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锅里煮，一下子飞升到炭火上
烤，距离也就尺把，但却走了七十多年
烟火之路。这说的是什么？是今天红火
北方城镇的烤鸡架。

七十多年前，食客们就希望来点花
钱少，但却很有滋味的佐酒小菜。于是，
精明的商人与厨师“合谋”就将一只鸡
进行了分割制作：炒鸡丁，下饭好菜，用

的是鸡胸肉。熏制鸡大腿，油亮，喷香，
孩子们得意它能解馋。卤鸡头、鸡脖、鸡
小翅、鸡爪，成了饮酒人的最爱。

一只鸡去掉上述各部位，也回收了
成本，剩下“弃之可惜，食之无味”的鸡骨
架，便非常便宜，真正是“给钱就卖”了。
这样，鸡架就成了家庭里用它煮汤下面
或是炖菜生鲜的“名星”。不久，街头小吃
也将其“引进”，作为招牌红极一时的，那
就是北方城镇有名的“鸡丝馄饨”。

小店煮馄饨的是一口十印大锅，对
外的锅沿边，有一只鸡被热汤煮得像气
球，光亮而红润。它身体完好，鸡丝不是
从它身上撕下的。汤锅里还煮着几个鸡
骨架，当一锅汤已经鲜美后，便捞出鸡
架，把鸡架上的肉，一条一条撕下来，放
在一个大碗里，送到柜台。这就是放入
馄饨碗中那两三条鸡丝的“货源”。

卖鸡丝馄饨的老板此时就要来段
表演，招呼食客了。他用汤勺舀满热汤，
高高提起，然后他一边将热汤浇向锅边

煮着的那只肥鸡，一边大声宣布：“鸡丝
馄饨鸡丝馄饨啊，汤鲜味正，整鸡下
锅”，或是“热乎乎来碗馄饨，再来两个
麻酱烧饼，吃饱您上工的挣钱，上学的
得一百分啊”。他这个小门面，每天早上
食客特多，其中就有我。

那时大伙喜欢吃鸡架，是因为它便
宜。前几十年，人们生活清苦，少食肉
类。鸡架花钱不多，能见见“肉味儿”，也
是一种安慰。特别是家里小孩子多的，
不到年节舍不得买鱼买肉，可小孩子又
在长身体，当妈的就在鸡架上下了功
夫。中午放学，饭虽然还是高粱米或窝
窝头，但妈妈给煮一只鸡架，撕下不多
的肉蘸酱油吃，非常下饭。

现在嘛，鸡架味好、肉少，皆是优
点，满足口味之需，又免增肥之虑，两全
其美。日常家中鸡架这样吃：把鸡架剁
成几块加辣椒炒吃，或是油炸后，用香
菜、辣油拌凉菜；也可以把鸡架剁成块
炖菜，白菜、萝卜、土豆、西红柿等等，配

什么蔬菜都可以，菜有味道，还能啃鸡
架上的肉。鸡架，在沈阳已经成为一种
非常便宜的大众菜。在蔬菜超市10元钱
能买5个，有时6个，卤煮鸡架5元两个。

无论是炸鸡架、烤鸡架、五香卤鸡
架，真的都很好吃，而且男女皆宜，老少
适口。有人说鸡架是佐酒佳品，弃之可
惜，食之有味。青年人说它是最好的消
遣食品，有肉的鲜香，但量少而精，撕啃
随意，兼有“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乐
趣。你看街头大小食摊，早晚夜市，鸡架
总是主角，且花样繁多。彩电塔夜市、铁
西兴顺夜市、吉祥夜市等，都是沈阳颇
有名气的，摊主们熟练应用各种调味
品，把握火候，使得鸡架出现多种口味：
咸、辣、甜、麻，风味饱满，满足口味之
需；酥、脆、软、嫩，各具特色，吸引八方
来客，已经成了沈阳的名片。

当年的鸡架，还在汤锅里煮馄饨；
今天它却大露脸庞，显示着岁月的传承
与进步，生活的统一与多彩。

鸡架，也是名片沈
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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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青草巷到大目湾象
山

赖赛飞 出版过散文集《从海水里打捞文字》《后离
别时代》《生活的序列号》等十余部。浙江象山鹤浦人，
现供职于象山文联。

从宁波市象山县丹城中心区往青草
巷或大目湾不超过一刻钟车程，却够我
产生错觉：以为是后撤很多步来看丹城。

听说北京常以几环来区分，象山半
岛这种滨海地区——北纬30度美丽海
岸线可凭含水量高低来区分：山地——
干爽；塘地，含水量大增；养殖塘，在陆
地荡漾的海水；滩涂，陆与海的界面；最
后才是海域面积。

作为县城，丹城得名与炼丹相关。
南梁时期陶弘景在城北的蓬莱山上炼
过丹；之前，“采药瀛洲去，扁舟竟不还”
的徐福来此盘桓，凿下最初的丹井。又
曾称蚶城——直接以城的形状命名，我

以为这更美味——从扩展至今的地形
看，三面山，一面海，北高南低，内含山
珍海错与雪白大米。丹城通往外界除了
茫茫海路，陆上至今掘出了九个隧道供
进出，在当地统称作山洞。

青草巷在北，依蓬莱山，属老城区。紧
挨着县政府所在地，也是前朝的县衙所
在，轮廓完整，里有宋朝古井保存完好。
大目湾在南接海，属新城区。最南的建筑
物“阿拉的海水上乐园”，夏天满池的孩
子，嬉水闹腾过一堤之隔的海浪。大目湾
新城毗邻松兰山景区，那里新落成亚帆
中心，片片风帆在海面上翩然如大白蝶。

大目湾围垦在前，青草巷拆迁在
后，现在它们都出落成形。

周日有暇，先去了青草巷。它保留
了名字，大部分内容被删后重建，形成十
多幢中式大宅院和五幢文保建筑。粉墙、
黛瓦、板壁、雕花窗、石板地，古典气息比
当初还纯正。成为痼疾的消防、污水问题
等一并处理，作了现代感鲜明的标记。

清水被引入内部池塘，站在游廊，
见柳树下有象山大白鹅准备下水，上前

才知是雕塑。整个水系萦绕其中，小桥、
碇步、亲水台，鹅卵石排列于甬道两侧，
然后散播于水底。

从七月开始，每至周末，这里都设
青草集，作为重新打开的旧时光切入口。
吃食、花草、文创小品，人群漫步穿梭。

巷东侧有渔文化雕塑——大鱼与
渔夫，还有一小片直立的波浪，使我一
下想到大目湾。

顺流而下——真有河流而不仅仅
是从历史到未来的想象：纵向穿过丹城
的有东西澄河、新华河、南大河、内湾，
然后是外湾、大目洋、东海、太平洋。再
现层次感。

大目湾出水后从画在纸上的彩图
到依次出现实体——小区、教育园区、
商贸区、新兴产业区……来此的人天南
地北。中间几年，抽空在这大块新土
——长满耐盐碱的青草，与黄牛、白鹭、
绿头野鸭同行。每次走过新建的海塘大
堤，想到脚下是几年前目光所及的海
面。甚至走在横贯的丽湾路、松兰大道，
依稀认出那一段是那些年的落脚点，唯

脚印已被深深封印。路修建之初，发动
民众参与命名，我们单位被发动在内，
拟出长串的名字，仿佛凭空生了一堆孩
子，坐等其长大。

安于这形体玲珑、要素齐备、不缺
历史纵深感的蚶子里许多年，极偶尔
的，才会钻过山洞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也极偶尔的，想起电影《楚门的世界》，
惭愧不思远大之余自我安慰：仅城头城
尾这十来年的变迁，意味着身处边缘局
部，也见证到时代的生长方式：不仅旧
里出新，还无中生有。

我知道的，坊间曾经热衷于谈论撤
县设市，这几年改成撤县设区，属于同
一话题的升级版，仿佛从此原地、整体
被端进大城。重要的却是在此之前不停
原地创造，这才是各种话题产生的土
壤。近的好比境内的各座跨海桥：蜊门
港大桥、铜瓦门大桥、三门口大桥、象山
港大桥、三门湾大桥……它们最初就建
立在人们的谈论之中。不远不近的像憧
憬轻轨、高铁、机场。远的就远了，像去
月球、去火星、去向宇宙更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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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饭后从兰州出发，开了四个小时
车就抵达甘南藏族自治州的夏河县拉
卜楞寺镇。由于提前打电话问了停车事
宜，客栈老板娘就站在大门口迎接我，指
挥我把车停在隔壁的家属院：“欢迎你，
我是卓嘎，一会儿晚饭咱们一起吃吧，我
要煮面条和奶茶。”

一听“奶茶”，有轻微高原反应的我
立刻来了精神。放好行李后，我来到客栈
进门处右手的小厨房门口，就见卓嘎在
烧水。她冲我挥挥手，示意我可以进来，
就见她往烧开的水里放了一大勺奶粉，
再从茶砖上掰下一角扔进锅中，末了还
放进两大勺盐。

“我们的奶茶是咸的，我老公家乡
那边的奶茶咸味更重。”卓嘎边用汤勺在
锅里搅匀奶粉边解释道。藏民有“宁可三
日无粮，不可一日无茶”的习俗，无论清
晨还是午后，或是晚餐时，人们都会在饭
后喝一杯咸咸的奶茶，不仅能冬日驱寒、
夏日解渴，还能帮助消化、补充营养和体
力。

我想起之前看到的传说：古时，藏

区是没有奶茶的，藏民也没有饮茶的习
俗，还是因为文成公主入藏带去了茶
叶，由于不习惯酥油茶，她就将奶和茶
混着喝，于是，藏区就有了奶茶。我把这
个传说讲给卓嘎听，她笑道：“我也听说
过，还听说这种喝法是从藏区传到了邻
国印度，被印度当时的英国殖民者带回
到西方。之前还有游客告诉我，荷兰人
最喜欢喝奶茶。”我莞尔。

奶茶很快煮好，卓嘎给我的旅行水
杯中舀了一大勺，见我在厨房里每一步
都走得慢吞吞，她安慰道：“奶茶对高原
反应有缓解的作用，你多喝些，头就不晕
了。”我小口喝着奶茶，果然是浓浓的奶
味里带着咸味，不同于我在北京喝的甜
甜的奶茶，却也别有藏式风味。

次日上午是个好天气，我参观了有
“世界藏学府”之称的拉卜楞寺，行走在
具有藏族特色的宏伟建筑间，听着寺庙
屋檐清脆的风铃声，颇有身处另一时空
的感觉。待回到客栈，阴云密布，不一会
儿就下起了雨。我在屋檐下望雨，卓嘎招
呼完新到的房客后，怕我无聊，指了指二

层：“你会木雕吗？可以跟多吉学下。”
多吉是卓嘎的弟弟，汉语和卓嘎一

样流利。他负责客栈的木工活，每间客
房的床头柜都是多吉手工制作的，上面
的木雕图案轮廓简单，却又别具特色。
我带着好奇来到二层尽头的屋子，站在
门口打量多吉做木工的地方，从电锯到
打坯刀到雕刻机再到雕刻刀、精修刀，
可谓是工具齐全，几乎可以被称为“小
工作室”。“小工作室”中还散落着多吉
画的草图，比如客房床头柜木雕的莲花
图案，草图中并没有对莲心、花瓣进行
详尽绘画，而是对莲花进行整体轮廓勾
勒，所以我看到的成果就是简化雕刻的
莲花，反而显得更加空灵洒脱，韵味也
没有减少。

见我盯着草图研究，多吉招呼我：
“会用砂纸吧？”也不等我回答，他就递给
我砂纸，让我抛光。学生时代，我的确做
过木雕，但没做过藏式木雕，我将自己的
实际情况告诉多吉，他毫不担心：“木雕
步骤是差不多的，只是风格不同。”于是，
我一边忙着用细砂纸手擦抛光，一边听

多吉给我讲藏式木雕的特点。
“你看我画的草图，那个莲花你应

该觉得很夸张？这就是藏式木雕的特
点，我们以夸张的形式来揭示事物的本
质内涵，觉得这样更有艺术表现力。如
果我去雕刻人物，我的草图中只会画眼
睛和眉毛，鼻梁和嘴唇就被省去了。你
再看看旁边的草图，你就理解我说的
了。”多吉耐心地说道。

我赶紧忙完手中的活，就去翻看多
吉画的其他草图。的确，点和线会刻意地
被夸张延长，所以人物和花草看起来具
有生命表现力，并不会失去真实感。比
如，花草叶茎的草图里，一条曲线就是
茎，一竖一横就能简单勾勒出一团花，轮
廓干净利落至极，却能以神传形。我拿了
一张空白的纸，模仿这种画法去画伞一
般大的树叶和拳头大的果实，末了，多吉
看到后点评：“很夸张！有点像了！”

其间卓嘎还上来看我，我感慨地对
她说：“来你家的客人能学会两项新技能
——煮奶茶和做木雕！”卓嘎和多吉笑
道：“这也不错，不断学习，不断进步！”

跟着藏民做木雕夏
河

音乐水果 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媒体与传播学硕
士，网络文学作者，代表作《为君再生》等；热爱旅行，足迹
遍布36个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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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信息

※ 公 告 ※
公告：中晨贝隆路桥建筑南
京有限公司，因法人变更，
不从新备案认定的项目，公
司不预认可，特此声明
【破产期间清算义务释明公
告】南京圣骥网络科技有限
公司经南京市雨花台人民
法院裁定受理已进入破产
程序，苏亚金诚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担任管
理人。圣骥公司的股东、法
定代表人、董事及高管应配
合履行清算义务，及时向管
理人移交公司财产、证照、
账册及资料，并及时向管理
人说明情况，如不履行清算
义务将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特此告知！管理人联系方
式：南京市鼓楼区中环国际
广场 22楼，13912980776。
减资公告 根据 2021年 9月 2
日股东会决议，中建环球

（南京）资本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拟将注册资本从 18800
万元减至 1020万元，现予以
公告。债权人可自公告之
日起 45 日内要求本公司清
偿债务或提供担保。中建
环球（南京）资本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2021年 9月 2日
公 告 南京市东方国际茶都
实业有限公司与南京市东方
万汇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于
2018年 12月签订的关于《万
汇城（南区二期）物业管理委
托合同》，经双方协商，已按
照相关规定于 2021年 8月 9
日解除。后期会依据前期物
业管理招投标有关规定，由
南京市东方国际茶都实业有
限公司重新选聘一家物业服
务企业为万汇城（南区二期）
项目提供前期物业管理服
务。 特此公告。 南京市东
方国际茶都实业有限公司
2021年9月2日
江苏禹江科技有限公司减
资公告 根据 2021 年 9 月 1
日股东（大）会决议，江苏禹
江科技有限公司拟将注册
资本从 5000 万元减至 3000
万元，现予以公告。债权人
可自公告之日起 45 日内要
求本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
担保。 江苏禹江科技有限
公司 2021年 9月 2日
苏州市姑苏区欧买家房地
产服务有限公司减资公告
根据 2021 年 9 月 3 日股东

（大）会决议，苏州市姑苏区
欧买家房地产有限公司拟
将注册资本从 300000 万元
减 至 100 万 元 ，现 予 以 公
告。债权人可自公告之日
起 45 日内要求本公司清偿
债务或提供担保。 苏州市
姑苏区欧买家房地产服务
有限公司 2021年 9月 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