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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姓厨房菜谱（下）

                                                                                             李   宏   

赏八千年玉振金声钧天广乐高山流水
闻九州音铜琶铁板急管繁弦白雪阳春

中国古代音乐成语赏析（三十三）                  孟 维 平

【续上期】我们报纸自然不能定位在

宁荣两府的水准，那能不能定位在刘姥姥的

水准呢？可庄户人家如刘姥姥，有什么菜谱

呢？需要菜谱吗？劳作之余，田间地头，一

手拔一棵大葱，一手摘一根黄瓜，随便在衣

袖上蹭蹭，然后，一口大葱，一口黄瓜。您

要管这叫下午茶，那就太矫情。若要实话实

说呢？一样行不通！“曲高和寡”，但曲调

平淡粗简，一样和曲者寡。所以我虽然会编

写一些农家菜谱，那种缺油少盐的粗茶淡

饭，但不会以其为主导。

菜谱是什么人编写？为什么样的人编

写？这是两个首要问题。据说，国内的时尚

杂志现状是：月薪八千的人告诉月薪三千的

人那些月薪三万的人是如何穿衣服的。

那是不是让一个没见识过满汉全席的

我绞尽脑汁给大家编写一本宫廷菜谱呢？其

实，犹如要我炮制冷香丸配方和茄鲞菜谱，

我和读者都会认为很无聊，那务实的作法就

是“以身作则”，以我自己的生活标准为基

准，编写百姓厨房菜谱。

一直以来，我貌似吃穿住行样样讲究，

其实呢，穷人过日子的法子我都会，名副其

实的伪小资，但愿我能代表一干人等。

我的菜谱原则如下：

第一，所用食材易于购得，不会出现“

龙肝凤胆”，这犹如让您搭梯子上天摘星星

一样，负责任。不会有“鱼翅鲍鱼”这种价

格昂贵，营养价值有限的物件，若您真要贯

穿执行一种奢侈浮华和真假难辨的繁荣，要

与保护环境和保护野生动物的理念作对，大

可以去豪华酒楼招摇过市，恕我不能提供帮

助。也不会有“原配的蟋蟀一对”，这貌似

草根亲民，实则莫名其妙，是刁钻苛刻的蛊

惑。

第二，化繁为简，操作务实。每道菜都

是我的家常菜，做过多次，做法成熟稳定，

易于传授模仿，不会有“炸，煨，收，拌，

炒，煮，蒸，烤”多种操作方法齐头并进的

情况出现。我的家常菜大部分用一种方法，

偶尔用两种，很少用三种。而“炸”，因健

康的原因，也因操作麻烦，我已放弃多年。

第三，健康合理，坚持宣传推广科学饮

食理念。像用乾隆年间传煮下来的老汤炖制

了七七四十九个钟头的熊掌，肯定不会有，

顶多有蒜泥麻油水晶肉。

第四，我保证介绍的菜肴美味，我的

口味很挑剔，自认为品味高超，独对美味佳

肴有理解力和接受能力。别把伪小资不当小

资，一样不是浪得虚名的。

总之，我的菜谱就是在每道健康合理的

美味佳肴后面，讲述一个偷工减料的故事。

偶有例外，比如说春节的酥烤八宝鸭，感恩

节时的烤火鸡。其实做出像烧鸡一样香的烤

火鸡也很容易，稍微有点“难”的是“下决

心”和“有信心”。

但若您对偷工减料有太高要求，也会

让您失望的。如有一次在超市购物，发现自

发粉打折很多，我情不自禁地和同行的朋友

说：“嗨！我很喜欢自发粉，可以直接做馒

头。”话音一落，我身边立刻围满了学生模

样的面孔，我才意识到又是一年一度大学开

学的日子。他们个个热情洋溢，眼里闪烁着

期待的光芒，问我：“这自发粉真的可以直

接做馒头吗？不用加水？也不用···”一

个学生用十个手指和拢成一个空团，然后

两只手上下来回倒腾着，想必在比方揉馒

头：“···也不用拢成一团吗？”我立刻

变得语无伦次，费了很大的力气给他们解释

自发粉的意思。当他们明白除了不用加酵母

粉，其余工序一个都不能少，并不“直接”

时，失望的立刻四散而去。

另一次是在网上，一个学生说妈妈的蛋

炒饭很好吃，想做来吃，问蛋炒饭应该是先

放鸡蛋还是先放米饭。结果众说纷纭，有说

先放鸡蛋的，有说先放米饭的。我很好奇，

不知他如何抉择。最后，没想到他委屈的抱

怨：为什么没人告诉他应该先放油？

又是一个对烹饪完全清白无辜的莘莘学

子。我很佩服现在的父母，没教会孩子做最

简单的饭食，就敢放他们来美国。当然现在

的孩子也不以是否会做菜论英雄。

是不是每次做菜之前，我得先从开火说

起？应该不至于。学子们是特殊群体，食人

间烟火，却不识灶火，但我的菜谱也能让他

们融入到咱们这一干百姓之中。

我的菜谱是为居家过日子，为老百姓的

饭桌添加花样，为节假日添加喜庆，也让海

外学子在忙中偷闲时重温家的感觉。

所以我的百姓厨房菜谱任重而道远，非

常需要您的支持和关注。我也祝愿经您的手

作出更多的美味佳肴，让它们成为您一家温

馨美满生活的源泉。

愿您的厨房是祝福满满的发源地！

全文完

      原载于  依诺1996的新浪博客

唐诗中的音乐成语（三十三）

钟响磬鸣

    青铜铸造的钟和石头打磨的磬都是中国
古代宫廷中重要的打击乐器，二者经常在一
起演奏，“金声玉振”，组成恢宏的“金石
之乐”。共鸣是一个重要的音乐声学现象，
成语“钟响磬鸣”当是指钟被敲响之后，引
起频率相同（或整倍数关系）的磬产生共振
发生鸣响，因此磬就不敲而“自鸣”了。成
语“钟响磬鸣”生动地描述了这个共鸣现
象。

    “钟响磬鸣”出自唐代韦绚的语录体著
作《刘宾客嘉话录》，记述了因共鸣现象引

发的一个生动故事：“洛阳有僧，房中磬子
日夜辄自鸣。僧以为怪，惧而成疾。求术士
百方禁之，终不能已。曹绍夔素与僧善，夔
来问疾，僧具以告。俄击斋钟，磬复作声。
绍夔笑曰：‘明日设盛馔，余当为除之。’
僧虽不信绍夔言，冀或有效，乃力置馔以待
绍夔。食乞，出怀中错，鑢（lǜ，锉磨 ）
磬数处而去，其响遂绝。僧问其所以，绍夔
曰：‘此磬与钟律合，故击彼应此’。僧大
喜，其疾便愈。”（洛阳有一僧人房中有只
磬，不论白天黑夜，经常自己就发出声响，
僧人甚是奇怪和惊恐，以致因此吓出病来，
请了许多江湖术士来制止磬鸣都无济于事。
曹绍夔是僧人好友，前来探望僧人的病情，
僧人告知染病的原委。不一会儿寺里正好敲
击斋钟，磬又响起来，曹绍夔笑着对僧人
说：“请明天摆下盛宴，我为你治理它。”
僧人虽然不大相信他的话，但还抱着一线希
望，就尽力准备了丰盛的宴席。第二天吃完
饭后，曹绍夔从怀里掏出一把锉刀，将磬锉
了几处之后就走了，这只磬果然就不再自
鸣。僧人询问原因，曹绍夔说：“这只磬和
寺院的钟频率相符合，所以那边敲钟就能引

起磬的共鸣。”僧人听了十分高兴，病也好
了。

    韦绚（生卒不详）字文明，京兆（今陕
西西安市）人，为唐顺宗（805-806在位）及
唐宪宗（806-820在位）初宰相韦执谊之子，
唐穆宗（821-824在位）长庆元年（821年）
韦绚在白帝城向刘禹锡请教学问，后记述恩
师刘禹锡所谈，成《刘宾客嘉话录》一卷（
专记一人之言论,是一部语录体著作），刘
禹锡曾任太子宾客一职，故名刘宾客。刘禹
锡（772-842）
字梦得，晚年自
号庐山人，是唐
代杰出的哲学
家、文学家、诗
人，有“诗豪”
之称，名作《陋
室铭》就出自他
之手，有《刘宾
客集》存世。韦
绚的《刘宾客嘉
话录》属于唐

代笔记小说的一种，内容广泛涉及当时的政
治、经济、历史及文化等诸多方面,文史价值
非常突出。如书中提到：“贞观中弹琵琶，
裴洛儿始废拨用手”，这个记载记述了琵琶
不用拨子而改用手指（轮指）来演奏的重要
音乐历史信息。

“钟响磬鸣”这条成语现在常用来比喻事物
间彼此存在的内在联系。

    北美五月六月，春滿人間，也是溫馨的
母亲父亲節期。此地人心沒有一絲 “哀哀父
母，生我劬勞” 的悲情，至多對 “父兮生
我, 母兮鞠我。抚我畜我，长我育我，顾我
复我，出入腹我.” 相視一
笑。养育子女是天經地義，
哪有要孩儿背負報恩重任？
這裡沒有孝治天下的文化，
長幼同釣魚共烹飪，其乐无
窮。一旦父母去世，儿女記
述生平趣事，笑到哽咽淚
下，就完滿謝幕了！

    回想五千年文化古邦，
当然不少懿行良模，我們的
兩大聖賢孔子孟子，都是良
母栽培出來的。颜征在17歲
嫁给66歲的叔梁纥，屈居小
三，生下孔子；叔梁纥去世
后，孤儿寡母被迫遷，孔母
並不气綏，招來几个和兒子
年齡相若的小孩開創了Home 
schooling！她的教學法先进了幾千年，培育
出懸爍古今的偉大导师：孔子學習得轻松快
樂，全盤掌握母亲誘導的知識，滿有創意，
尋索一些深刻淵博的問題。当儿子学习视野
更高更闊，颜征在自感不足了，便求助于自
己的父亲。孔子的外祖父颜襄，是博通古今
的学者，淳淳善誘倾囊相授之下，孔子的人
生观价值观就一步步确立了！

    除了孔老夫子，我們小時听过孟母三遷
和“子不學，断机杼”的故事。每一偉大男
人背後有更偉大的女人，旨哉斯言！所羅門
箴言要父母“教養孩童，指示当行的路，他
到老也不偏離。” 雅歌唱出：“你母亲在為
你劬勞。”  因此人应該 “孝敬父母，使你
得福，在世長壽。”圣经教育不是教条，不
單啟发頂天立地的人格，栽培謙卑敬愛的品
行，更告訴我們：人間虽短暫又支离破碎；
亲人虽有优点也有缺失；上帝至高完美的映
象卻永存。

    圣经也指出人自古傾向从惡弃善，上樑
不正，遺传在血液里的罪就一代一代使人失
敗滅亡，父母对孩子的理解与帮助是有限
的；但神在主耶穌里有超越父母的公义与慈
爱。 “母亲怎樣安慰兒子, 我就照樣安慰你
們！”(以賽亞书66:13)  还有： “父亲怎
樣怜卹他的兒女，耶和华也照樣怜卹敬畏祂
的人。”(詩篇103:13) 无限的安慰与怜卹
卻正等待人向主耶穌开口。因此浪子可以回
头說：“父阿，我得罪了天，也得罪了你，
我不配做你的兒子。”从此污穢罪人竟蒙天
父拥抱和洁淨，換上欢宴新衣；孤苦混乱的
心豈不應該向祂降服說: “重大和測不透的
事，我不敢行！我的心平穩安靜，好像断过
奶的孩子在母亲的怀中。”

    自古以來，各民各族都自以为比別人优
秀，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传統猶太人既排
斥其他民族，更重男轻女，然而新約开头的
马太福音，記录天国之王耶穌基督的家譜，
偏偏插进五位被看不起的女性，好几位还是
明文禁止的外邦人。請看下文：

     1:1  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
耶稣基督的家谱。（后裔子孙原文儿子下
同〕 
     1:2  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
雅各生犹大和他的弟兄． 

     1:3  犹大从他玛氏生法勒斯和谢拉．
法勒斯生希斯仑．希斯仑生亚兰． 
     1:4  亚兰生亚米拿达．亚米拿达生拿
顺．拿顺生撒门． 
     1:5  撒门从喇合氏生波阿斯．波阿斯
从路得氏生俄备得．俄备得生耶西....... 
 
    为什么這段圣经沒有記載 “亞伯拉罕从
撒拉生以撒，以撒从利百加生雅各，雅各从 
.....”？卻偏偏写上： 3“犹大从他玛氏
生法勒斯”； 5“撒门从喇合氏生波阿斯．
波阿斯从路得氏生俄备得．”？究竟天意如
何？ 原來古代男权正統下，他玛氏为了爭取
应許的儿子，大违不道，差点被活活烧死！
而喇合氏則是当灭之外邦人妓女，只因她深
明大义向神求救的信心，被撒門看中了！从
这对父母生的儿子波阿斯，也自小心胸寬

广，仁俠为怀；成了伯利恆首
富，还对从約旦來乞讨的寡妇
仗义保护。原來五经命定：摩
押人十代之后也不得归化为以
色列民，波阿斯卻凭着信心与
真愛，排除万难，公开订娶路
得氏为妻！這些卑微的妇女名
列救主耶穌基督的家譜，千秋
万世之后，还让人类領悟神的
聖潔公义与恩典，远超传統教
条与人的界限：“压伤的卢
葦，他不折断；将残的灯火，
他不吹灭。他凭真实将公理传
开，外邦人要仰望他的名。”

    人类文化中如果有不拘小
節的光明磊落，寬厚饶恕，幽
默深刻，長久忍耐的爱，就反

映了神的映像和祂为我們預備的完美家園。
而母親节父親节，当让人心回复柔軟，情系
天家！

    走筆至此，想起一对滿有耶穌形象的父
母。2004年回国時，袁老師嘱咐我順便探望
郑老師夫妇和殘疾孩子。郑老師是韩国人，
当時在北大哲学系兼客座教授，著作等身，
卻陸续收奍了十几个孩子，把袁老師靠承泽
园的小平房改装成五脏俱全煥然一新的儿童
乐园，那时孩子们一律姓郑，刚开始叫“爸
爸”“媽媽”，卻沒有戶口，因为都是生來
的殘疾弃孤！我们探訪过不少孤兒院，但郑
老師伉俪无微不至的慈爱让我心深震撼；內
人是儿科医生，就順便給他們診症。几年后
再访郑家已经搬到广西陽朔，他辞去教席，
专心在山清水秀的驥马村山林中开辟出一片
爱心之家，除了要日夜照料十几个残疾孩子
的起居飲食和心理健康，让一家喜乐相爱，

还要办手续爭取入学，带去大城市动手術
等，困难重重。后來再访阳朔時，郑爸爸陪
郑妈妈回韩国治疗淋巴癌去了，孩子们在其
他义工努力照料下，显然有点失序，令人担
忧，我們请国內外弟兄姐妹恳切祷告；感謝
神垂听困苦人的祷告，一年之間，郑妈妈竟
然康复回來，全家团圓！這双活像耶穌的父
母，继续靠主喜乐，用生命至爱发展爱心之
家，让孩子们胜过残障，漸漸成長，成为有
伟大心智能力，反映上帝形象的人！

    是的，“压伤的卢葦，他不折断；将残
的灯火，他不吹灭。” 祂不因艱難灰心，不
因罪惡环生而喪胆，卻让祂的兒女在人間建
立真情，正義和公理！這是多么深刻的父母
映象！

熏茶鸭

父 与 母 的 映 象 
                                               传    明

钟

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