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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PPLEMENT东方明珠

中国古人确实很早就接触到了牛奶，

但他们只把牛奶做成奶制品吃而没有作为

饮料来喝。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我国早先

没有专门产奶的奶牛。靠哺乳期的牛来采

奶，数量之少，可想而知。《齐民要术》中说：

“以手痛乳核令破，以脚二七遍蹴乳房，然后

解放。”乖乖，那时的牛奶不是靠挤而是用脚

踢出来的！这样的话，怎么能够获得大量

的奶液来制作大众饮品呢？

元朝的统治者是游牧出身，我们能够

想象他们应当有喝鲜奶的可能，而事实上

没有。马可·波罗发现忽必烈行军途中居

然带着奶粉——他们没有喝鲜奶的习惯。

直到 1644年，欧洲传教士把奶牛引进

中国，清朝的皇室贵族对喝鲜奶发生了很

大的兴趣，在北京西华门外建了三个牛圈，

坊间称为“内三圈”。这样，鲜奶供应就源

源不断了。但喝鲜奶仅限于贵族。

说来你恐怕不太相信，晚清重臣盛宣

怀原先随满族风俗，每日服用人乳两次。

随着牛奶的兴起，他才逐步改为牛奶人乳

混用。

资料显示，1869年，原产于英国的爱

尔夏牛成为首批进入上海滩的乳用型牛

种。英国人在上海开设的奶牛场有168头

奶牛，每天生产 1000公升的鲜奶。于是，

上海的市场开始每天供应新鲜牛奶。盛宣

怀喜欢上牛奶，当与上海进口奶牛有关。

我出生在所谓“三年困难时期”刚刚结

束时期，作为营养品的牛奶，不是每家每户

都可以订购的：一方面只限量供应给老弱

病残者，另一方面价格偏高，许多人喝不

起。我记得有关陈寅恪先生的传记披露，

动乱年代中，他的工资和存款被冻结。一

向不求人的他，写了一份“申请书”（共两

条）给中山大学“革委会”，第一条就是“因

心脏病须吃流质，恳求允许每日能得牛奶

以维持生命。”

大概我父亲患了比较严重的心脏病，

得以幸致一瓶。即使如此，左右邻居并不

羡慕，毕竟一瓶牛奶要花一角六分呢（相当

于普通人家一顿的伙食费）。

据说德国哲学家康德生活十分规律，

每天下午三时准时出门散步，邻居就把他

作为校正手表的时刻。跟康德有得一拼的

是送奶工，每天大清老早六点许，他们已挨

家挨户地送奶了。牛奶瓶之间发出的“磬

铃哐啷”声音告诉人们：是时候准备上班

了。

那时，订牛奶的人家必须自备一个木

制小箱子（现在则是统一安装），或者放在底

楼靠弄堂的窗台上，或者挂在大门上，或者

钉在房子外墙上。小箱子必须上锁，永固

牌的，送奶工和东家各持一把，交接顺畅。

请人送奶上门要产生费用，所以不少

用户情愿多走几步，到指定的发奶站去取

奶。发奶工用圆珠笔或指甲在订奶卡上打

个勾，表示收发两讫。有时，订户因为忙碌

或忘记，没有及时去取，第二天碰到好心肠

的发奶工，他会说：今天正好有人没来拿，

补给你一瓶就是了；如果碰到不厚道的发

奶工，他会傲慢地数落你：为啥不来拿？天

气热，牛奶馊了，倒忒了！（不定他自己消化

掉了或做了人情）你只好自认倒霉。

从前的牛奶瓶瓶口相对现在的略微大

一点，瓶口用一张油光纸裹住，然后在下方

凹陷部位由上了蜡的纸质细绳箍紧，很有

标志性。怕被非订户者蓄意开启——或者

喝掉半瓶再掺点水，或者恶作剧加点不干

净的东西，箍扎的细绳还被一律封了蜡。

光靠那张油光纸来杜绝牛奶外泄远远

不够，卡在瓶口还有一张与瓶口内径一般

大小的圆形硬板纸。这是我小时候深恶痛

绝的东西：小孩子控制能力差，用力一掀，

整个奶瓶晃悠起来，牛奶就泼出来了；用力

不当，手一松，奶瓶哗的一下掉在地上碎

了，眼泪遂与牛奶会师。

这张圆形卡纸上往往黏着一层厚厚的

脂肪凝结物，我总是不以为意，随手一丢。

而父母觉得这是好东西，会尽最大努力把

这层东西刮到奶锅里。要知道，以前的“脱

脂”意味着低端，“全脂”才是王者！

因为经常被父母差去跟牛奶打交道，

我渐渐熟悉了烧煮牛奶的方法和过程。当

初看苏联电影《列宁在 1918》，里面有个镜

头——

列宁问斯维尔德洛夫：“会煮牛奶吗？”

斯氏说：“会。怎么了？”列宁说：“你看，牛

奶起泡了。”斯氏说：“没事。”于是两人继续

聊事。还没说上几句，灶上的牛奶就潽出

了锅口。列宁哈哈大笑，说了句现在六七

十岁的人耳熟能详的话：“这就是起泡的作

用！”

这部影片里许多紧张的情节难以预

测，令我震惊甚至颤抖。不过，列宁和斯维

尔德洛夫一起煮牛奶的桥段，其结果早在

我的掌握之中。当斯维尔德洛夫声称“没

事”的时候，我就脱口而出：“要潽了！”坐在

旁边的同学被我的大惊小怪着实吓了一

跳。

其实父亲对于牛奶并不上心，有时因

为工作忙，或者有意识地遗忘，等于把这个

好处让渡给我这个家里的“奶末头”——我

正在长身体嘛。我尝试了各种烧法，比如

在煮沸的牛奶里敲个鸡蛋。这可是个技术

活儿，既要使牛奶总是处在沸腾状态而不

潽出来，又要使鸡蛋在滚烫的牛奶当中有

足够的时间达到成熟。我最得意的是把切

好片的年糕放在正在起泡的牛奶里煮熟，

再加点绵白糖，奶香混合米香，实在美味无

比。

上世纪二十年代，学者赵景深把

“Milkway”（银河）误译为“牛奶路”，鲁迅给

予讽刺：“可怜织女星，化为马郎妇。乌鹊

疑不来，迢迢牛奶路。”但，从另一个角度

说，赵景深没错，中国人的喝牛奶之路，实

在是“路修远兮”啊。

静谧（摄影） □李钟

（一）

展望本世纪中叶，

该是一个怎样的世界？

是不是全球气候变暖，

偶尔才见鹅毛大雪？

是不是生态环境改善，

沙漠长出了绿枝嫩叶？

是不是新能源车飞驰，

绿色环保翻开新的一页？

是不是发展瓶颈突破，

经济复苏像股市时涨时跌？

是不是战争硝烟褪散，

和平之花盛开漫山遍野？

（二）

展望本世纪中叶，

中国展现怎样的亮点？

是不是改革开放深化，

经济总量跃上新的台阶？

是不是科技进步加速，

专利发明持续榜首名列？

是不是人人健康长寿，

和美生活开启了幸福秘诀？

是不是人才精英辈出，

诺贝尔奖又涌现中国籍？

是不是两岸携手共进，

祖国完成了统一大业？

（三）

好啊！展望本世纪中叶，

将是一个崭新的世界！

你看青山绿水春风洋溢，

二氧化碳夹着尾巴黯然离别；

你看机器人成群结队，

人工智能产业连年大捷；

你看时尚大师屡显精湛技艺，

创意服饰惊呆了傲慢的日月；

你看名胜古迹人山人海，

环球旅游遍地欢声雀跃；

你看自由贸易热火朝天，

合作共赢掀开辉煌一页！

（四）

好啊！展望本世纪中叶，

我们一起迎接新中国百年大典！

励精图治，我们奋力前行，

百年大计跨入强国行列！

披荆斩棘，我们走特色路，

社会主义取得质的飞跃！

不炫耀了，持续发展的增长率，

人民幸福安康才是第一喜悦！

不迷恋了，

上海金融中心的光环，

人民币坚挺才是真正的强！

不点赞了，援小助弱的大国风范，

共同富裕才是党的终身事业！

（五）

好啊！展望本世纪中叶，

中国与世界携手向前！

向前！脚踏风云共担使命，

向前！面朝大海共话和谐，

向前！求同存异拓宽视野，

向前！风雨同舟满腔热血！

生活不仅是鲜花美酒拿铁，

人生可贵将征程紧紧拿捏，

地球不该是封闭的国界，

人类珍惜传递爱的请帖。

期待吧！中华复兴梦我们共见证！

努力吧！时代新篇章我们共书写！

一条陈旧的小巷，撑着油纸伞

的人走过，湿漉漉的小巷，在一顶

顶圆圆的油纸伞衬托下，更显得古

朴典雅，赋予了诗情画意。

江南的雨，是大自然的赏赐。

她不仅把人浸润得水淋淋的，还把

江南人的心浸润得水淋淋的，江南

的姑娘便被造化得粉嫩、秀美、乖

巧。于是，江南的工匠灵气迸发，

造出了出门行走遮风挡雨的油纸

伞。

油纸伞美若音符，在江南的雨

丝中摇曳如荷，雨滴掉在伞面上如

弹奏出的清脆音乐，触击耳膜，

“噼啪”响亮，静静聆听好不美妙。

诗人往往能浮想联翩，会吟出更

为美妙的诗句来。由于油纸伞在

生活里伴着人生走过岁月，在雅集

里也能成为撩拔心灵的“圣物”，

在文人雅兴大发时被描绘得如梦

如幻。

小时候，我是撑过油纸伞的，

其制作精美，收起修长而立，绽放

幽静不俗。伞骨均为上好的竹料，

清心有气韵，组装无须一枚铁钉，

或为竹梢，或为蜡线，工匠的智慧

与巧手，又尽让油纸伞机关藏巧，

收放自如。

被糊上的油纸十分光亮，只要

小心，油纸伞能用上好长一段时

间。但在生活中免不了嗑嗑碰碰，

脆嫩的油纸极易被锐物触破，于

是，在我的记忆里，油纸伞很快被

油布伞替代了。油纸伞是绛色的，

而油布伞是黄色的，其伞骨没有

变，纸换成了布，自然经久耐用得

多，油纸伞也很快消失在历史长河

中。

后来的伞，又融入了许多工

业化的东西，一根伞柄伸缩自如，

伞冠也能小能大，让人方便了许

多，但不知怎的，我对油纸伞总是

寄予了更多更深的情感，在茫茫

的烟雨中，总感到有她的影子存

在。

在滴落的雨声中，仿佛那就是

由油纸伞传来的声音，妙不可言。

老知青箴言，有许多耐人寻味的故事，

我是逐渐读懂这些故事的。

1969年3月，高中毕业的她，响应党的

号召，去江西定南插队，整整 10年。这是

她难忘的 10年，没有菜就吃白饭，即使有

了菜也没有油；5 人组合 1 个月发 1 斤肉

票；挑公粮走 18里盘山路；1年 365天，例

假照常下水田……回望艰辛的插队路，她

的心里却满是感恩：“难忘淳朴的乡亲对我

们的厚爱。”

知青不会种菜，也种不好莱，吃饭常常

没有菜。乡亲们这家送点黄瓜，那家送点

青菜，缓解了她们的吃菜难。

挑公粮走山路，乡亲们的肩上都比知

青挑得多，可一路上常听到他们对知青的

关爱声：“累了就换个肩，不着急。”

天没亮，老队长一声哨子响，大家手拿

扁担、镰刀、绳子去山上砍柴。去的路上要

绕过月子江，因为过江趟水要湿身，砍起柴

来不方便。到了目的地，群山还没有醒，就

在山坡上稍息片刻，等东方有一点曙光就

开始砍柴。乡亲们砍柴，整理、打捆动作利

索，一个多小时后一担山柴就好了。看到

知青们的山柴还没有成捆，就纷纷走过来

帮忙。老队长说：“我们如果先走了，把你

们留在山上不放心。”

回到月子江边，乡亲们都挑着山柴趟

水过江了。然而知青们面对水深流急的月

子江，心里没有把握呀！正当她们一筹莫

展时，已过江的乡亲们你来、他来，大家都

回来了。他们接过知青的柴担说：“江水深

深浅浅我们心中有底，趟水过江我们冒问

题（没问题）。”

上山下乡受教育，月子江上结友情。

乡亲们挑着山柴在江中趟，知青们在后头

跟着走，为表感激之情，她们唱起歌来：“哎

呀嗨，感谢身边小妹崽哎，接过柴担趟江水

唉，不是亲人胜亲人呀……”清清的月子江

上，洋溢着歌声、欢笑声。

插队期间，箴言曾有当“赤脚老师”的

经历。那里的女孩结婚早，20多岁就已生

下5、6个孩子，家中孩子无人带，当姐姐的

学生就要背着弟弟或妹妹来上课。一次，

课堂上飘来阵阵异味，原来是一名学生背

上的小女孩拉屎了，这名学生急得直哭。

这时，箴言没有一丝犹豫，一边安慰学生：

“不要急，有老师在”，一边松开绑带，为孩

子清除粪便（山里孩子不用尿布）、揩身，让

这名学生继续听课。

还有一节课上，一名学生背上的小男

孩不停地哭。这名学生也知趣，背着弟弟

到教室外的走廊里转悠。一转悠，哭声也

缓和了许多。此时，正在讲课的箴言发现，

这名学生正抓住有利时机，把头伸进没有

玻璃的窗子里，直勾勾地盯着黑板专心听

讲。箴言的心被揪了一下：这些学生的求

知欲多么强烈呀！她当即走到走廊里，对

这名学生说：“你先回去，放学后我到你家

给你补上这节课。”在她心里，为山区学生

上好课，就是对乡亲们最好的回报。

人生际遇兜兜转转。1978年，箴言被

调到老家长沙当上了一名公办中学的教

师。2003年，她退休后回到了上海。

插队生涯已过去 40年，然而，那里的

乡亲、那里的气息、那里的喜怒哀乐，已经

融入她的血液中，而乡亲们的名字，也都留

在了她的电话本上。如今，她正在资助的

3名大学生，都是当地贫困乡亲的子女，根

据季节变化，常寄衣物包裹，利用节假日，

自费去探望。

岁月的脚步愈走愈远，心灵的感念却

越拉越近。她热诚邀请当年的乡亲到上海

观光旅游，她不让他们住旅馆，而把他们留

住自己家中，她说：“这样好多说些知心

话。”她还曾带领几十名老知青，去当地看

望乡亲们，大家叙友情，道思念，香醇的酒

一杯又一杯，深情的问候一遍又一遍。知

青们让箴言代表大家说几句，她情绪激动，

语不成声，最后只说了一句话：“乡亲们，我

们有永远未了的情呀！”

油纸伞
□施国标

江南春水人家（国画） □周青峰

展 望
□姜国庆

插队情结
□施在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