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发明吃瓜子的人，真是一个了不起

的天才!这是一种最有效的“消闲”法。要
“消磨岁月”，没有比吃瓜子更好的方法

了。其所以最有效者，为了它具备三个条

件：一、吃不厌；二、吃不饱；三、要剥壳。

俗语形容瓜子吃不厌，叫作“勿完勿

歇”。为了它有一种非甜非咸的香味，能

引逗人不断地要吃。想再吃一粒不吃了，

但是嚼完吞下之后，口中余香不绝，不由

你不再伸手向盆中或纸包里去摸。我们

吃东西，凡一味甜的，或一味咸的，往往

易于吃厌；只有非甜非咸的，可以久吃不

厌。瓜子的百吃不厌，便是为此。

俗语形容瓜子吃不饱，叫作“吃三日

三夜，长个屎尖头。”因为这东西分量微

小，无论如何也吃不饱，连吃三日三夜，

也不过多排泄一粒屎尖头。为消闲计，这

是很重要的一个条件。倘分量大了，一吃

就饱，时间就无法消磨。

要剥壳也是消闲食品的一个必要条

件。倘没有壳，吃起来太便当，容易饱，时

间就不能多多消磨了。一定要剥，而且剥

的技术要有声有色，使它不像一种苦工，

而像一种游戏，方才适合于有闲阶级的

生活，可让他们愉快地把时间消磨下去。

具足以上三个利于消磨时间的条件

的，在世间一切食物之中，想来想去，只

有瓜子。所以我说，发明吃瓜子的人是了

不起的天才。而能尽量地享用瓜子的中

国人，在消闲一道上，真是了不起的积极

的实行家!试看糖食店、南货店里的瓜子
的畅销，试看茶楼、酒店、家庭中满地的

瓜子壳，便可想见中国人在“格、呸”“的、

的”的声音中消磨去的时间，每年统计起

来为数一定可惊。将来此道发展起来，恐

怕是全中国也可消灭在“格、呸”“的、的”

的声音中呢。

我本来见瓜子害怕，写到这里，觉得

更加害怕了。

【文题展示】

“吃”，可能是我们

接触最多、关注最多的

字眼之一。吃、穿、住、

行，“吃”为先。爷爷爱

吃咸，爸爸爱吃甜；江苏

人爱吃米，山西人爱吃

面……“吃”能折射出

生活，说不定还蕴含着

哲理和文化呢。

请以“吃 ”

为话题，写一篇不少于

600字的文章。
【思路指导】

“吃”这个话题，总

是令人熟悉而亲切。与

“吃”有关的内容很多，

任何一种食物，都可以

作为写作题材。此外，

也可另辟蹊径，写“吃

惊”“吃亏是福”等内容。

具体来说，应该从以下

两点入手：

恰当补题。可补写

的东西很多，比如：“吃

饺子”“吃的趣事”“吃

食堂的日子”“吃的变

化”“吃在扬州”“吃瘪”

“吃香”“吃亏是福”……

当然，我们还可以根据

自己的需要填写其他

的文字。

选材精当。“吃”这

一话题很大，选取题材

时要化大为小，可以写

某样吃食的具体制作

过程，可以写吃某样美

食时的感受，也可以写

一些与吃有关的趣事，

等等。当然，要选择自己

感到最熟悉、最亲切的

素材来写，吃食的制作

过程要详细，品尝美食

的感受要细腻，如此才

能展现出“吃”的魅力。

（开门见山，引

出本文写作内容。）

（一系列动词

连用，再加上“兴冲

冲地说”、砧板的欢

歌，节奏明快而喜

庆感洋溢，画面富

于动感。）

（色彩搭配自

然，视觉、嗅觉配合

巧妙，读来使人身

临其境。）

（精细刻画爷

爷擀皮儿的动作，

奶奶的一“怨”一

“催”，爷爷“摇头晃

脑”地入戏，再辅以

诸葛亮哼哼唧唧的

唱词，不仅营造出

强烈的现场感，也

使人物性格跃然

纸上。）

（“我”的好动

和好奇及“杰作”，

奶奶的“笑骂”和

“无奈”，既写出了

童心之妙趣，又展

现了温暖的亲情。）

（爷爷、奶奶的

“斗气”平添了几分

家庭的和乐之美，

细节刻画入微。）

（环境描写呼

应开头。外“雪”内

“火”，交相映衬；儿歌

笑声，相映成趣；朴

实亲情，引人回味。）

（以笑声作结，

温馨美好，余味无穷。）

【亮点寻踪】

文章详细记叙了“我”家里吃饺子时，“我”和爷爷奶奶包饺子的趣事。文章标题暗示了主题及文中所蕴含

的情感。文章开头的“又”字，暗示着这是“我们”家吃饺子时经常性发生的画面；经过作者精心的描绘，包饺子

过程中的画面感很强烈，人物的性格———奶奶的率真任性、爷爷的宽厚慈祥、“我”的活泼可爱———特别鲜明，

亲人间暖融融的情感也随之跃然纸上，感染人心。文章以“乐趣”入题，以笑声作结，洋洋喜气贯串全篇，形成一

条清晰的线索，这样构思，既使文脉清晰，也使主题更加鲜明。

文
题
导
引 1 2 世间美食千千万，我独爱饺子。这不仅仅是因为饺子

很美味，还因为吃饺子很有乐趣呀！瞧，今天我们家又要

吃饺子了——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2 菜是现成的。爷爷从冰箱里取出一把韭菜，拎了一个
茴子白，又去村子里的小卖铺割回二斤五花肉，一进门就

对我们兴冲冲地说：“买肉的可多哩，晚去一步就买不着

啦！”一把菜刀上下翻飞，老榆木制的砧板顿时唱起了欢

快的歌。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2 馅儿剁好了，白的菜，绿的韭，红的肉，一勺黄澄澄
的胡麻油倒进去，香味立刻飘满屋子。奶奶的面也揉得差

不多了，摆在砧板上切成均匀的小块。于是，包饺子的大

戏便鸣锣开场了。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2 爷爷是个擀皮儿高手：双手配合默契，擀面杖运转如
飞，三转两转，一个圆圆的饺子皮就擀好了。一会儿的工

夫，砧板上就铺满了“圆月亮”。奶奶包不完，就怨他：

“慢些擀，皮儿干了就 黏不上口啦！”爷爷也不回嘴，拍

拍手上的面粉，打开了唱匣子，高亢的北路梆子响起来：

“正在堞楼我观山景……”奶奶包得也不慢，诸葛亮哼哼

唧唧两句台词还没唱完，一排白白胖胖的饺子已经卧在篦

子上了，于是催着爷爷“快擀快擀”，爷爷便摇头晃脑地

又开工了。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我不会擀皮儿，也不会包饺子，但是我啥都想试试。
一会儿擀出个三角皮儿，一会儿包了个罗汉饺——白花花

的馅儿直接撑破了肚子。奶奶笑骂一声“糟蹋东西”，无

奈地给我一块面团：“一边儿玩去！” 1 2 1 2 1 2 1 2
1 2 这时，爷爷就会将我拉入怀中，接过面团，粗糙的指
头这边捏捏，那边捏捏，再黏两片韭菜叶子，一只活灵活

现的狗狗就“汪汪”叫了。奶奶不服气，忽而捏出个老鼠

样饺子，忽而捏出个白鹅样饺子，还得意地撩撩鬓角的白

发，“哼”上一声。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剩下的面不多了，爷爷就拉我去灶房，准备烧水下饺
子。外面还在下雪，灶膛里的火苗在“呼呼”地蹿。水开

了，满满两篦饺子被奶奶端过来。普通饺子、老鼠饺子、

白鹅饺子，一股脑儿跳进开水里洗澡去！爷爷又念起了那

个让我从小猜到大的谜语兼儿歌——南边来了一群鹅，扑

通扑通跳下河！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我兴奋地指着锅里大叫一声：“好了——捞饺子，开
吃喽！”爷爷哈哈大笑，奶奶眉开眼笑，锅里的饺子也发

出“咕嘟咕嘟”的笑声。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1

吃饺子的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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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日三餐，在我们生活中必

不可少，然而一个“吃”字，却包含

了远比“填饱肚皮”更多更深的内

容。我国的许多著名作家，也都有

关于“吃”的名篇，虽然时代不同，

但“吃理”皆通。让我们一起来领

略“吃”的滋味，品读“吃”的内

涵吧！

微信扫码，关注
学习报公众号，了解
教育资讯，伴学快乐
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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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新年的行事，第一件在

我脑中浮起的是吃。回忆幼时，一

到冬季就日日盼望过年，等到过

年将届就乐不可支，因为过年的

时候有种种乐趣，第一是吃的东

西多。

中华民族是全世界善吃的民

族之一。普通人家，客人一到，男

主人即上街办吃场，女主人即入

厨罗酒浆，客人则坐在客堂里口

磕瓜子，耳听碗盏刀俎的声响，等

候吃饭。吃完了饭，大事已毕，客

人拔起步来说“叨扰”，主人说“没

有什么好的待你”，有的还要苦

留：“吃了点心去”，“吃了夜饭去”。

遇到婚丧，庆吊只是虚文，果

腹倒是实在。排场大的大吃七日

五日，小的大吃三日一日。早饭、

午饭、点心、夜饭、夜点心，吃了一

顿又一顿，吃得不亦乐乎，真是酒

可为池，肉可成林。

过年了，轮流吃年饭，送食

物。新年了，彼此拜来拜去，讲吃

局。端午要吃，中秋要吃，生日要

吃，朋友相会要吃，相别要吃。只

要取得出名词，就非吃不可，而

且一吃就了事，此外不必有别的

什么。

小孩子于三顿饭以外，每日

好几次地向母亲讨铜板，买食吃。

普通学生最大的消费不是学费，

不是书籍费，乃是吃的用途。成人

对于父母的孝敬，重要的就是奉

甘旨。

俗语说得好，只有“两脚的爷

娘不吃，四脚的眠床不吃”。中国人

吃的范围之广，真可使他国人为之

吃惊。中国人于世界普通的食物

之外，还吃着他国人所不吃的珍

馐……如果能够，怕连天上的月亮

也要挖下来尝尝哩。

至于吃的方法，更是五花八

门，有烤，有炖，有蒸，有卤，有炸，

有烩，有醉，有炙，有熘，有炒，有

拌……真正一言难尽。古来尽有许

多做菜的名厨司，其名字都和名卿

相一样煊赫地留在青史上。不，他

们之中有的并升到高位，老老实实

就是名卿相。

吃的重要，更可于国人所用的

言语上证之。在中国，吃字的意义

特别复杂，什么都会带了“吃”字来

说。被人欺负曰“吃亏”，打巴掌曰

“吃耳光”，希求非分曰“想吃天鹅

肉”，诉讼曰“吃官司”，中枪弹曰

“吃卫生丸”，此外还有什么“吃生

活”“吃排头”等。相见的寒暄，他民

族说“早安”“午安”“晚安”，而中国

人则说：“吃了早饭没有？”“吃了中

饭没有？”“吃了夜饭没有？”对于职

业，普通也用“吃”字来表示，营什

么职业就叫作“吃什么饭”。

在中国，衣不妨污浊，居室不

妨简陋，道路不妨泥泞，而独在吃

上分毫不能马虎。衣食住行的四事

之中，食的程度远高于其余一切，

很不调和。中华民族的文化，可以

说是口的文化。

因谈吃名篇三
吃瓜子（节选）

文 /丰子恺

因谈吃名篇一 谈吃（节选） 文 /夏 尊

馋，在英文里找不到一个

十分适当的字。罗马暴君尼

禄，以至于英国的亨利八世，

在大宴群臣的时候，常见其撕

下一根根又粗又壮的鸡腿，举

起来大嚼，旁若无人，好一副

饕餮相！但那不是馋。埃及废

王法鲁克，据说每天早餐一口

气吃二十个荷包蛋，也不是

馋，只是放肆，只是没有吃相。

对某一种食物有所偏好，对于

大量的吃，这是贪得无厌。馋，

则着重在食物的质，最需要满

足的是品味。上天生人，在他

嘴里安放一条舌，舌上还有无

数的味蕾，教人焉得不馋？馋，

基于生理的要求，也可以发展

成为近于艺术的趣味。

也许我们中国人特别馋一

些。人为了口腹之欲，不惜多方

奔走以膏馋吻，所谓“为了一张

嘴，跑断两条腿”，真正的馋人，

为了吃，决不懒。

人之最馋的时候是在想吃

一样东西而又不可得的那一段

期间。希腊神话中之谭塔勒斯，

水深及颚而不得饮，果实当前

而不得食，饿火中烧，痛苦万状，

他的感觉不是馋，是求生不成

求死不得。馋没有这样的严重。

人之犯馋，是在饱暖之余，眼看

着、回想起或是谈论到某一美

味，喉头像是有馋虫搔抓作痒，

只好干咽唾沫。一旦得遂所愿，

姿情享受，浑身通泰。

因谈吃名篇二

馋（节选）
文 /梁实秋

文 /薄睿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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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篇赏读】

限于篇幅，我们无法把以上三篇文章全文展示给大家，但就是

上面节选的这些名家名作片段，也足足让我们进行了一场“精神会

餐”，享受了一回“满汉全席”的视觉盛宴。文字赋予我们的想象空

间，也许比之亲见亲尝更有味道。不同的作家对“吃”有不同的见

解，夏 尊更多是在对“吃”文化进行概括，而丰子恺的“吃瓜子”，则

处处讽刺那些不务正业、虚度光阴的人；梁实秋的“馋”穷尽人之

“馋”相及“吃”之快乐。可见，“吃”中的滋味，真是因人而异。你不妨

也借此契机，写写自己对“吃”的记忆、梦想或者见解。

﹃
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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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南方初春的田野！大块儿小块

儿的新绿随意地铺着，有的浓，有的

淡；树枝上的嫩芽儿也密了；田里的

冬水也咕咕地起着水泡儿……这一

切都使人想着一样东西———生命。

（莫怀戚《散步》）

进了家门，静悄悄的，四个妹妹

和两个弟弟都坐在院子里的小板凳

上。他们在玩沙土，旁边的夹竹桃不

知什么时候垂下了好几枝子，散散

落落的，很不像样，是因为爸爸今

年没有收拾它们———修剪、捆扎和

施肥。

（林海音《爸爸的花儿落了》）

他在桥上立了许久，世界像是

已经死去，没一点声音，没一点动

静，灰白的雪花似乎得了机会，慌乱

地，轻快地，一劲儿往下落，要人不知

鬼不觉地把世界埋上。在这种静寂

中，祥子听见自己的良心的微语。先

不要管自己吧，还是得先回去看看

曹家的人。只剩下曹太太与高妈，没

一个男人！难道那最后的五块钱不

是曹先生给的么？不敢再思索，他拔

起腿就往回走，非常的快。

（老舍《骆驼祥子》）

风过去了，只剩下直的雨道，扯

天扯底地垂落，看不清一条条的，只

是那么一片，一阵，地上射起无数的

箭头，房屋上落下万千条瀑布。几分

钟，天地已经分不开，空中的河往下

落，地上的河横流，成了灰暗昏黄的，

有时又白亮亮的，一个水世界。

（老舍《骆驼祥子》）

环境描写，是指对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中的风景、物体的描写。具

体而言，是指对山川平原、花鸟虫鱼乃至家居摆设等事物的描写。环境

描写常常出现在记叙类作品中，对表现人物的身份、地位、性格，表达人

物的心情，渲染气氛都有重要作用。因此，环境描写在文章中起着不可

或缺的作用。

特邀撰稿 /樊会莹

跟名家学技法
窗外，月色朦胧，树影婆

娑，我喜欢在这无眠的夜里，静

静地坐在桌前，捧一本心爱之

书，慢慢品读，浅浅玩味，让那

淡淡书香氤氲开来，弥漫在房

间的每个角落。那一行行可爱

的方块字，多像一位深情的朋

友，她用灼灼的目光深情地望

着我，这盛情邀约使我不知不

觉向她走去。

（吕聪聪《你是我的那抹香》）

亮点：用环境描写开篇，渲

染了一种闲静、舒适的美妙氛

围，与安静读书的场景结合起

来，极富画面感和感染力。

已是江南三月天，春光

明媚，桃红柳绿，蝶飞蜂舞，

大地一派浓浓的春色。地处城

郊的沁园春小区有幸与郊外的

春色融为一体，只是小区的他们

无心欣赏这些美景，人们总是每

天清晨乘车匆匆离开小区，傍

晚匆匆赶回家里休息，小区的

美景也从眼前匆匆掠过。

只有他除外……

（吴超《满眼春意浓》）

亮点：环境描写别具一格，

与标题相互映衬，语言精粹典

雅，含蓄生动，颇具古典诗文写

景之意境。

【借鉴点】

一切景语皆情语。用来表现“景

语”的环境描写，在记叙类作品中虽

文字寥寥，位置不定，但均是作者匠

心独运，有意为之。

一、意在创设时空，交代背景。

一般情况下，环境描写直接交代了

事件发生的地点或背景，增加了事

件的真实性。如莫怀戚《散步》选段，

既点明了散步的时间（“初春”）和地

点（“田野”），又描绘了新绿、嫩芽、

冬水，展现了春天的气息，铺设了散

步的环境，有静有动，写得富有诗

意，读后使人似乎闻到了乡间田野

泥土的芬芳。

二、旨在渲染气氛，烘托情境。

写作中，环境描写和文章的事件、情

境应该是相辅相成的，景为情渲染，

情为景添神，情景相随。《爸爸的花

儿落了》一文写得含蓄别致，从“我

的襟上”的“粉红色的夹竹桃”起笔，

到爱花的爸爸病逝，沉郁的氛围和

丧父的伤痛一直笼罩着全文。上述

选段便着眼于描写夹竹桃的凋零之

景，形神兼备，承袭了全文的哀伤基

调，渲染了花落人亡的悲凉气氛。

三、为了表现人物，凸显性情。巧

妙的环境描写，往往对所写人物起着

不可估量的烘托作用：或衬托人物心

情，或反映人物性格、品质，或寄托人

物的思想感情，等等。虽然祥子辛苦

挣来的钱被孙侦探抢去了，内心陷入

了一片茫然之中，迷失了未来的方

向，但他还是决定赶紧去看望曹家的

人。“灰白的雪花似乎得了机会，慌乱

地，轻快地，一劲儿往下落”与祥子的

心情色调是一致的，都表现了一种迷

茫、凄凉和慌乱，烘托了祥子内心的

善良。

四、旨在铺垫下文，推动情节。还

有一部分环境描写，是为下文做铺垫

的，起到推动故事情节发展的作用。

如《骆驼祥子》选段通过直接描写暴

雨环境，借雨之急为后文祥子的一

场大病做铺垫，有力地推动了故事情

节的发展。

笙佳段借鉴笙

笙快乐仿写笙

茵原文呈现
秋天来了！抬头仰望，天空

蓝蓝的，好像刚洗过的蓝宝石。

阳光温馨恬静，秋风和煦轻柔，

金黄色的树叶飘飘悠悠地往下

落，像一只只美丽的蝴蝶在空

中跳着“秋之舞”呢！落叶铺了

一层又一层，好像给大地妈妈

披上了一件金黄色的外衣。

就在这样的季节，王大伯

死了，死得悄无声息，让我们无

限感伤。

…………

秋叶从树上一片一片地凋

落，但却静得出奇，让人顿生无

边的凄凉与感伤。忽然，有人

喊：“你们看天空！”抬头仰望天

空，只见一朵朵白云像柳絮似

的在空中徐徐移动，像一群小

朋友在游戏，玩得很快乐，那种

快乐就跟王大伯曾经带给我们

的一样。我的眼前不由得又浮

现出了大伯摇扇时的模样：一

张微笑着的脸，弯弯的嘴角，还

有眯成缝的眼睛……所有人都

笑了，我们知道，这是王大伯在

天堂向我们微笑呢！

（徐菲《一个来自天堂的微笑》）

茵升格建议
作为一篇写人叙事的文

章，本文的环境描写存在以下

失当之处：

1援未明确环境描写的目的。
在写人叙事的作文中，环境描

写只是起到一定的辅助作用，

为突出作文主题服务，不能为

写景而写景，甚至互相割离，喧

宾夺主。原文开头大肆渲染，写

了“天空”“阳光”“秋风”“落叶”，

颇有重笔描绘秋景之嫌；末尾对

于“秋叶”“白云”的描写落笔过

重，喧宾夺主，失去了方向性。

2援未做到环境描写的精练。

为创设环境、凸显人物，环境描

写应选取最有特点、最能达情

的景物来描写，而选段中对秋

景的描写用笔过猛。

3援未注意环境描写的兼容。
一般情况下，环境描写中的“景”

应与所要传达的“情”相辅相成，

交融合拍。既然是写王大伯去世

的事，就应该传达一种感伤的情

绪，写景时应选取与这种情绪相

关的景或物；在笔调上，应该以

一种感伤、冷寂的口吻切入。而

选段写“天空”“阳光”“秋风”

“落叶”“白云”等，过于喜庆、明

朗，致使情和景互相割裂背离。

茵升格展示
王大伯死了，死在寂寥的

秋天。他瘦弱的身躯终于如枯

黄的落叶，躺在了这片他生活

了一辈子的大地上。他死的那

天，连无止息吹刮着的秋风也

停住了脚步，静静地看着他离去。

…………

秋风吹起，泪随秋叶一起

飘落。忽然，有人喊：“你们看天

空！”白云层层地堆积着，慢慢

地移动，竟化成了一张微笑的

脸，那弯弯的嘴角，眯成缝的眼

睛，就像大伯摇扇时的模样。所

有人都笑了，泪痕被风揩干。我

们知道，这是王大伯在天堂向

我们微笑呢！

（徐菲《一个来自天堂的微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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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策划

特邀撰稿/裴智慧

说不尽的中国“味道”

笙片段升格笙

茵升格借鉴
升格后的文段有效地借

助环境描写来渲染气氛，烘托

情感，并且还注意选取秋季中

的特定景物加以描绘，实属难

能可贵。修改后的文段先选取

“落叶”“秋风”两种景物来创

设环境，烘托悲伤的气氛；又

借“落叶”“白云”等，表现王大

伯对人们的影响。这样，环境

描写的语言更精练，效果更突

出。同时，在环境描写的气氛

上，冷寂的笔调与悲伤的情感相

一致，且把景与人协调起来，更

能表达出作者对王大伯的怀

念之情。

八年级
《阅读与写作》栏目

阅读写作双效提升

以读促写稳步提高

第一版 美文

名家名作：精选中外名家名

作，特别是中考热点作家的文

章进行赏析或设题。

主题阅读：围绕学生最关

心的、最有兴趣的主题，和中考

现代文最常见的文本主题，精

选同主题文章，品味其语言美、

句式美，并揣摩其写作特色，让

学生积累优美语言，提高阅读

水平，借鉴写作方法。

时文选粹：选文均为精品时

文、美文，突出语言的文学性、

感召力，对文章进行赏析或设题。

第二版 视野

特别策划：针对最新最热的

话题，联系相关的文化知识，更

新拓展学生的知识库。

亲情树：就常见的“亲情”话

题选取最新时文或名家美文，进

行技法赏析为写作提供借鉴；或

设题，以提高学生的阅读能力。

书人书事：读书方法或读书

经历，以及读书人的读书情怀。

趣味古文：短小精悍，启迪

人生的文言选段展示与欣赏。

探索发现：涉及最新科技发

展动向的文章，或学生感兴趣的

科普类文章，并设中考类题。

轻松学国学：以轻松活泼的

形式呈现国学知识。

文化看台：对中国传统文化

精神的介绍，或者文化知识、文

化随笔、文化典故、文化散文等。

环球博览：海外博览，感受

不一样的异域风情。

自然之音：表达对自然的敬

畏与赞美。

智慧人生：经典性和思想性

并重的文字展示与欣赏。

第三版 写作（素材）

跟名家学修辞：从炼词、炼

句以及如何运用修辞手法等方

面，指导学生如何增强语言的

表现力和感染力。

佳作引路：对名家写作技

巧、语言风格以及题材的仿写。

跟名家学描写：从名家佳段

中提炼可供借鉴的写作技巧，

并运用这些技巧进行仿写，或

进行片段升格。

晨读夜诵：语言优美、可供

学生课余时间朗读的文字展示

与欣赏。

第四版 影印

作文诊所：作文升格系列

指导。要求：病文的问题应典

型，修改建议有价值，改后的文

章要精彩，对学生能起到学习

借鉴的作用。【注：与“佳作引

路”相辅相成。如“佳作引路”栏

目讲到“详略得当”，则“作文诊

所”的升格点也为“详略得当”。】

文题导引：针对一版“主题

阅读”，设置作文题目，并写出

写作指导。（体例：题目+写作指
导+佳作示例。）

写作新星：为爱好写作的

同学（文学社团）提供发表文章

和展示风采的平台，并由名师

对其文章进行评点。以影印形

式展示。

我国的饮食文化历史源远流

长，博大精深。它经历了几千年的

历史发展，已经成为中国传统文

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成为世

界饮食文化宝库中的一颗璀璨

明珠。

不把苏大学士归入“吃货”行列，我都不好意思说我在

写“吃货”的故事。先前在看《苏东坡传》，林语堂先生说苏

轼是乐观主义者、文豪书法家……各种称谓却掩饰不住他

一颗“吃货”的内心。他爱吃能吃会吃，六十多种菜品用了

他的名字：东坡肉（比唐僧肉有名些）、东坡羹、东坡肘、东

坡饼、东坡酥……

《初到黄州》一诗中这句“自笑平生为口忙”简直道出

“吃货”精髓。苏轼由于多次被贬，四处奔波，但也因此邂逅

了不少美食。到黄州的时候，他说：“黄州好猪肉，价贱如泥

土。”到儋州的时候：“食蚝而美，贻书叔党曰：‘无令中朝士

大夫知，恐争谋南徙，以分此味。’”他发现牡蛎鲜美异常，

偷偷给儿子写信说，你老爹我发现牡蛎很好吃，你别和别

人说，我怕他们来海南和我抢牡蛎吃啊。此外，他对于自己

喜欢的东西是吃不腻的，比如说荔枝：“日啖荔枝三百颗，

不辞长作岭南人。”苏大学士甚至在生病的时候，也还念叨

着吃：“余患赤目，或言不可食脍。余欲听之，而口不可，曰：

‘我与子为口，彼与子为眼，彼何厚，我何薄？以彼患而废我

食，不可。’”他患了红眼病，医生说他得忌口。然而他说我

很想听话，但我的嘴可听不了话，如果你要用生病休养的

理由不让我吃，我才不干。苏轼任性的“吃货”本性一览无

遗。对于“吃货”身份，他也毫不避讳，自称“老饕”，整篇的

《老饕赋》就一个意思：吃饱又喝好，世界多美妙！

“汪豆腐”好像是我的家乡

菜。豆腐切成指甲盖大的小薄

片，推入虾子酱油汤中，滚几开，

勾薄芡，盛大碗中，浇一勺熟猪

油，即得。叫作“汪豆腐”，大概是

因为上面泛着一层油。用勺舀了

吃。吃时要小心，不能性急，因为

很烫。滚开的豆腐，上面又是滚

开的油，吃急了会烫坏舌头。我

的家乡人喜欢吃烫的东西，语

云：“一烫抵三鲜。”乡下人家来

了客，大都做一个汪豆腐应急。

周巷汪豆腐很有名。我没有到过

周巷，周巷汪豆腐好，我想无非

是虾子多，油多。近年高邮新出

一道名菜：“雪花豆腐”，用盐，不

用酱油。我想给家乡的厨师出个

主意：加入蟹白，这样雪花豆腐

就更名贵了。

———汪曾祺《豆腐》

玉华台的汤包才是真正地

含着一汪子汤。一笼屉里放七八

个包子，连笼屉上桌，热气腾腾，

包子底下垫着一块蒸笼布，包子

扁扁地塌在蒸笼布上。取食的时

候要眼明手快，抓住包子的皱褶

处猛然提起，包子皮骤然下坠，

像是被婴儿吮瘪了的乳房一样；

趁包子没有破裂赶快放进自己

的碟中，轻轻咬破包子皮，把其

中的汤汁吸饮下肚，然后再吃包

子的空皮。没有经验的人，看着

笼里的包子，又怕烫手，又怕弄

破包子皮，犹犹豫豫，结果大概

是皮破汤流，一塌糊涂。吃这种

包子，其乐趣一大部分就在那一

抓一吸之间。

———梁实秋《汤包》

说起冬天，忽然想到豆腐。

是一“小洋锅”（铝锅）白煮豆腐，

热腾腾的。水滚着，像好些鱼眼

睛，一小块一小块豆腐养在里

面，嫩而滑，仿佛反穿的白狐大

衣。锅在“洋炉子”（煤油不打气

炉）上，和炉子都熏得乌黑乌黑，

越显出豆腐的白。

———朱自清《冬天》

细雨斜风作晓寒，淡烟疏柳媚晴滩。

入淮清洛渐漫漫。

雪沫乳花浮午盏，蓼茸蒿笋试春盘。

人间有味是清欢。

译文：细雨斜风，天气微寒，淡淡

的烟雾和稀疏的杨柳使初晴后的沙滩

更妩媚。洛涧入淮后水势一片茫茫。

乳色鲜白的好茶伴着新鲜如翡翠

般的春蔬，这野餐的味道着实不错。

人间真正有滋味的还是这清淡的欢

愉啊。

鉴赏：这首纪游词，是公元1084年
（宋神宗元丰七年），苏轼在赴汝州（今

河南汝州市）任团练使途中，路经泗州

（今安徽泗县）时，与泗州刘倩叔同游

南山时所作。词的上片写早春景象，下

片写作者与同游者游山时以清茶野餐

的风味。作品充满春天的气息，洋溢着

生命的活力，反映了作者对现实生活

的热爱和积极进取的精神。

翌历史“笑谈”翌
苏轼：肉比唐僧火

翌名家美文翌

如果袁枚生活在现代，那么他一定是“网红”。袁枚曾说

自己好味、好色、好葺屋、好游、好友，所以他的朋友圈晒的

最多的肯定是美食、美人和旅游，妥妥的就是“人生赢家”。

这兄弟还爱写微博体，短则几十字，长则百余字，他会把自

己一天的所见、所感、所吃记录下来。他家随园由于不设围

墙，自由度高，所以往来宾客众多，粉丝增长率是一天比一

天高。他还根据自己四十多年的吃货经验写了本《随园食

单》，这书写出来就登上了畅销书排行榜。

《随园食单》不是第一本清代文人写的菜谱，但却在当

时流传最广。《随园食单》系统全面、简单易学，堪称“连小

学生都能读懂的菜谱”。整本书共一序十四单，共包含了

320多种南北菜肴的详细烹饪方法与技巧，从最初的筛选
食材到品尝美食，书中均有涉及。看了此书之后，真可以大

呼：“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的烹饪啦！”此外，作为一个高级

“吃货”，袁枚对于吃的学问一样在乎。他说：“学问之道，先

知而后行，饮食亦然。”每当他听说什么地方有好吃的东

西，他就一定会让厨子上门拜师学艺，“以轿迎其女厨来园

制造”。

袁枚：“吃货”的高级修养

李渔不仅享受饮食之美，还遵循饮食之道。《闲情偶寄》

中的“饮馔部”，就是他讲求饮食之道的专著。于饮食中悟

道，于一箪一箸中寻求恬淡自然，李渔可谓“吃货”中的道家。

“吾谓饮食之道，脍不如肉，肉不如蔬，亦以其渐近自

然也。草衣木食，上古之风，人能疏远肥腻，食蔬蕨而甘之，

腹中菜园不使羊来踏破。是犹作羲皇之民，鼓唐虞之腹，与

崇尚古玩同一致也。”这是李渔在“饮馔部”开篇的一段。大

家也看到了，李渔是个素食主义“吃货”。嗯，下次想吃菜了

就去读《闲情偶寄》吧。

李渔：我为素食“吃货”代言

浣溪沙

翌诗词“味道”翌

2018年10月，西瓜视频在北京举办
美食博主沙龙，王刚穿着白T恤、黑外
套，现场与大家分享交流。他做了一年

半时间的美食自媒体，美食教程累计

播放超过5亿次，在国内积累了1000多
万粉丝，同时也是少数能火到海外的

美食博主，YouTube上的订阅账号超过
50万，点击量最高的酸菜鱼教程，高达
253万余次。说他是2018年话题度最高
的美食博主，不算过分。

“讲干货，不废话，不讲情怀，不浪

费生命。”王刚这样解释自己的硬核。

白色厨师服，面庞黑亮，干瘦笔直，打

完招呼就教做菜，整个视频的教菜过程

简洁利索，和王刚快节奏的语速一致。

成为厨师长的王刚没有停止学

厨，相反，下起了更笨的功夫。为了学

好东北家常菜地三鲜，他在东北蹲了

半个月。半个月花完三个月的工资，他

终于把地三鲜学到自己认可的味道。

为了做出最好的味道，厨师王刚

不可谓不用心。成为厨师长后，他没有

停止学厨，相反，下起了更笨的功夫。

这就是一种精益求精的精神。

王刚：一个美食博主的笨拙走红

翌励志故事翌

苏 轼

PDF 文件使用 "pdfFactory Pro" 试用版本创建   ÷       www.fineprint.com.cn

http://www.fineprint.com.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