午，

默默地点上那个红泥小火炉。这一抹亮

眼的炉火对于外婆而言，或许就是一天

中最温暖的光亮。

炉火热烈，能带来许多温暖；炉火很

小，却能承载许多思念。正是因为感受

过这样的温暖，我从不觉得冬日冗长。

炉火，是藏在时光里的乐趣，也是冬

日里最好的慰藉。

“怎么只有雪菜，没有牛肚呢？”点了牛

肚雪菜，盘子里翻个遍，没牛肚，客人要“打

翻桩”（找麻烦）。

浦东老港有牛肚村，广种雪里蕻，腌成

的咸菜冠上产地名，称“牛肚雪菜”。此“牛

肚”非彼“牛肚”。可能是饭店、酒家借牛肚

雪菜的名气造噱头。就如西北的“炒羊

杂”，配有舌头、耳朵，命名“谝传子”，搞得

客人云里雾里。“谝传子”是西北方言，与上

海话的“谈山海经”、东北话的“唠嗑”一个

意思。

因为雪菜，和别人真的唠过一次嗑。

一日，有东北客人来宾馆就餐。水饺上桌，

一吃，就“翻毛腔”（不高兴了）。怎么是咸

菜的，咋不是大肉的？服务员解释是本地

特色雪菜馅的，客人还是无法认同，只好领

着去点心间看个究竟，并将桌上的雪菜塌

饼让他们尝了尝。餐后送出门，每人送了

一打小袋的牛肚雪菜，东北客人后来成了

宾馆的老常客。

雪里蕻，在北方，秋冬季叶子变为紫红

色，称“雪里红”。在南方，很少见到紫红色

的，故为“雪里蕻”。清代《随息居饮食谱》

有写：“一名雪里红，晴日川之，晾至干瘪，

每百斤以燥盐5斤，压实腌之。”

在浦东，雪菜的腌制与古籍记载的相

似。

秋冬之交，种下雪里蕻，来年开春，采

收腌制。先阴两三日，去老旁黄叶。再一

层菜一层粗粒盐，反复碾揉，层层叠叠装入

陶土的缸里，压上石头。趁着好春光，晒两

天太阳。然后，从缸中捞出，挤干水分，将

雪菜入甏，揿紧压实，用菜泥封口。剩下的

事情就交给乳酸菌。日出日落，短一旬，长

两月，乳酸菌分解了淀粉、蛋白质，积累了

乳酸和氨基酸。雪菜由辛辣变得温和，品

质变黄、变脆、变酸。敲开泥封，满甏的香

鲜。

腌好的雪菜，便当的是炒来吃，配上新

鲜货更好。

清明时节的竹笋，五一节前后的嫩蚕

豆，中秋时令的毛豆，都是雪菜的好搭档，

所谓“逢熟吃熟”——地里有啥就吃啥。雪

菜切末，两者同炒。鲜货搭咸货，咸鲜酸

爽，味道“蛮崭呃”（挺好的）。

论吃雪菜的门槛，当数袁枚最精。他

在《随园食单》中讲：“冬芥名雪里红。一法

整腌，以淡为佳；一法取心风干，斩碎，腌入

瓶中……煮鳗、煮鲫鱼最佳。”

惠南的“咸菜烧黑鱼”，久负盛名，每日

顾客盈门，放雪菜红烧的黑鱼鲜美无比，真

有“打耳光勿放”的劲道。不知是不是得了

袁枚老先生的秘籍，让这道菜红了半个浦

东。

用甏腌的雪菜，越陈越香。雪菜梗会

透明，开亮口，发出诱人的黄色。这和黄酒

一样，陈酿的总是醇厚。

如果要换一种口味，可以腌制“新咸

菜”。雪里蕻地里采来，加盐揉透。只需静

腌两三日，即可杀辛去辣，留住碧绿颜色，

保有清香之气。

腌好的新雪菜，多用梗，少留叶，切

成末子。配上肉丝、冬笋丝。旺火热油，

煸香肉丝，下冬笋，加入雪菜，三翻两

颠。起锅前滴几滴麻油，雪菜冬笋肉丝，

大功告成。就麦籼粥，当面浇头，无所不

可。鲜美中不乏新气象，本帮菜里的小

清新。

烧此菜，不要加盐，雪菜里有咸味，否

则“齁板头”（齁嗓子）。

雪菜当配料，可“兼济天下”，百搭，荤

素皆宜。黄鱼汤里的雪菜，去腥，吊鲜。炒

年糕配的雪菜，能定味，还配色。这会雪菜

就是个“好和头”（好人），只做帮忙的事情，

不会喧宾夺主。

雪菜单炒，曰之“独善其身”。酸爽直

率，开胃提食欲，顶顶好的“压饭榔头”，解

决过许多困难家庭的助餐问题。

雪里蕻，芥菜的一种，俗称辣菜。寻常

之物，品质粗劣。是腌制和陈化让它蜕变，

赋予鲜爽的特性，符合了国人“食以鲜为

贵”的饮食习惯。为此，雪菜还登过大雅之

堂，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宴会，

上了一道“雪菜豆板酥”。

牛肚雪菜
□桂建强

上世纪 50年代末，我读小学五年级

时，地理老师告诉我们，上海由浦西浦东

两大块土地构成，我们在浦西，各方面都

比较发达；浦东由于交通不便，相对比较

落后。我还从未去过浦东，从那天起，我

就向往着有朝一日能渡过黄浦江，踏上那

片神秘的土地。

后来，我读初中一年级时，二表哥从

海军部队复员，在复兴岛上开轮渡。他邀

我乘船到对岸浦东去玩，顿时勾起了藏在

我内心的欲望。征得妈妈同意后，五月的

一个星期天，我兴致勃勃地走出家门，开

始了浦江两岸一日游。

我先乘 13路无轨电车抵达提篮桥，

再换乘 8路有轨电车沿着杨树浦路前往

复兴岛。

电车在“叮当叮当”的伴奏中徐徐缓

行。隔着玻璃窗朝外望去，沿江一侧好气

派，大工厂、大吊车、老码头一字摆开。一

位老爷爷正在向他的小孙子解说：这是自

来水厂，那是造船厂，还有煤气厂。我专

心听着，听到肥皂厂和纺织厂时，昂首极

目眺望。因为爸妈说过，年轻时曾分别在

这两家工厂工作过。我竭力寻找他们当

年留下过的痕迹。

“定海桥站到了！去复兴岛换乘轮渡

的乘客请下车！”

在售票员阿姨的招呼下，我下了车，

步行走过定海桥。

“过了定海桥，就是复兴岛。那里有

个公园，可以看看。”我按照二表哥电话里

的关照，找到了公园。表面看，它与市区

的公园相仿，树木参天，繁花似锦。仔细

看，花木更茂盛，环境更幽雅。

进公园要收门票，我舍不得花钱，只

好踮起脚尖朝内张望。

离开公园，拐弯往前走就是轮渡码

头。听说是来找表哥的，人家放我上了

栈桥。站在桥上放眼远望，黄浦江江面

宽阔，波涛滚滚，相当雄伟。江面上千船

竞发，百舸争流。蓝天下，几只沙鸥扑打

着翅膀自由飞翔。正当我陶醉于这美丽

景色时，轮渡船从对岸驰过来了，表哥下

船来接我。他径直带我登上驾驶台，介

绍他的岗位。在“叮铃铃”的铃声催促

下，表哥掌着舵驾着船横渡过浩浩荡荡的

黄浦江。靠岸后，表哥塞给我几角钱，关

照我乘坐小火车兜一圈，体验浦东的味

道。

浦东这头的码头叫做“庆宁寺”，很热

闹，卖水果、小吃的比复兴岛那头多。许

多乘客都挤着一个摊头买高桥松饼，我也

掏出五分钱买了一只，香喷喷，特好吃。

出了码头就是上川铁路的起点站。

也许是我家靠近老北站，世面见得多的原

因，眼前这个火车站简直就是袖珍版的。

再看看火车头，倒还雄壮。车厢呢？也是

绿皮的，只是稍微陈旧点罢了。

我买了火车票上车，坐了 3站路在金

家桥车站下车，出站看了一会，目睹了这

块神秘土地的大致模样：果然与咱浦西大

不相同，几乎到处都是农田，很远处才能

够看到几根大烟囱。满足了两年多的夙

愿后，我原路返回。

当时谁也不曾想到，几十年后乘浦东

开发的东风，我从遥远的江西返回家乡，

进了陆家嘴一所中学从教，连续教了五届

高中学子，也为浦东的开发开放献出了一

份绵薄的力量。

点绛唇·

流光隐隐

流光隐隐，划破暗夜千

丝丽。万条虹路，精灵翻飞

戏。

可 堪 寻 踪 ，游 彩 何 飘

逸。墨色里，华妆如洗。悄

隐于天际。

蝶恋花·

桂雨潇潇香径锦

桂雨潇潇香径锦。踏步

垂怜，乱叶传秋信。金风枝

头余味尽，清韵悠然入人心。

莫效绛珠葬花勤。草木

知秋，新岁重佳音。日月滋

养风作引，四时变幻四时缤。

行香子·

细细游香

细细游香，行远犹长。

寻味走，蜂舞蝶忙。串串锦

粒，华冠霓裳。有丹桂红，银

桂白，金桂黄。

佯嗅回望，摄录秋光。

悄折枝，插瓶留芳。摘蕊藏

袋，酿酒煮汤。看惜花人，采

花客，食花娘。

秋天最诱人的味道，一定是糖炒栗

子的香甜。

“寒谷梨应重，秋林栗更肥。”板栗的

张扬外表与细腻内心截然不同，饱满的

圆球挂在枝头，周身布满青黄色的刺，就

像中二少年，看着就扎手。

等它们开了缝，将深红色的内心袒

露出来，就到了成熟的时候。用长竹竿

轻轻一敲，板栗就落到了林间松软的土

地上。

不炒的栗子也是能吃的，只是得细

细地剥去内里的皮，是脆嫩清香的口

感。生板栗晒一晒，吹几日，就是风干栗

子。

《红楼梦》里袭人在怡红院哄宝玉：

“我只想风干栗子吃，你替我剥栗子吃。”

原是农家最朴实的味道，在文人笔下就

多出风雅和情调来。

栗子在中国人的食谱上历时已

久，最早可追溯到先秦时期，曾一度被

当作解决温饱的粮食，也被当作药材，

有护肾驱寒的效用。陆游在《老学庵笔

记》里写：“故都李和炒栗，名闻四方。

他人百计效之，终不可及。”纸醉金迷

的东京繁华早已烟消云散，但人们对

糖炒栗子的喜欢却代代相传，延续至

今。

儿时我住的弄堂口有一家炒货店，

每到深秋时节，个头不高的老板就在店

外支起一口大锅，栗子与掺了蜜糖的黑

色小石头一起在里面炒得哗哗作响。混

着桂花的甜味带了热度穿透秋风，飘满

了整条街巷，直往人心里钻去。我总是

连求带闹，将脚步放得比蜗牛还慢，非要

母亲买上半斤才罢休。

热气腾腾的栗子装进牛皮纸袋，在

路灯下显出棕红色的油亮润泽，捧在手

里很有分量。浓郁的焦糖香气仿佛有

勾人的魔力，让人忘记黑暗，忘记寒冷，

满心满眼都是即将品尝到的软糯绵

密。

栗子炒透了就好剥开，两个指头顶

着裂口一捏，黄澄的栗子肉就饱满完整

地滚到掌心。汪曾祺写：“在昆明吃炒栗

子，吃完了非洗手不可，——指头上沾得

都是糖。”母亲可并不稀罕我这么点与汪

老先生相同的经历，她总是将我的手指

一根根擦净，再将自己剥好的栗子推到

我面前。

后来有一年秋天我独在异地，走着

走着竟闻到糖炒栗子的香味。北方的栗

子吃起来好像比南方稍硬一些，但熟悉

的味道还是将我带回了灯火可亲、家人

团坐的记忆里，一时间心便被温暖幸福

包裹了。

张爱玲说：“糖炒板栗就是这样，

是情绪化的、爱情的零食。”糖炒栗子

不仅是美食，更是一份情感的寄托，对

我而言，那是对故乡的思念。

浓浓的栗香是秋日的独有浪漫。哪

怕寒风再凛冽，只要手里是暖的，胃里是

暖的，心里是暖的，生活便是美好与值得

期待的。

忆儿时浦江两岸游
□陈泽锋

藏在炉火里的时光
□徐雨昕

栗香情浓正逢秋
□周心笛

秋日偶得
□赵晓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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