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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兴与忐忑

隔王慧

接手主编“人文齐鲁”半
年多，看着每天邮箱里越来越
多的稿件，又是高兴又是忐
忑。高兴的是“人文齐鲁”在众
多热心读者和作者的支持下
越来越兴旺；忐忑的是面对越
来越多的稿件，深恐作者为上
不去稿而着急。
“人文齐鲁”每周一期，每

期四个版，一期也就发稿十来
篇，但每天邮箱里的来稿至少
几十篇，一周下来就是二三百
篇。有相当多的来稿质量都是
很不错的，尤其是支持“人文
齐鲁”多年的老作者的稿件。
他们很多都是七八十岁的老
人，他们的忆旧文章及对生活
的感悟是“人文齐鲁”里非常
动人的篇章，他们的人生经历
能够引起许多读者共鸣。这个
年纪看书都要戴老花镜了，上
电脑打字摆弄键盘对他们来
说不是一件易事，但他们的来
稿都非常工整严谨，几乎篇篇
精彩。由此，我也深觉敬佩和
感念。

我能够想象一篇文章发
出后给作者带来的喜悦，我也
清楚文章未发之前作者的那
种忐忑和期盼，我想对所有
“人文齐鲁”的作者们说，我不
会慢待任何一篇凝聚作者心
血的稿件，不管文章发不发得
上，我都从内心里感谢你们。

历史记忆、风俗地理是
“人文齐鲁”的主要内容，如今
我们又增添了“文化传统与当
下”的专题，旨在从一个更深
刻的理论层面探讨我们当下
的生活方式、生活态度和人生
追求。不管社会如何发展，文
化传统始终是流在我们血液
里的东西，我想在人们普遍慨
叹物欲横流的时候，这种关于
文化传统的探究和追问尤其
必要。希望我们能带动大家一
起思考，在精神家园的建设中
鼓起一股时代的新风。

■忆海拾珠

记忆中的山东快书

□曲征

笔者欣赏到山东快书的幽
默与奔放，是在“文革”结束不
久的上世纪 7 0年代末。那时到
村里放电影的电影队，总是在
放正式的影片之前，放一个歌
颂粉碎“四人帮”、举国欢庆胜
利的“加片”，这个“加片”中就
有一个节目——— 山东快书《愤
怒声讨“四人帮”》。尽管其中
许多情节是根据当时的政治需
要进行编造的，但是，那位年
轻的表演者将山东快书的艺术
形式表现到了极致，令人捧
腹，令人愉悦，当然也就令人
难忘。

而真正享受山东快书的幽

默风趣、粗犷潇洒、热情奔放，
还是后来从广播电台收听孙镇
业先生的《武松传》。孙先生刻
画人物细腻准确，渲染气氛浓
淡相宜，把宋朝民俗风情以及
武松爽快正直、打抱不平的形
象塑造得淋漓尽致。其中最朗
朗上口的“闲言碎语不要讲，
表一表好汉武二郎”，成为当
时满大街孩子们最时兴的口头
禅。那时，每天打开收音机听
一听《武松传》是我和伙伴们
不变的约定，是每天都要完成
的作业。那时农村还不算富
裕，有收音机的家庭不多，几
个同学放学后就钻进我家的小
屋，收听孙先生的山东快书，
“谁家的地要挨着他的地，犁

巴犁巴就种上；他看见谁家的
骡马好，背上鞍子就骑上；谁
家的姑娘媳妇儿长得好，他拉
到家里就拜堂，拜天堂拜地
堂，拜完了天地入洞房，人家
娘要把闺女找，他拉住就叫丈
母娘，人家愿意算亲戚，人家
要是不愿意，他咣咣的两巴
掌……”这段令人喷饭的快书
表演，刻画出李员外五个儿子
的横行嚣张和飞扬跋扈。这一
段成为同学们纷纷模仿的对
象，看看谁模仿得最像，比比
谁的嘴皮子功夫最厉害，同
时，这一段还成为一位同学参
加学校汇演时的拿手节目，受
到同学们的热烈欢迎。

后来，发现有些音像店出

售孙先生的盒带，再后来又发
售他的录像带，在电视上有时
也能看见他的演出录像，不过
因为离省城有些远，从来没有
机会亲临现场观看他的表演，
这将成为永远的遗憾了。

不过，在故乡曾经观看过
一次上级下派的文艺表演，其
中有一个节目是模仿孙先生的
表演，相当于现在的模仿秀，
模仿的就是那段著名的《武松
赶会》。尽管表演者身材瘦小，
不如孙先生身材魁梧，但是人
家模仿的声音、节奏真的很
像，致使许多村人认为那个说
武松的孙镇业真的来了。

这权且就当是看了孙先生
一次现场表演吧！

■俺看这位最山东

打不垮的大姐
□李丹枫 李萍

大姐爱抽烟，闲暇时，喜欢
点上一支香烟，女人抽烟为多数
世人所不认可，在相对保守闭塞
的农村这更是不合世俗的举动，
家人们也一致强烈反对大姐抽
烟。但她总是改不了放不下。我
纯朴的大姐咋抽上了烟呢？

大姐抽烟的习惯缘于一场
家庭变故。

十年前大姐家中盖房子，这
在农村是大事，亲朋好友能帮忙
的都来帮一把。她小姑女婿上门
帮忙，完工那天，大姐忙忙地备
了一桌好酒好菜酬谢帮工的亲
朋乡邻。小姑女婿平日好酒，那
日更甚，一杯接一杯豪饮，众人
力劝无果，大姐夫他们强拉着把
醉成一摊泥的小姑女婿送回家，
又嘱咐他亲妹子好生照看。谁知
大姐夫的妹子嫌自己的丈夫贪
杯现眼，抹了自己在娘家人的面
子，放任他像猪一样窝趴在沙发
上，“咕噜、咕噜”，大姐的小姑女

婿一口老痰卡住嗓子，白眼直
翻，等到家人发现情况不妙时，
人已经一命归西。

大姐听到这个消息，像被响
雷炸了头顶，当即倒地，人事不
省。大姐夫叫来村医连掐人中带
揉后背，总算缓过来。醒过来的
大姐，不言不语、不饮不食、不眠
不休，傻了一般，只是一味的双
泪长流，整整七日未下床，所有
亲朋乡邻好言劝慰皆无结果。大
姐夫着了慌：一双儿女尚幼，老
父垂暮，妹夫刚亡，妻子再出个
差错可是天塌下来的事呀！大姐
夫束手无策，在院子里急得转圈
圈，香烟抽了一根又一根……大
姐夫突发奇想，点上一根香烟，
抽了两口，递给气息奄奄的大
姐，大姐躺在那儿，无知无觉地
抽了几口，狠咳了几声，奇迹出
现了——— 大姐坐起来说：给我端
饭来！

这香烟竟真的像传说中的
“还魂草”，为大姐“还了魂”，从
此大姐和香烟“结下了不解之

缘”。
大姐身体康复后做的第一

件事，就是把小姑一家一大俩小
三口人接到自己家养起来，大姐
觉得这是自家的责任才导致小
姑一家的残缺，于是开始了漫长
的心债偿还路。大姐家本来小康
的四口之家陡然添了三张嘴，两
家共四个孩子要上学、要吃饭，
这生计是很磨人的。大姐夫在外
地上班，收入了了，一个月才回
家一次。大姐为钱所奴役的日子
也开始了，她收购花生米、经营
小型花生炼油厂、种植蓝莓、搞
肉兔养殖，卖馒头蒸包子……忙
得“小辫朝天”。

大姐在为生计奔忙的日子
里，唯一的休闲便是找个小马扎
坐下来，掏出兜里的香烟，静静
地抽上一阵，那凝神放松的神态
仿佛让她物我两忘；然后又回到
现实，挽起袖子继续忙活起来。

今年春节的时候，回老家见
到了久违的大姐。四十出头的大
姐已是华发早生，俊俏的脸庞早

早失却了光华刻满皱纹，漂亮有
神的大眼睛已经被生计磨没了
光彩，只有她那倔强的嘴唇还是
习惯性地紧紧抿着，将善良深深
地埋在心底。从大姐嘴里得知，
她小姑子的女儿年前已经体体
面面、风风光光地嫁到邻村，过
上了幸福的生活；小姑子的儿子
也已经定亲了，新房子盖得敞敞
亮亮的，四大间，单等年后女方
同意就结婚……大姐呵呵笑着，
和我絮絮地说着。
“大姐，你傻啊，这些年，你

累不累！”我“质问”着她。
大姐不接我的话，点上一根

我带给她的香烟，悠悠地抽上一
口，眯起眼，顾左右而言他，“这
好烟抽起来感觉就是好，不麻
口，心里舒坦着呢……”

看着香烟在大姐的指间明
明灭灭地跳跃，大姐心满意足的
样子，我心里五味杂陈：为大姐
无尽的苦累，为大姐深沉的良
善。我想，我不会再反对大姐抽
烟了……

■饮馔琐忆

葱的味道
□王云霞

山东人爱吃葱，我也不例
外，几乎到了“食不可一日无葱”
的地步。煎饼卷大葱，大葱蘸大
酱……香辣微甜的大葱吃进肚
里，遍体通泰，五脏六腑都透着
舒适。

记得第一次生吃大葱，是我
六岁那年的冬天。那天，北风裹
着雪花，漫天飞舞。家里吃的东
西已经不多了，我和弟弟趴在窗
台上，等妈妈回来。眼看着天黑
透了，妈妈才急火火地走进家
门，手里拎着一纸包东西。我和
弟弟呼啦一下围了上去，妈妈打
开纸包说：“今天晚上有咸鱼吃
了，我排了半天队才买到的呢。”

我和弟弟兴奋地看着妈妈
拿火钳夹着咸鱼在炉火上烤，鱼
被烤得“刺刺”直响，直到鱼的两
面烤得微焦发黄，妈妈才从瓦缸
上的蒲筐里拿出一张煎饼，对半
撕开，给我和弟弟卷上咸鱼，又
给我细细地卷上一棵羊角葱，这
才递给我。饿极了的我顾不得多
想，接过煎饼就咬，鱼的咸香、葱

的辣香和煎饼的麦香融合在一
起，吃得我荡气回肠至今不忘。
就是这一次，让我一下子喜欢上
了大葱。

大葱既可生吃也可熟食。北
方人炒菜，是离不开葱的。油锅
烧热后，一定要先放入葱花炝
锅；煮鸡炖鱼时，也要切个葱段
或打个葱结放进去。凉拌就更不
用说了。葱丝拌松花蛋，虾皮拌
大葱，豆腐皮拌葱白……有了
葱，菜才有味道。葱不仅用来做
调料、辅料，也可以做主料，我爱
吃的葱爆羊肉、葱烧蹄筋等，就
是以大葱为主的。细爽柔滑的大
葱，入口极佳。南方人对葱似乎
没有北方人这么偏爱，葱也要小
得多。记得小时候有一次跟爸爸
到江苏探亲，姑姑家门前种着一
畦小葱，高不盈踝，细如竹筷。爸
爸告诉我这叫“香葱”。许多年过
后，想起姑夫的“来棵小葱吃
吃”，我还会哑然失笑。

山东大葱体态丰腴，茎长叶
茂，是真正意义上的大葱，尤以
济南近郊的章丘大葱出名。历代
的文人墨客，也留下了许多有关

葱的佳作。陆游曾作诗：“瓦盆麦
饭伴邻翁，黄菌青蔬放箸空。一
事尚非贫贱分，芼羹皆用大官
葱。”意思是说，大葱不分贵贱，
人们都喜欢吃它。著名作家老舍
先生，在《到了济南》一文中赞美
章丘大葱的葱白，像折叠的油酥
饼，似美丽的白绢。美食家梁实
秋先生在《忆青岛》文中，将山东
的大葱比作甘蔗：“……再就是
附近潍县的大葱，粗壮如甘蔗，
细嫩多汁。一日，有客从远道来，
止于寒舍，惟索烙饼大葱，他非
所欲。乃如命以大葱进，切成段
段，如甘蔗状，堆满大大一盘。客
食之尽，谓乃平生未有之满足。”
由此可见，大葱不仅山东人爱
吃，就是许多外地朋友也是念念
不忘。据说导演贾樟柯来济南
时，曾一口气吃下了六张“煎饼
卷大葱”！

葱可去腥、解膻、增香，是居

家过日子不可或缺的调味品，有
时炒菜发现葱不够了，到邻居家
“借”一棵是常有的事。同样，邻
居家的葱不够了，也会到我家来
“借”。“借”去的葱是不需要归还
的。香辣的大葱里，深含着邻里
间的相互关爱和友情。此外，葱
还是一味中药，有发表、通阳、解
毒、祛风、发汗、消肿、散瘀之功
效。感冒时喝一碗用葱根和姜片
熬的汤，发发汗，感冒就好了一
大半。如果再来一碗鸡蛋葱花
汤，那就再舒服不过了。

北方民间有“常食一株葱，
九十耳不聋。劝君莫轻慢，屋前
锄土种”的谚语。盆或一些废弃
的塑料盒里，装上土，将带根的
葱苗栽下去，就会长出碧绿的葱
叶来。炒菜做汤时，掐几个葱叶
放进去，日子的味道就出来了。

葱的味道，其实就是生活的
味道。

著名山东快书表演艺术家孙镇业先生不幸去世，噩耗传来，记忆中有

关山东快书的一些场景与细节便不由自主地浮现眼前，弥漫开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