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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爸，请您坐下来，我想为您画
张像。我眼前摆满了这么多颜色的
画笔，我不知道用哪种色彩来描绘
您。我仔细端详您，发现您的鬓角居
然多了几根银丝，浅浅的皱纹也悄悄
地爬上了您的眼角。看到这儿，我想
起了刚学的几句诗：“绿水本无忧，因
风皱面；青山原不老，为雪白头。”我
就是那让您烦忧的风，常常因为调皮
让您生气发火。我还是那让您忧愁
的雪，总是因成绩不稳定令您头疼。
都说“笑一笑十年少”，爸爸，您笑笑
吧，我想在画纸上留下一张您笑容可
掬的脸庞。因为我希望您永远开心，
永远不老!

您天天送我去学校，不管风吹雨
打，不管严寒酷暑，您总是无怨无悔，
背着我的书包，迈着矫健的步伐，走
到学校门口您才安心地把书包递给

我，满含深情地目送我走进校园。每
一次回头我总能望见您那执着而挺
拔的背影，我都感动万分。让我画上
您强有力的肩膀、腰板挺拔的身材
吧，因为您就像挺拔的白杨一样屹立
在我心中。

您总是沉默寡言，把对我的爱都
深深地藏在心里，从不表现出来。也
许男人都是这样不爱张扬和外露吧，
我长大也要像您一样做一个深情的
人。您的眼睛像海水一样深沉，所有
的关爱和期望都是用那双眼睛告知
我，我每次都能读懂您的眼光。于
是，我用一支黑色的笔，描绘您的浓
眉和眼睛。

爸爸，您有一双宽厚的肩，是我
和妈妈可以终生依靠的肩膀。每次
放假出去玩，我玩累了的时候，都是
靠在这宽厚的肩上，就好像找到安静

的乐园。小的时候，我经常坐在您的
肩膀上眺望公园里春天的风景。我
拿起画笔，开始画您的肩膀。

爸爸，您是军人，穿着迷彩服指
挥叔叔们从容不迫、紧张有序地训练
真帅气呀。您那一身迷彩服令我向
往和着迷。想到这里，我开始很细致
地给爸爸画上了衣着。

我还想给您画上威武的军帽和
红领章，我现在还小，只有好好读书
学习，长大以后也许我会像您一样，
穿上这身绿军装走进军营，也许我会
考上大学，将来做个学者或科学家，
但不管将来我做什么，我都会像您那
样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爸爸，您的像我给您画好了，看
着纸上的画像，我只想对您说：“您就
是我心中的偶像和榜样，我永远爱
您！”

我给爸爸画张像我给爸爸画张像
北京大峪中学初一（3）班 魏思远 指导教师：柴华林

曹雪芹原诗已经失传，今天我们无法
见到了。幸好留下敦诚这首诗，我们能从
诗中了解曹雪芹与敦诚以诗酒为乐的情
趣，豪爽侠义的魏晋风骨。我试着把敦诚
这首诗翻译成白话文，再把里面典故重温
一下：我听说唐代贺知章曾以金龟换酒与
李白对饮。贺知章是发现李白的伯乐，是
贺老师向唐玄宗鼎力举荐李白，李白才有
翰林学士的美差，才有那一段陪伴唐皇与
杨妃做御用文人的风光历史，才写了流传
千古歌颂杨贵妃的“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
拂槛露华浓”的清平调。想当年李白孤身
一人来到长安，在一个破旧寺庙遇见了贺
知章，贺老师对李白很推崇，读他新写的
《蜀道难》，称李白是天上下凡的诗仙。当
晚贺老师请李白喝酒，在酒馆想起身上没
带钱，便解下腰间佩戴的金龟饰品换酒
喝。敦诚诗的开头引用贺知章金龟换酒的
典故，比喻他自己与曹雪芹的关系如贺知
章与李白一样知己，也暗喻曹雪芹有李白
一样诗仙般的才华。敦诚接着写道：我还
听说阮孚以金貂换酒，喝醉后被罢免的故
事。

晋朝的时候，“竹林七贤”之一阮咸有
个儿子叫阮孚。是阮咸娶他姑姑的婢女生
的一个孩子。这个婢女是个胡人，这在当
时是一件惊世骇俗的事情，但是阮咸不怕，
他就是这样旷达傲世，放纵不羁的另类，婚
后这个混血儿虽然其貌不扬，小眼睛，小矮
个，但聪明过人。长大以后，官做到安东参
军，这个职务现在怎么也是中将以上的军
衔，官位不小。但他特别爱喝酒，整天喝得
烂醉。他后来官做到侍郎，就是整天陪伴
皇帝左右，他的官帽上有个小金蝉，是皇帝
所赐。有一次他犯酒瘾了，手里又没带钱，
就把官帽上的金蝉摘下来换酒喝。

接着敦诚开始写景，写秋天气候恶劣，
槐园榆树和柳树的叶子已经发黄。实际是
借景抒情，写当时的社会环境如秋天一样
恶劣，也许当时乾隆年间“文字狱”很恐怖
吧，敦诚、敦敏及曹雪芹都是怀才不遇，才
华无处施展，才借酒消愁，以诗酒为乐，抒
发自己被压抑的心情吧。作者因此感叹敦
敏还未睡醒，他家酒坛子里也没有酒，拿什
么来痛饮呢？身上除了有一把佩刀，也没
有别的值钱东西了，只能拿它换酒喝，谁还

顾得上酒的好坏呢？紧接着敦诚又开始引
典，北魏重臣李元忠拿铺盖卷去换酒喝的
故事和三国时孙权的叔父孙济拿袍子换酒
的故事。这把佩刀只是一件佩件，哪能同
吕虔赠王祥的宝刀相比？三国时魏国人吕
虔和王祥是好友，吕虔有一把好刀，有人说
佩带这把宝刀可以做官，吕虔就把这把刀
赠送给了王祥。敦诚的佩刀实在没有什么
大用处，不如用它换酒喝吧。把所有的苦
闷借曹雪芹写的书以释怀，托曹雪芹之笔
去批时弊，醒世人，曹雪芹文锋犀利，可与
佩刀相比锋芒。敦诚还有一把古剑放在匣
子里也没有用，假如曹雪芹想伸展奇才，可
以像王郎那样，拔剑斫地而舞，以抒发白云
一样的野心。

从敦诚这首诗，我读出了两个信息：一
是敦诚、敦敏与曹雪芹一样，有着政治上的
冷遇，满腹才华得不到施展，种种苦闷只有
通过诗文抒发自己的政治抱负不能实现。
二是曹雪芹喜欢喝酒，以诗酒抒发人生的
种种境遇，并乐观去对待。曹雪芹爱酒应
该是没有争议的事实，但是曹雪芹爱喝酒，
就一定会来门头沟买酒吗？

一个秋天的下午，我怀着几分期盼的
好奇心来到琉璃渠村，在村里人带领下来
到琉璃渠村前街的一个院落，这是一个两
进的院子，主人是一位九十多岁的老者，老
人知道我来访的原因后，笑着对我说，听他
爷爷说过，曹雪芹来这院子买过酒。他十
三岁的时候，爷爷买的这所宅子，当时已经
不烧酒了。过去这里是远近闻名的老烧锅
酒坊，从老人这里我只了解到这些有关曹
雪芹的信息，当然真正有价值的信息一点
也没有获得。我很失望地离开这个曾传说
曹雪芹来买过酒的院落。

我穿过夕阳下的过街楼，这座修建于
乾隆二十一年的三官阁如今保护完好。黄
昏余辉下的琉璃顶建筑，显得那样质朴、端
庄和大气。楼阁墙壁上“带河”“砺山”字迹
清晰可见，也许当时是象征江山永固的意
思吧，青石上镌刻的“众善奉行”“诸恶莫
作”的劝语，依旧警示后人永远向善。据有
关红学资料考证，乾隆二十八年除夕之夜
曹雪芹病逝。那么，曹雪芹应该是乾隆哪
年来的琉璃渠呢？如果是乾隆二十一年前
来门头沟的话，这座过街楼还没修建呢。

我走在秋风拂面、落日黄昏的失落中，仿佛
看到永定河的对岸，一个从香山翻越而来，
沿军庄香峪村一路走来，搭借商船过三家
店渡口，来到琉璃渠村前街的老烧锅酒坊，
买一壶刚刚酿出的老烧锅酒，在附近找一
个小馆，点一盘小菜，在这里驱寒痛饮，然
后趁酒兴在这里作了一首有关琉璃渠的
诗。最好身上没带钱，用他的一张画换
酒。这个人就是曹雪芹。

这是我无中生有的假想，在琉璃渠村，
我很失望地没有发现这首诗，也不可能见
到那张用它换酒的画，更没有寻觅到曹雪
芹来琉璃渠村的蛛丝马迹，我不知是惆怅，
还是失望，总之心情很复杂。

（完）
柴华林/文

曹雪芹与琉璃渠曹雪芹与琉璃渠((二二))

冬夜中的永定河冬夜中的永定河
方 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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斋堂大街有一幕温馨的场景，每天上
下午都会有一对老夫妻行走在大街上，那
就是我可爱的父亲母亲。父亲生于1924
年，母亲生于1923年，他们共同度过了近
八十年的风雨人生。

老母亲如今有些老年综合症，在家里
嘴里总是自言自语念叨着“我怎么糊涂了，
不知道往锅里放什么，不知道做什么……”
走在大街上，无论认识与否，她都会面带笑
容地自我介绍一番“我是斋堂医院的家
属。”老母亲一生好强，虽然没有文化，但人
情世故无一不懂。家里的大事小情都是她
在安排，心灵手巧，描龙绣凤，针线活杠杠
的。我们哥四个（三男一女）的衣服、鞋帽
都是她一针一线缝制，在同龄人中，我们永

远是衣帽整齐干净漂亮。老母亲热情好
客，古道热肠，用山里人的一句话形容很贴
切“快性老婆没裤穿”。我家住在斋堂医院
的家属房里，在我的记忆当中，每次有亲戚
或认识的人来医院看病住院，母亲都会做
上一碗热腾腾的热汤面。那个年代粮食是
定量供应的，我们还要供养奶奶，时常我们
得用野菜充饥。

父亲是一个典型的内向人，平日里少言
寡语，喜欢读书，喜欢琢磨，肚子里满是学
问，天文地理都能说上一二。私塾毕业后，
考上了抗日高小，由于战乱，被迫终止了学
业。13岁时爷爷送他走出了大山，到门头沟
去给人家扛活当店员（母亲说叫靠柜腿）。
解放后，到卫生系统从事财务工作直至退

休。记忆中的老父亲很内秀，写一手漂亮的
毛笔字，沉默寡言心灵手巧，会做木匠活儿、
泥瓦匠活儿，家里的家具也都出自他手，还
会缝裁衣服，缝纫机踩得那叫一个溜，还会
做鞋。为了生计母亲常年在养路队工作，早
出晚归，平时的缝缝补补好多都是父亲来
做，父亲也成了远近闻名的巧手匠。父亲是
一个为人老实工作认真的人，在工作单位的
橱窗里，他的照片会经常出现，先进个人、先
进工作者等荣誉是大家对他的认可。

老俩8岁时拿帖子（旧时订婚），18岁
结婚至今已近80年了，用风雨同舟、坎坷人
生概括应该还算贴切。1969年对母亲来说
是一个坎坷的年份，刚满17岁的大哥响应
号召偷偷报名去东北支边，母亲没有文化，

听说大哥支边的地方和苏联只是一江之
隔，这边能看到苏联的灯光，还说东北冷的
能把耳朵冻掉，母亲就跟疯了一样，逢人就
说，念念叨叨，给大哥做的棉袄、棉裤、棉帽
子厚的不能再厚了。两年以后，大哥回来
探亲，给我们扛回了东北的黄豆，那一提包
足足有50多斤，东北凛冽的寒风，把一个白
面书生锤炼成了东北大汉。

1980年、1984年，老俩先后退休，一辈
子闲不住的老俩，突然闲下来受不了，老父
亲当即决定做个小生意，夫唱妇随卖起了
冰棍，不为挣钱就为老有所乐，老父亲乐此
不彼，天天在家门口手捧一本书做生意。
这样的生活大约维持了五、六年。

而今近百岁的老俩，还是经常磕磕绊

绊，吵吵闹闹，基本上是老母亲念念叨叨，老
父亲沉默不语。老母亲老年综合症日趋严
重，耳朵几乎听不到，唯有父亲说话她能分
辨出说的是什么，哪怕父亲声音很小，这大
概就是相濡以沫心理感应吧。每天老父亲
会定时喂老母亲各种药——补中益气、稳心
颗粒……老父亲的眼睛几乎失明，勉强能看
路，脑子很清晰，时常的还会给我们背一段
在私塾里学过的《三字经》什么的。老父亲
教我们做人的口头禅是：老实人常在、吃亏
是福、做人要大度不能斤斤计较……这既是
对我们的教诲，也是他们做人的座右铭。

你是我的眼、我是你的耳，相伴携手、
风雨一生，是我父母双亲的真实写照。

石炳茹/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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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纵横文化纵横

人类的进食行为是与生俱来的。人类饮食发展到今天，
逐渐形成了两大类：一类是主食，习惯称饭；二是副食，习惯
称菜。斋堂川里有一道美食，不仅是当地百姓婚庆盛典、逢
年过节必备之物，而且是近年进山旅游者首选之菜，名字就
叫“干菜”。那么，“干菜”是什么？它的由来又是什么呢？

“干菜”就是用白面加枣做成的一种小吃；是当作菜肴端
上桌的，所以叫“菜”。此菜先蒸熟，端上桌称之为“蒸干菜”；
若将蒸干菜用油一炸，外焦里嫩，焦黄焦黄的，就叫“炸干菜”
了。

据贾立增撰文介绍，“炸干菜”来源于元代灵岳寺里的一
段故事：灵岳寺始建唐代，是一座佛教寺庙。元代，这里被
甘、蔡两姓道士占据。后有佛教徒缘恩禅师上告致朝廷，被
准予还给和尚。可这甘、蔡道士并不执行，于是就有了圣旨
改正的碑文记载：‘……圣旨改正，将先生所占寺内二百三十
七处，断付僧人，余皆回免。尚有道士甘、蔡等辈，肆行凶暴，
抗拒诏命，不易回付。以致斩首劓鼻，递流远方。正典明刑，
讫始安定。’据传，在查没甘、蔡事件中，利用库中所存白面、
枣豆，蒸出了类似如今‘干菜’的食品，大家一边吃着这胜利
果实，一边狠狠地说：‘炸甘、蔡！炸甘、蔡！’这炸‘干菜’之称
就慢慢被斋堂川百姓记住并流传了下来。

讲完这段故事，我们还有两点说明：

一是“油炸鬼”，即油条的称呼，来源于人们对秦桧的痛
恨。“油炸桧”慢慢变成了“油炸鬼”。此说与贾立增的“干菜”
说应该同属一类，皆属民间传说，不必讲死理，反正发生在元
代灵岳寺里的故事是有碑文记载的。

二是“干菜”之名并非今日起的，应该是很早很早以前，
是山村民间普遍生活困难，很难见到大米、白面之时，能够吃
上这“炸干菜”之面食，当然就是席上珍了。注意，所谓“饥
馑”一词，因粮食欠收引起的食物严重缺乏，称之为“饥荒”。
其中，断粮为饥；断菜为馑。在那一年四季咸菜碗的年代，能
够吃到“炸干菜”，自然就是席上珍了。因此，“干菜席”当时
被称为最好的席面也就不难理解了。

赵永高/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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