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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到黄灿灿枇杷挂满枝头的时候。每
年看到枇杷上市都想做一点枇杷膏，可每
年都没等到枇杷下锅，就全进了肚子，眼
睛、双手、口舌，一概抵挡不住清甜微酸的
枇杷诱惑。真真是枇杷好吃膏难熬啊。今
年，无论如何得熬一锅枇杷膏，不然过了季
节，又只能望图止馋。药店里虽有枇杷膏，
但药用的不能等闲食之，当然了，最好是永
远没有机会食之。

熬枇杷膏的第一步是什么？肯定是得
有枇杷。市场上各种号称纯天然的枇杷沾
了“纯天然”的光，价格是蹭蹭蹭的往上升
啊，关键是我等不事稼穑的人根本分不清什
么天然不天然，一律觉得个大味正便是好枇
杷。所谓味正，清甜中有一点微微的果酸，
太甜的不好，太酸的不好，不甜不酸无甚味
的更不好。有的果子外观看着高大上得很，
一入口却寡淡寡淡的，而一些不甚好看的果
子味道却出其的好，这跟不能以貌取人是一
样的道理，但大多数人还是属于外貌协会
的，无论谁都更喜欢有好卖相的果子。

市场上琳琅满目的枇杷不知如何下手，
正好周末好友相约，行往好友的好友的老
家，一个远离闹市的偏僻乡村。越接近目的
地，田园风味越浓，小时候见过的插秧场景
又出现在眼前，牛儿悠闲的在田埂上吃草，
偶尔甩一甩短短的尾巴。朋友家的六棵枇

杷树在她家屋后，幸好没有高过屋顶。朋友
说N多年前她家屋后是一大片竹林，枇杷
树果子结得不怎么好，竹林却能为她家带
来收益，几兄妹的学费生活费大部分靠爸
爸妈妈的竹编，竹叶竹梢能做柴烧饭；几兄
妹长大成人，皆劝说父母不要再辛苦竹编，
遇上有人租赁土地，几兄妹又劝着父母把
田地租赁出去，在房前屋后的土地种点日
常蔬菜即可。几兄妹时常带着朋友同事回
来摘菜摘果陪伴父母。朋友的父母把遮挡
枇杷树阳光的竹林砍了，种上瓜果蔬菜，枇
杷树皆是老树，果子一年比一年结得好。
这不，阳光罩着一树一树黄澄澄的枇杷，金
灿灿的，让人身心舒泰，不仅饱了眼福还大
饱了口福。好些果子被鸟雀虫蚁所啄，鸟雀
虫蚁是天生的挑果能手，它们选中的果子一
般都是味甜香浓的。朋友搭上梯子，还是有
好多枇杷够不着，我们都觉得太可惜了，那
么多好果都摘不到，朋友父母说不可惜，留
给鸟雀，它们也是朋友。

枇杷有了，这熬枇杷膏的第二步就是
清洗剥皮再清洗。清洗容易，剥皮有点难，
总是控制不住往嘴里送，幸好枇杷够多，待
皮剥完，肚儿也吃得滚圆，正好省了晚饭。
把黄冰糖按1：3的比例（喜欢食甜也可1：2
或1：1.5加入）和枇杷一起装入炖锅，上灶
开熬。这是熬枇杷膏的第三步，也是最重

要的一步，成败在此一举。其实熬枇杷膏
的每一步都很重要，没有枇杷，何来膏呢？
有了枇杷还得控制口欲，我的建议是准备
多多的枇杷，不然一个没忍住，枇杷全进了
肚子，膏就没法熬了。本来想用打汁机把
枇杷打成汁来熬，可惜机器不给力，一小半
没打到就罢了工，只好摆开架势，像大厨一
样双手开工。只见菜刀上下翻飞对着枇杷
一阵乱剁，婆母说根本用不着这么麻烦，枇
杷熬好了自然就融了。

大火烧开，转小火慢熬，得不时搅拌防
止生（糊）锅。这是一个比较考验耐心的过
程，火不能太大，大火容易干锅糊锅，熬枇
杷膏中途不能加水，当然下锅时也不用加
水。清洗下锅的枇杷带水，枇杷自身也含
有水分，熬的目的就是要把这多余的水给
熬去；火也不能太小，要始终保持锅内微开
的状态。怎样掌握火候，这是一门学问，初
学熬膏的我，数十次询问度娘，均未找到统
一答案，只能凭着自己的理解瞎熬。两个
小时后，金黄的枇杷变成了琥珀色，满满一
锅的枇杷缩成了半锅，但还不够粘稠，度娘
说火候未到继续努力熬吧。又一个小时过
去了，半锅枇杷成了小半锅深琥珀色浓稠
的粥样，度娘说汁能挂锅铲就好了，可我一
次次的舀起来看都好像不挂汁。婆母说早
就熬好了，滚烫的怎么挂嘛，冷了自然就能

挂勺子了。不知道从前婆母是否熬过枇杷
膏，反正和我一起生活的二十多年里是没
有做过的，但老人家的生活智慧不容小觑，
于是关火睡觉，半夜起来看，果然如婆母说
的，勺子舀起冷却下来的枇杷膏不用力晃
动都不会流下去，看来我的第一次熬膏还
是蛮成功的呢。

说是枇杷膏，其实我觉得叫枇杷果酱
更贴切，除了枇杷和黄冰糖，添加了30克
可以忽略不计的川贝，酸酸甜甜的，涂抹馒
头面包片很是美味。不算摘枇杷时间，从
剥皮清洗到熬制成功，大概用了五六个小
时，熬制的两三个小时里得一直站着搅拌，
并不觉得辛苦，有微微的甜酸香气萦绕，不
时尝尝味道，整个过程忒有趣了。

第一次熬制，怎么可能完美呢？熬得
干了一点，且在最后添加川贝粉的时候，没
有经验，直接将川贝粉倒入滚开的锅中，一
搅拌就成了团，弄了很久才散开，正确的做
法是用少量清水化开再倒入。整个过程，
还有很多待完善的地方，比如枇杷和冰糖
的比例，冰糖是黄冰糖好还是单晶冰糖
好？比如川贝和其他补益药物的添加，川
贝是打成粉最后添加还是不打粉和枇杷一
起下锅熬？还有熬制的时长、火候等等，我
相信再次熬制时自己能做得更好，这个“再
次”非常可期，能否成行就难说了，哈哈。

没有熬制枇杷膏前，我一直觉得枇杷
好吃膏难熬，真做起来了，才知道一点不
难，而且能随自己的喜好随意熬制。所谓
枇杷好吃膏难熬，难熬的不过是自己的惯
性和惰性而已，而尝试自己从未做过的事
且做得还算成功时，那种成就感、喜悦感，
是很让人心旷神怡的。

（作者原名吴洪华，现供职于双桥经开
区管委会）

俗话说，诗酒不分家，是亲亲的两兄弟。
对于一些文学爱好者来说，诗和酒是不

分家的，有诗就有酒，喝酒就能醉意中写诗。
对于我这样的文学爱好者来说，偶尔

也写几句分行文字，某种意义上说，也不算
诗，所以说有诗也不一定要有酒，有酒也不
能喝，喝了就什么也做不了。身边的朋友
也奇了怪了，问我是为什么？写诗的人怎
么会不喝酒？问谁，谁也不相信。我自己
也奇了怪了，怎么喝一点点酒，就是那个样
子？所以对我来说呢？诗和酒是完全可以
分家的，在不在一起，又有什么关系呢？

在我的实际生活中，诗和酒大部分时间
是分了家的。诗情画意不能充满我所有的
生活，只是生活中小小的部分。那几句分行
文字，不是想写就能写的，总是在一种特定
的环境中写几行或几十行，坚持执着中有了
那么一点点收获，发表了一些作品，偶尔也
获得一些小奖，有时也陆陆续续收到一些稿
费单。惹得周边的人用异样的眼光看我，羡
慕者有之，嫉妒者肯定也有之，其实那个年
代的稿费单数字也不大，顶多也是零敲八碎
的够喝几瓶啤酒罢了。其中几个要好一些
的朋友非要我办个招待，吃我一个小餐都
行。几个人呼前拥后来到学校边的小餐馆，
不怕惹事的又专门点了一个小酒歪脖子老
白干，又要了一瓶啤酒。我先是沾了点点白
干，喉咙像是燃烧了一样，尚有一丝丝灼痛，
看来真是不能喝老白干。为了表达我自己
的诚意，啤酒总是要喝的。朋友用他的老白
干对我的啤酒，一顿饭吃下来，一杯酒喝下
来，喝啤酒的我，并且喝得并不多，居然喝不
过吃老白干的朋友，真是羞死人。回到家
中，那才更羞死人，像一头死猪一样躺在沙
发上，一会儿冷，一会儿热，最让人搞不清的
是太阳穴那儿还一直在跳，一直在跳，跳得
人心慌。家里人也取笑我，既然只喝了那么
一点啤酒，怎么会这么难受呢？我自己也不
清是什么原因？

有了这次教训，对于酒，不管是白酒还
是啤酒，心里都有些忌惮，喝多喝少那不是
主要矛盾，而且是根本不想喝，哪怕那么一
点点。

几年的教书生涯，不论再领多少次稿
费单，我是无论如何都不愿意再请客了，内
心的真实想法是不想喝酒，尽可能不碰酒
杯。对外的则不是这个形象，周边的人认

为我不够哥们，领了好几张单子，什么也不
表示，成了吝啬鬼的代名词。我不想辩解，
也辩解不了，事实是请客的次数逐步少了，
嘴巴上说是不想喝酒，别人说什么也不信，
可能放在我身上这儿也不信，生活中总有
些怪圈，这也算是一个怪圈吧。怪我自己
不会喝酒，是吗？

离开三尺高的讲台，喝酒又成了摆在
我面前的一个难题，不是一个小小的难
题。喝酒好像是工作的一部分，我该怎么
应付呢？那必须找一个理由，十分充足的
理由。

我私下问了我周边喝酒的朋友，我不
能喝酒究竟是什么原因？是不是缺一根酒
肠子？我也是这么想，能喝酒的人肯定不
一样。去中医院找一个老中医问一问，其
实是个十分简单的问题，自己身上缺少一
种酶，肝上没有解酒酶，喝点酒解得太慢，
或者说是基本上没有解酒的功能，这样的
人很少，但毕竟有，那就是我。有了医生的
说法，我就可以理直气壮地告诉别人，我天
生就是不能喝酒的人，不由得别人不信，凡
是看见过我喝酒表现的人，他们都信。

从此以后，我不喝酒就有了充足的理
由，也能够在桌子上应对一番。可遇到一些
特殊情况例外，自己推都推不掉，怎么办呢？

有一次的饭局印象太深，想忘都忘不
掉。那场饭局与诗有关，与酒有关。

俗话说：无酒不成席。没酒成席的可
能性确实很小，即使饭局上喝酒的人不多，

也要用酒杯意思意思。我想用饮料来表示
表示，可饭桌子上的有些人不干，非要让我
喝一点意思意思，随便怎么劝，我是不愿意
喝的，但饭桌子上局面就此打住，冷场了，
气氛不好，大眼瞪小眼的，让大家都觉得好
尴尬。

一个朋友出面打圆场：那这样行不
行？你不喝酒，你写一首爱情诗，总是可以
的吧。

大家一听，觉得这是个好主意。我听
了心里却是酸溜溜的，有点瞧不起人，戏弄
人。诗就是那么好写的吗？何况还是爱情
诗？还要几步成就一首诗？

我写不出来，饭桌子上写诗，那不是成
心挤对我吗？

怎么可能？你是诗人？
你才是诗人？我只是一个写分行文字

的人。我一直都不承认自己是诗人。
诗人就这么不好听吗？
我叫你诗人？你高兴吗？
其实，我们没有挤对你的意思，对不

起。那这样行不行？你背一首你自己写的
诗，我们喝一杯，这算是公平交易吧？

这个要求，乍听起来我不亏，背一首自
己的诗，那不是小菜一碟，总比喝一杯酒又
解不了好得多。

可惜的是，我自己写的诗，根本背不下
来，只记得其中的几句就不错了，这样看似
公平的交易，也因为我的原因难以完成。

这场诗与酒的交易在似是而非的过程
中算是完成了，只是记不清我究竟背了几
句自己写的歪诗。我不想别人说我是诗
人，愿意背几句，也只是为了躲酒而已。

看来，生活中真的是把诗和酒截然分
开，那也不是件容易的事。

不想当诗人，又不想喝酒，这算是一种
生活方式吧，只要不碍着谁，我也觉得没什
么。待到诗醉酒饱之时，生活不就是光鲜
了吗？ （作者单位：綦江区文联）

春风拂过你的桑园
一千亩辽阔如星星点灯
一盏灯亮起来
一串灯亮起来
一盏盏，一串串，如火如荼亮起来
小镇的天空，就红成了灯海

桑葚点灯
灯油是爱情血
一滴一滴，从嫩绿的枝捻渗出来
燃成殷红的紫火焰
灼灼其华
赛过皇宫三千佳丽
赛过天上的日光和月光
赛过唱歌的田野，丰富而饱满的

四月潮

诗人采葚，从云外匆匆赶来
直奔你亭亭玉立的主题
把你的甜蜜握在手心
笑靥就溢出酒窝
把你的体温噙在口中
心里就哼起小曲
他们要借缪斯的光芒
把你无私的爱，揉进风花雪月
从盛田出发，抵庙堂之高，达江湖

之远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原党组书记）

春风拂过
你的桑园

王明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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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快 轻松贷
建行快贷 一触即贷

枇杷好吃膏难熬
吴维

生/ 活/ 随/ 笔

诗/ 绪/ 纷/ 飞

诗醉
酒饱

刘泽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