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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玉兰】

偶 思

□杨

●早上 7:30 到了上海虹桥站，
候车时见人
流潮水般涌来涌去，
忽然想：
“此时要是网络断
了，
一切将会如何？难道越现代就越不堪一击
吗？人类的咽喉，
为什么要被自己创造的东西
所扼住？
”
●下午 4：
00 出西安站，
气温仍高达 38℃，
这样的天气远行谁都怕，
但生活中许多事不是
一个“怕”字所能解决，
不怕自有不怕者才能享
受得到的风景。
●晚上在尚友看秦腔表演 ，演员须眉飞
动，
表情曲折低昂，
吼声震殿宇。皮影戏《卖杂
货》尤生动可谑，
人物之心理活动如活物般被
捧到了观众眼前。另有《断桥》一出，
兼有昆、
越诸剧之婉转与悠长，始悟“秦腔”之妙 ，
非一个“吼”字所能了得。物有阴阳，术有
刚柔，人的天资中有性灵也有粗犷，两两相
济，
方能尽自然物理之妙有。
●人言艺术是闲出来的，
艺术欣赏又何尝
不是闲适时才有的行为？宋代柳永有词曰 ：
“都门帐饮无绪，留恋处，兰舟催发。”人于
情急或无趣时，纵是美酒在前也懒得饮，
可为
吾言之佐证。
●古人书碑刻碑，
推想只是尽量把事做好
做完美而已，
只有基本技法，
并无风格、
艺术等
诸多想法，
所以轻松、
真实且可爱。认真处，
表
现为庄重；
率性处，
最是其精神流露处。
●今人不如古人处，
不是功力，
不是用笔，
也不是结体，
而是已经没有如此专注、
纯粹、
单
一的心境。书法要负载的欲望太多。表面上

提起侦察兵，
人们都感到这是一群在战场
上无所不能、无坚不摧的兵王。那擒拿格斗、
飞檐走壁的基本功，
那敌后战场种种娴熟的技
能，
都是侦察兵克敌制胜的必备本领，
而侦察
兵的头儿——侦察排长更是出类拔萃的典范。
一天同事们闲聊，
又提起侦察兵的话题，
说到如何神出鬼没时，
我冷不丁插话，
“我从军
时曾当过侦察排长”，
同事们满脸崇敬。
“而且
是没当过侦察兵的侦察排长”，
听完下半句，
大
家的脸色立刻从崇敬转为狐疑。
1973 年 ，我入伍来到沈阳军区某炮兵部
队。刚到新兵连时就有一些神气的小伙子到
处打听，
有的甚至跑到老兵连去看训练。听他
们说炮兵部队也有侦察兵，
虽然每年补充数量
仅 3%左右，
但当侦察兵就成为大多数新兵追
求的目标。侦察兵，
也是我从小时候的偶像。
于是暗地里我就有意无意地展示当侦察兵的
潜质，
好让领导定兵时能挑选上我，
如力量训
练时做俯卧撑 ，每次憋足劲都要做到 100 多
下，
好把第二名远远甩在后面。
谁知新兵连结束，
我被分配到了团部警卫
排。虽然心里有些懊恼，
但还是准备在平凡的
岗位上做不平凡的贡献吧。哪想没几个月，
这
“不平凡”还真的降临了。一天领导找我谈话，
叫我去喂牛，
接着做思想工作。说实在的，
没
想法是不现实的，
但又想，
反正当不上侦察兵
了，
其他干什么工作也都差不多。
1975 年，
邓小平复出并主持军委工作后，

提出：
“军队要整顿，
要准备打仗”的口号，
“文
革”中一度停招的军事院校陆续恢复招生工
作。1976 年刚过完年，
经简单考试，
我被部队
选送到南京汤山炮兵学院（当时为炮校）指挥
系学习深造。
1977 年初我以优异成绩毕业归队 ，出乎
意料的是部队任命我为炮兵营指挥连侦察排
排长。其实炮兵部队中的侦察兵和步兵部队
中的侦察兵虽然都叫侦察兵，
但遂行战斗任务
时的方式有较大区别。人们印象中的侦察兵
基本上属于步兵侦察兵。而炮兵侦察兵获得
敌方资料的途径，
主要是通过侦测器材侦察测
算；
对敌军编制、战术的掌握了解以及我方多
渠道获取情报信息的综合分析，
来确定敌军的
兵力部署、
武器配备和战术意图的。即使要实
施敌后侦察，
一般也在步兵侦察分队的配合下
来完成。所以擒拿格斗等基础功夫并不是炮
兵侦察兵的必修课。
随着军事院校学习培训人员的归队，
我们
这部分青年骨干在训练中的作用马上显现出
来，
部队指战员欠账多年的军事素质也随之逐
步回升。在中央军委“军队要准备打仗”的方
针指引下，
各级也加强了竞赛、
比武、
考核和各
种形式的演习。我属“文革”后第二期毕业的
军事院校生，当时部队科班出身的骨干正处在
青黄不接的状态，于是在后面到来的检验战斗
力的一系列活动中有幸火了一把。
回到部队任职的侦察排，
大概因为该排缺

里下河：
风车·禾田·乡愁
里下河是一条河么?
“不是的。
”
小时候父亲曾对我说。
后来我走得宽了，见证那的确不是一条
河，而是由千条万条纵河横河、大河小河、直河
汊河、自然河人工河交织的水网地带。它位于
江苏省中部沿海江滩湖洼平原，西起里运河，
东至串场河，北自苏北灌溉总渠，南抵通扬河，
总面积可达 1350 余平方公里。因里运河俗称
里河、串场河俗称下河，平原介于这两条河道
流域之间，于是贯有扬州、泰州、南通、盐城、淮
安等辖区名城轶事的“里下河”或曰里下河地
区便闻名起来。
一
祖父祖母, 谈起刮着风车的垄垄禾田,
会对“新民主、新方针”感动流泪。我的祖上
自明朝洪武年间苏州“阊门赶散”，迁到长江以
北、黄海以西的里下河地区，数辈人先后当过
割草的柴民、烧盐的灶民、撒网的渔民和渐至
以耕为主的农民，始终过着贫寒的日子。愁苦
一世的爷爷奶奶，生活在清末民初，吃过千般
苦，受罢万般累，总也食不饱、衣不暖、住不安、
债不断。祖父常给田地多的大户人家看风车、
管秧水, 每天从鸡叫干到“鬼叫”，任凭怎么辛
苦劳作，家里也过不上富裕一些的日子。共产
党来啦，里下河的穷苦人，耕者有其田、有其
食、有其房、有其读，日子像浸了糖、灌了蜜。
因此，祖父母乐意儿孙参加共产党及其所领导
的队伍，哪怕有风险也支持投身革命活动。
父亲母亲回忆起风车下的禾田往事, 则
对“互助组、合作社”给农民带来的好，点赞不
已。新中国成立后，农民被广泛“组织起来”，
先由相邻、自愿的农户成立互助组，再根据生
产与区划需要成立合作社。互助合作带来的
好处是：人口少的家庭有劳力帮忙了，牲口少
的家庭有牛骡助耕了，农具少的家庭有锹耙犁

锄济工了。更重要的，沙一样散的心拢起了，
向集体的力凝成了。一家一户的田地契约给
集体，集体共同耕植远胜于小户分散种作。父
亲为生产队看风车、疏水田，管着上百亩水稻
地，与过去自耕十几亩地相比起来，还要管侍
得好。使得同等力、下得一样功，这下难道添
神效了么？！农业发展了，还大力支援了国家
工业的奠基。
哥哥嫂嫂，在风车呼啦啦的禾田上，甩开
膀子耕种“大包干”责任田。原本农耕是实打
实的活儿，绝非越大越公才越好。1978 年党
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改革开放大幕，农村
全面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里下河地区，
迎来新一轮土地种植方式的变革。我哥承包
了责任田，也承包了风车，为大伙的包干地提
供灌溉。在里运河、串场河、通榆河及条条相
连的河畔岸头，与一具具高架风车相媲美的是
一家家新瓦房楼房别墅耸立而起，各种电器闪
亮入户，小作坊小商店小工厂赫然开张，专业
户万元户乃至几十万、百万元户也相继诞生。
我的侄儿侄孙，作为里下河后代的后代，
赶上“农民进城”的潮头船。党的十八大、十九
大后，在农村不断吹响深化改革新号角。家庭
包干责任田，纷纷流转到联合公司、种田大
户经营耕作，实行现代化种植。按每亩 850
元以上人民币给予租金，照比率逐年提增收
益。收成丰厚之年，还增加分红。出租土地
后的农家富余劳力，可以被招聘到种植公司
和农业大户，经过培训提高就近务农，不离本
田老土；也可以改作其他营生，各尽其力，各显
其能。在里下河持续农改风潮中，土地流转
了，耕作优化了，农民活泛了。老家的十几个
侄子侄孙，有的成了机械化大耕作的新型农
民，有的成了村镇家乡文明戏的编演人员，有
的出去打工承包工程搞建筑，有的成了新行当
的致富能手。他们在村上有老屋，在镇上买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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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是输在时代的局限上，
实质我们是输在自
很难有“深”度，也难有广度，反而容易陷入小
己的心灵上。心灵的高贵与卑贱，
可以不为时
趣味。
代所左右，
所以我们无法推托，
只能自责。
●人算虽然不如天算，
然天算亦需借“人
●文化是很牢固的，
沧海桑田、江山易代
算”才能得以实行。
可以不断；
文化也是很脆弱的，
谁存一私念，
淫
●数日间，
所忧心者，
当今艺术之气象与
及于它时便支离破碎或销声匿迹。
走向也 ，古人常归结为“气运”，然又岂是“气
●参观秦砖汉瓦博物馆，
目击而道存。这
运”二字所能道尽？！
些秦砖汉瓦的具体制作者当为民间工匠，
那么
●融入了生命体验的学术研究才会有生
这些图案与文字的设计者又是谁呢？为什么
命力，
激情使然。一般来说，
这类研究的时间
能那样的单纯、随机、自如、大胆、新意迭出？ 不能拉得太长，
也不能缩得太短。拉得太长容
难道是越单纯便越大胆吗？有关学者可以把
易不了了之，
缩得太短容易简单肤浅。
它们进行归类，
加以阐释，
编成高头讲章，
但是
●杜甫《与任城许主簿游南池》有句：
“晚
又有谁能真正做到与他们的心灵相接通？与
凉看洗马，
森木乱鸣蝉。
”宋周紫芝《竹坡诗话》
他们共同体验生命的饥寒温热？
有云：
“又暑中濒溪，
与客纳凉，
时夕阳在山，
蝉
●观赏秦汉古印时，
有人谈到了篆刻的创
声满树 ，观二人洗马于溪中 ，曰 ：此少陵所谓
作问题 ，我对篆刻的继承和创新有这样的看 ‘晚凉看洗马，
森木乱鸣蝉’
者也。此诗平日诵
法：秦汉印属青铜器皿中的微型器，亦源于实
之，
不见其工，
惟当所见处，
乃始知其为妙。作
用，种种修饰变化，均为工艺美术之手段。提
诗正要写所见耳，
不必过为奇险也。
”由此可悟
倡复原和回归，一不可能，二意义不大，走纯艺
两点：
作家不必脱离生活去编造“奇语”，
多多
术之路也许是唯一出路。以抒情写性为旨归， 观摩思考，善于刻画表达；欣赏者则亦当有生
在本质上最大限度地逼近书法、绘画和音乐， 活，
广阅读，
善联想。
一如李白“作诗非事于文律，取其吟以自适；如
●古语云：
“宁吃鲜桃一口，不食烂杏一
神仙非慕其轻举，将不可求之事求之，欲耗壮
筐。”癖嗜烂杏者，多为少食鲜桃之故。读书
心、遗余年也。”不然干脆回归工艺美术好了。 亦然。
另外，就入印文字的艺术性而言，其趣味也远
附记：7 月 25 日至 30 日，余有西安访碑之
远比不上秦砖汉瓦，当然更比不上一般意义上
旅，除既定路线外，又于西安两大藏家处，零距
的书法。印章“微型”的特点限制了发挥。艺
离接触到了数十件名碑拓片和数百方秦汉古
术变化须在一个大的平台上才能尽情发挥。 印，收获颇丰。上面十数则“思絮”均出自那几
人事亦如此。
“ 微”只能往精里做，但微的“精” 天的日记。

没当过侦察兵的侦察排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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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丛五星

任排长时间较长，
在全团四个侦察排中军事技
能处在最末。训练中我不但用院校学习的知
识，
还结合在院校学习时兄弟部队学员交流的
经验、
方法来辅导侦察排战士，
力求简明实用，
并尽可能贴近实战。三个多月过去后，
在团里
组织对侦察排的半年摸底考核中，
通过对观察
所隐蔽展开、
侦通器材使用、
敌方目标锁定、
射
击诸元计算等项目考核评比，
一举夺得了综合
成绩一名。
接着 1977 年下半年全师举行了军事训练
大比武竞赛，
我参加的是侦察排长综合侦察业
务比赛。比赛项目很全面，
既有按口述敌情标
绘工作图的图上作业，
又有多手段对敌目标捕
捉的现地考核。记得在目标捕捉中有这样一
个科目，
即在不使用任何侦测器材（战术背景
是所有器材、地图等都被敌军炮火摧毁）的情
况下，
确定敌火力点的距离和方位。没有方向
盘、
望远镜、
测距机等获得数据的侦测器材，
如
果光凭目测误差肯定很大，
我就利用“方位物”
（在战场准备时一般用不会被炮火轻易摧毁的
物体建立的目标参照物，
如大石砬子等）和身
体的某一部位如手指、
手掌的密位数来确定方
位；
利用声光差来确定距离，
没有秒表就利用
默读记数法来进行。其实这些都是平时的必
训课目 ，但需花一定的功夫才能较熟练地掌
握。我夺得第一名，
并因此获得了综合侦察业
务大比武竞赛第一名。年终总结时也因科学
训练、
成绩优秀被所在部队记三等功一次。

□张桂柏

房，一个个喜气洋洋进城啦。小孩上学入托、
老人看病就医，方便多了。还有一桩是千百年
破天荒的事：农民广进收入，不缴赋税！又一
桩是国家立下军令状的事：精准扶贫到农户，
到 2020 年含里下河百姓在内的 13 多亿中国
人全部脱贫，普遍奔小康。而家乡的风车呢，
依然物在，扬帆滚滚，一方面提水灌田；另一方
面，更成了故土乡愁的生动标志，吱吱呀呀，不
疲不倦地向人们讲叙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
故事。
二
家乡变化太大了，至亲几代人过上了丰衣
足食的美好日子，倒也让我安心军旅、建功边
疆四十多年。我退休后，还被安置在北京。原
为里下河的放牛娃，今天也算实现了一个大
梦，
这是过去想也不敢想的。
世纪春华，亘古以求，追梦复兴。千百年
来，里下河同样的叶叶风车、片片禾田，但不同
时代、不同政策，导致的收成是不同的，日子是
别样的。一方连九州，窥斑见全貌。在我中
国，农民富则国富，农民安则国安，农民日子过
好了，国家运势便走旺了。是谁使得曾经农桑
苦、饥冻寒的中国主体阶层——农民，走上康
庄大道，过上幸福生活？里下河风车滚滚的禾
田上，所发生的变革变迁变化，无疑作出了令
人信服的答案。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的理想
与实践，功之硕硕，不能不恭；业之巍巍，不能
不彰。
而今，每当我看到孩童手里举着纸做的风
车，奔走在街巷胡同、阡陌田园，不禁又想象自
己回到了里下河风车滚滚的田野上……
八维茫茫举天轮，
白帆猎猎挥雨云。
清泉汩汩腾玉浪，
袤土葱葱遍芳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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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有过人的功夫（猜二字洗涤品牌）
2.“儿童相见不相识”
（猜 2017 年电影）
3. 治理后方得安定（猜三字新药）
4. 产房禁入（猜五字小孩习性）
5. 船工号子喊得没有从前好了（猜四字甘肃某地自然灾害）
6. 出了名就升官（猜二字水果名）
以上灯谜由南通市文化馆群艺谜社供稿

鸟宿池边树
□丁晓梅

经常回老家 ，喜欢沿着未整饬
的野河转悠。河边有刺槐、谷树、桑
树、苦楝 ，林木疏朗 ，还有自然生长
的芦苇白茅和各种藤葛灌木。茂密
的植物似长长的睫毛 ，掩映着明眸
般清凌凌的河水。
“野有蔓草 ，零露
瀼瀼”的河边 ，生活着各种鸟类 ，常
见野兔黄鼠狼出没。野河有野色 ，
更有野趣。其实野河不“野”，河边
围有高约一米五的拦网 ，主人用此
告诉你“禁止捕鱼”。
春末夏初 ，正是鸟类繁殖的季
节。那条野河边的桑树上 ，有一个
鸟巢正在“施工”中。一对白头翁夫
妇飞来飞去，
衔来草丝树叶棉花，
忙
忙碌碌地共筑爱巢。心里惦记着鸟
巢的进展，
时隔两周后，
再去悄悄探
看，
发现编织得十分精致的鸟巢里，
卧着带有酱红色斑点的五枚蛋 ，个
头比鹌鹑蛋稍大些。只见两只白头
翁相继飞回了窝 ，雌鸟趴在窝里一
心一意继续孵雏。雄鸟站在附近树
枝上站岗，
背羽墨绿色，
闪着锦缎般
光 泽 ，头 顶 有 一 撮 醒 目 的 白 色 羽
毛。雄鸟不停地转动着脑袋 ，警觉
地注视着周边的情况 ，
“叽啾叽啾”
鸣叫着，
告诫“这是我的领地”，
随时
准备驱赶入侵者。
安宁美好的画面才刚刚定格 ，
一个幽灵似的影子从地面悄无声息
蜿蜒而上。是一条蛇 ，背部有黑褐
色横条花纹，
头呈扁状椭圆形，
身长
一米多。雄鸟已发现危险来临，
“啾
啾啾啾”发出急促的警报，
雌鸟在窝
中不安地站起来。蛇沿着树枝向上
攀爬，
鸟巢在拦网另一侧，
蛇头穿过
网孔，
径直伸向鸟巢，
明火执仗入室
行凶，
雌鸟猝不及防，
仓促跳离。蛇
就这样，
身体在拦网一侧，
头颈在拦
网另一侧 ，从容地开始享用这顿美
餐，
转眼间就吞进三枚蛋，
小生命还

未见到阳光就已葬身蛇腹。亲眼目
睹了蛇的阴险与贪婪，
那一刻，
我相
信了蛇是撒旦的化身。
两只护犊心切的鸟紧贴着蛇头
顶疾速煽动着翅膀，
“ 啾 —— 啾
——”盘 旋 嘶 鸣 ，试 图 赶 走 凶 残 的
蛇，
蛇极不耐烦地举起头，
狰狞地吐
着信子发起攻击 ，鸟夫妻扑棱着翅
膀，
掉落的羽毛在空中飘飞。无奈，
根本不是一个重量级的对决。少
顷 ，剩余的两个鸟蛋悉数被蛇吞入
腹中。绝望的鸟夫妻看着空空如也
的“家”，
悲鸣着飞离了伤心地。
看来，
鸟宿池边树，
不仅是参差
荇菜 ，清风葛覃 ，还有履冰之险 ，有
灭顶之灾。尽管残酷的一幕就在眼
前上演 ，但我还是选择了尊重大自
然的生存法则，
没有惊扰它们，
也没
去扶弱除强。
然而 ，剧情还未落幕。数天后
我出于好奇心 ，再去看看鸟巢。眼
前的场景令我惊愕不已 ，鸟窝被风
吹散了，
蛇还在，
保持着吃蛋时的姿
势挂在拦网上，
只是已变成蛇干，
腹
部有明显鼓起的一块。原来蛇头穿
过拦网吞蛋时 ，一个个依次滑入胃
囊，
五个蛋把腹部撑得鼓鼓的，
使它
无法穿过小小的网孔继续前行 ，向
后退吧，
鳞片又被细细的网丝卡住，
就这样进不得退不了，
晾在网上，
活
生生被晒成了一具木乃伊。
如同非洲大草原上猎豹一口咬
断羚羊脖子，鳄鱼撕咬角马，鬣狗
群猎杀小狮子。自然界弱肉强食的
戏码天天在上演，即便是王者，也
可能丧命。鸟夫妇自然是另择他
地，产蛋孵雏，重新开始生儿育女
的生活，蛇却由于贪欲而断送了性
命。这个世界没有绝对的强者，也
没有绝对的弱者。贪婪是要付出代
价的。

椒油莼齑酱
□张

《红楼梦》的动人心处，恐怕一
大半在于书里提及的稀罕物事常给
读者带来惊喜，单饮馔一项，它就带
给我们多少过屠门而大嚼的欣悦
——要是不读《红楼梦》，你怎么也
猜不到宝钗同探春这两个秀外慧中
的小姑娘，会商量着弄个油盐炒枸
杞芽儿来吃；猜不到那个神秘而美
艳的宁府少奶奶秦可卿，病中会想
枣泥山药糕吃；薛姨妈家那个刁蛮
儿媳妇夏金桂的口味你也是预料不
到的，
她竟爱啃那油炸的鸡骨头鸭骨
头，
倒将鸡肉鸭肉随手赏给下人。
但第七十五回中秋夜宴上王夫
人为贾母准备的一道菜——椒油莼
齑酱，更叫我大跌眼镜。什么？一
个年过古稀、颐养天年的老太太竟
然偏爱莼齑酱！还有，那个成天只
会谈论家务人情的王夫人竟也懂得
莼齑酱的好处，知道老太太好这一
口，一早就备下了专等着老太太来
点它，真是大大出人意表！——莼
齑，莼齑，那是多么风雅的一道诗菜
啊。谁都记得西晋诗人张翰因见秋
风起，而苦苦思念家乡莼羹鲈鱼脍
的典故。据说清末重臣左宗棠亦是
莼菜的追捧者，左调任新疆后，胡雪
岩为报左知遇之恩，曾将新鲜莼菜
用棉纸、丝绸层层包裹后专门托人
送往新疆。齑，指切碎的腌菜，也与
文人颇有缘分，范仲淹曾作过一篇
轻松搞笑的《齑赋》：
“ 陶家瓮内，腌
成碧、绿、青、黄；措大口中，嚼出宫、
商、徵、羽——我的意思是说，像贾
母这样养尊处优的老太太，平日里
好个什么野鸡崽子汤、杏仁茶之类
也就罢了，怎么又突然爱起诗意缤
纷的莼齑酱来，真叫人百思不得其
解呵。
然“读书百遍，
其义自见”，
我将
书里凡与贾母、王夫人有关的章节
下功夫多研究几遍，
3 天之后，
也就
恍然大悟了。贾母可不是一般富贵
人家的老太太 ，她原是金陵世勋史
侯家的小姐 ，后来又做荣国公贾源
的儿媳妇六十多年 ，她身上可说是
既有豪富气派，
又有书香气息，
这是
个艺术修养不凡的贵夫人呢……第
四十回书中她带着刘姥姥逛大观

芳

园，走到潇湘馆时侃侃而谈“ 软烟
罗 ”窗纱，把那么多出自名门的奶
奶、少奶奶们都唬得一愣一愣；她嫌
宝钗的房间过于素净了，要帮她重
新收拾，说只要把那石头盆景儿和
那架纱桌屏，加上个墨烟冻石鼎摆
在案上就够了，果然收拾得又大方
又端丽……贾母既然如此讲究生活
的质量，如此喜欢“诗意地栖息”，那
么她对清贵的椒油莼齑酱情有独钟
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这与她一贯
的生活趣味是相吻合的。
再说王夫人。王夫人的熟谙莼
齑酱也没什么好纳闷的。她确是个
比较沉闷的中年妇人 ，对风花雪月
吟诗作对的事全无兴趣 ，最关心的
只是家务人情同她的宝贝疙瘩贾宝
玉。但她毕竟是金陵王家的女儿。
王家曾管过各国进贡朝贺之事 ，凡
有外国人来，
都是他们家养活，
生在
这样一个不凡的家庭 ，她什么样的
稀世奇珍没见过？什么样的珍馐美
馔不识得？何况一份椒油莼齑
酱！……王夫人虽说较为无趣 ，但
待人接物总的来说还是得体的。比
如穷亲戚刘姥姥带着小孙子来打秋
风，
她自己没出面，
吩咐凤姐代为陪
客 ，同时让贴身女仆周瑞家的交待
刘妪 ：
“今日不得闲 ，二奶奶陪着也
是一样。多谢费心想着。白来逛逛
呢便罢；
若有甚说的，
只管告诉二奶
奶，都是一样。”不是十分热情，也不
至于过分冷落，最后很厚道地给了
刘姥姥实质性的帮助，王夫人行事
还是蛮像个大家闺秀的样子的……
如此这般，王夫人熟知莼齑酱就是
情理之中的事了，我们不能因为她
曾打过金钏儿、撵过晴雯四儿就对
她抱有成见，
认为她一无是处。
椒油莼齑酱的做法是将新鲜莼
菜切碎了 ，拌上盐粒姜末葱末椒油
等精心腌制而成。王夫人能够轻车
熟路地为贾母备下这样一道她老人
家十分钟爱的素菜美食 ，贾母无疑
是喜悦的。老太太不大待见二儿媳
邢夫人，
对姨奶奶赵姨娘、周姨娘等
人更是视而不见，
我总疑心，
只怕这
与她们不了解老太太口味 ，不懂得
预备莼齑酱之类诗菜也大有关系。

谜底：
1. 超能 2. 反转人生 3. 艾可宁 4. 见不得生人 5. 舟曲滑坡 6. 红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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