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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城古街多牌匾

行为本身就是文化。作为艺术品的商
店标识，只宜作为陈列品，加深顾客印
象。标牌自左至右书写与传统写法相
左，容易被反读，可以参考的做法是加
款。通常地说，避免被顾客误读的方法
是于题首或题尾加款，最简单的方法
■ 丁家桐
是加盖朱红闲章，如“太平盛世”、“东
耻下问，征询是否可以用行政手段使 法，这是“仿古”。仿古可以显示传统意 装裱字画商铺等。只是作为商号标识， 关古街”、“大好河山”之类，便于读者
明白阅读顺序。
其标准化，不致引起误解。仓促间只 识，显示文化品位。譬如说，风景名胜 仍以作为副标识为宜。
一家能够为顾客挂念的商店，有
是献言需要研讨与引导，未能尽言。 的亭台楼阁，由于建筑仿古，题额也仿
关于一般商铺的标识，按照新中
这两年，老城区的东关街成了新 事后想想，事情虽小，但多少关系到 古，易收和谐之效。题写有传统文化意 国文字改革法令规定，书籍印刷与单 一副好招牌是不可忽略的内容。好招
景点。每逢假日，长街挤满了四海宾 一处街坊的文化水准，献言似乎还应 味的诗词警言，取仿古形式，也颇恰 位标识，应横排横写，并应使用简化 牌不在于它制作得多么华丽，而在于
当。只是仿古要注意几点：一、内容形 字。某些人认为，自左至右书写缺少文 它精致、得体、富于文化含量。大麒麟
朋，游园探景、购物赏花，摩肩接踵。 当言无不尽。
汉字形成后，书写习惯历来是由 式要统一。如果大白话，某某小吃店、 化味，可以说这是一种误解。试看“中 阁、富春、三和四美、谢馥春这些商店
这两年，东关街两边的商店如雨后春
笋，也可谓鳞次栉比。众多商店的建 右至左，有古代碑刻法帖为证。扬州 某某商号之类，题名仿古未必合适。 国人民银行”的标识，简化字自左至 至今扬州人耳熟能详，应当说，和他
筑格局有些雷同，门额上多悬横匾， 可见的前代题额，如伊秉绶的“湖上 二、仿古形式题额常用繁体字，简化字 右，字体古朴大方、刚劲有力，谁能说 们当年制作了一副好招牌颇有关系。
东关街是一条名街。但愿名街多
书写商店名称，顺序或自右至左，或 草堂”，乾隆的“褒慰忠魂”，由右至 仿古就显得别扭。三、仿古额通常要与 没有文化味。文化味不决定于形式，而
自左至右，若干店名常引人误读。譬 左，没有人会误读为“堂草上湖”或 款识、印章结合。四、商店名称仿古，通 决定于标识内涵和书法的气韵。商店 名牌名匾，环顾四周，但愿能够有更
常地说与“古”有关，如百年老店，如经 不是亭台楼阁，不是旅游景点，作为企 多的牌匾做得精致、得体、合乎规范，
如“壶中仙”，如果逆读，也可以读叫 “魂忠慰褒”，这是常识。
今人题额，也常取自右至左题写 营古玩、传统工艺品、文房四宝商店与 业法人单位名称，书写遵守国家规范， 而且富于文化含量。
“仙中壶”。有机会逛街，管理者曾不

老吃刮

春尝河豚
百菜无味
■

编草绳

老建筑

光化塔
钱传仓

光化塔位于堡城东南铁佛寺后面山
上。建于唐昭宗光化年间（898-901），以年
号命名。其所在的寺亦名“光化寺”，又称
“光化院”。到北宋建隆年间，因在寺院内铸
铁佛，才改叫“铁佛寺”。
光华塔高七层，宋代苏辙（1039-1112）
有《题光化寺塔》诗云：“山头孤塔■真人，云
是僧伽第二身……”秦观（1049-1100）亦有
《次韵子由题光化塔》诗。到南宋理宗端平年
间（1234-1236），寺废塔毁。后来，寺虽重
修，但塔未再建。
光华寺地处蜀冈之尾，本来地势就高，
光化塔又建在山头上，更是高上加高。是仅
次于栖灵塔的又一个登高远眺的好去处。

东岳庙
古戏台
■

陈忠明

扬州人大多熟知长江三鲜是鲥鱼、刀
鱼、■鱼。可这三鲜要是和长江河豚比起来，
风味滋味却要差一大截。若是鲥、刀、■算是
长江中的三鲜，那么长江河豚就应该是江中
一绝。难怪大文学家苏东坡吃了河豚发出
“也值一死”的感叹。
“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蒌
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苏东坡的
诗在提示我们不要错过吃河豚的季节。
河豚有毒，世人皆知。为何还要争相品尝
河豚？就因为长江河豚其鲜美远在一般鱼之
上。鱼肉更是丰腴甘美、入口即化、美妙绝伦，
要细细品尝，才能得其真味，浓稠美味的汤汁
也是不能浪费的，咽下去时只觉得口舌生津，
满颊生香。把煮熟的河豚带细小软刺的皮翻
卷起来，一口吞下，胶黏爽滑，治胃病绝佳。
早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每年桃花盛开
时节，扬州一般家庭烹调河豚十分常见，且价
格不贵，有烹调河豚经验之人成数十斤购买
回家烧河豚。过去都是烧柴灶，据说河豚有毒
是因为烧河豚时，灶间的蜘蛛网和蜘蛛及灶
上的灰尘掉入锅中所致，所以一般人家烧河
豚都是放在庭院空旷的地方烧，架起大锅灶，
点上柴火，小孩子要离开，不许闲言碎语；也
有人家为防灰尘落到锅里，打着伞烧河豚。当
揭开锅盖时，左邻右舍都能闻到其独特的香
味，如果是庄户人家，只要有一户人家烧河
豚，满村都能闻到香味。那独特、浓郁、诱人的
香气使“一尝河豚，则百菜无味”。
对于河豚的加工制作过程，其小心谨慎
近似于外科手术。杀河豚，要先割眼，再去腹
中鱼籽、内脏，自脊背下刀剁开，挤净血迹，
肥厚之处血丝要用银簪细挑干净。烧河豚，
又告诫必须烧透。要是烹不透，食后危及性
命。烹调河豚，须清点河豚的眼、籽等，无一
缺漏，予以深埋。烹调成熟后，要备一银筷试
毒，如果银筷发黑，就是有毒，不变色就证明
没有毒。还有用土办法试毒，就是将烧好的
河豚弄一点给猫狗先吃，隔十来分钟后没
事，全家再一起享用河豚的美味。
扬州人还喜欢红烧河豚汤泡饭。吃到最
后，居然还能品尝到浓郁的河豚鱼香。这时，
您就能体会到河豚这道美食的魅力所在。
“一朝食得河豚肉，终身不爱天下鱼”。

■

钩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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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在扬州乡下经常能见到这样的情形 ：一台用小电机带动的简单机械 ，两个喇叭状的入口 ，分别将三
五根稻草送进入口 ，伴随着齿轮转动 ，40 分钟左右 ，一盘草绳就编好了 。 现在很少能见到了 。 尹晓维 摄

典故

梅兰芳曾祖母是扬州人
■

莫昕

57年前，也是在这十里香尘、 知县）。曹氏，鸿浩妻，扬州宦家女。” 而归，至今尤觉遗憾。先生彻底征
柳絮轻飞的烟花三月，梅先生携夫 原来先生曾祖母是扬州人，这大概 服了扬州的观众。每场谢幕十几
人福芝芳和幼子葆玖并与他的“梅 是先生推迟行程并谢绝周边各市 次。扬州街头巷尾，到处都是谈梅
剧团”来到了扬州。先生本从泰州 邀请而独来扬州的原因之一吧。 赞梅的人群。
省亲直接回京的，不知是因为扬州
梅先生在工人文化宫六天连
梅兰芳在演出之余来到扬州
人的盛情相邀，还是为了特地想来 续演出 6场，《霸王别姬》、《贵妃醉 大学的前身江苏农学院看望京剧票
感受这烟花三月的氛围呢？翻开著 酒》、《奇双会》、《凤还巢》、《宇宙 友，数百师生列队欢迎。1500个座
名社会学家潘光旦教授所著的《中 锋》等皆是传统的梅派名剧。1670 位的大礼堂里座无虚席。先生赞扬
国伶人血缘关系之研究》，书中“梅 名观众的剧场，一票难求。听妻的 了学院的京剧票友工作，指出票友
氏家系”一章醒目地写着：“ 梅鸿 祖母说，那时她亦随自己的父亲带 是弘扬戏曲文化不可缺少的力量。
浩，兰芳曾祖父，外行（曾任怀宁县 着躺椅排队数次买票，却每次空手 在扬期间，梅兰芳还游览了瘦西湖。

老字号

金门理发店

金门理发店增加了为女顾客
服务的内容，这是其他旧店所不能
及的。女顾客多数冲着烫发而来。
烫发前，先用专门药水涂在头发
■ 程济威
上，然后盘起来夹着若干只夹子，
儿时，从东关城门口到观巷口 懂这个圆柱的意义，后来知道这个 再用一只非常沉重的头罩罩着，通
一段至少有四五家理发店。这些理 国际通用的标志是法国人梅亚那 电，慢慢地蒸，使卷发成型。由于开
发店规模都很小、有点旧，如果再 克尔于 1540年设计的。
辟了女性做头，一时生意非常火
多几个人就非常拥挤了。到了上小
与老式理发店相比，店内装饰 爆。很多居住在其他社区的市民都
学时，东关街终于有了一家像样的 一新富丽堂皇。被粉饰过的墙壁贴 慕名而来，风头不亚于国庆路的紫
理发店。那就是原东泉浴室对面的 着男女电影明星剧照的放大画片。 罗兰理发店。
“金门理发店”。整个店面朝着东关 左右排着两排新潮的沙发转椅。转
到金门理发店的多为年轻人、
街，全部是木框的落地玻璃门，可 椅可以正坐也可以升高。升起的时 新潮女性。特别新奇的是，金门理
以清楚地看到店内的一切。玻璃门 候会发出咣当咣当的响声，也可以 发店有了女理发师。这可能是受当
上方排列上红色的“金门理发店” 平放下来，方便刮胡子。新店开张 时一部风靡全国的电影《女理发
五个大字。墙壁上装着一个不停转 时，正值夏天，因此，仍然挂着几块 师》的影响。由著名电影演员王丹
动的圆柱体装饰物，外部为塑料， 长方形的大布，由专人用绳子有节 凤主演的《女理发师》轰动一时，各
内部有轴，轴上贴有红、白、蓝彩 奏地拉着，拉出风来，但是，不久便 理发店纷纷仿效，出现了女理发
条，通电后便不停旋转。开始我不 改成了吊扇。
师。这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

陈宜林

在古城扬州的历史长河里，
曾有过许许多多的古戏台，皆因
种种原由随着时间的推移渐渐地
被历史湮没。
在我的家乡船村附近的东岳
庙里，就有这么一座古戏台。庙内
的那座古戏台叫“万年台”。每逢
农历三月二十八日，十里八乡的
民众都聚会这里，除了看东岳巡
乡，购置货品，就是看文艺演出
了。据说东岳庙会演唱大戏具有
祈福迎祥、驱邪除妖的民俗意义，
故万年台就是东岳庙里最重要的
亲民建筑了。
因为东岳庙会的名气很大，
内容颇为丰富，参会的民众就特
别多。庙会唤醒了四方沉睡的村
庄，夹江以南的李典头桥、芒道河
东的张纲大桥、廖家沟西边的霍
桥、湾头等乡镇民众起半夜坐摆
渡船赶过来。据太平圩 89岁的马
祥发老人回忆：“万年台前的广场
可大啦，再多的人看戏都不嫌
挤。”
万年台的设计可谓匠心独
运。每年东岳庙会演出请的都是
香火戏名角，在万年台上唱三天
大戏，台上锣鼓喧天，三里路外
都能听见。万年台是座飞檐翘角
的二层砖木结构楼房，上下各七
间，楼上居中五大间是戏台，两
旁是化妆室和演员住房，每边挂
有门帘，左上写“出将”，右上写
“入相”，煞是气派非凡！演员在
高高的台上轰轰烈烈地演出，民
众在下面里三层外三层围观着
看，有的乡民把小孩子骑在肩膀
上，卖小吃刮的也可以穿梭其
间，但观众、卖吃刮的与演员之
间形成视线的夹角，一个不遮挡
一个，自然就不会出现因遮挡视
线出现矛盾拥堵现象。万年台演
出的四百多年间，从未出过安全
问题。
在万年台演出，远远不同于
普通意义上的搭台唱戏，它对于
演员的素质要求、适应大场面的
能力都是一个很好的锻炼。当时
不少香火戏名角如小金兰、小银
兰、林玉兰、大凤英、周雪芳等人
都曾在此登台表演。

李炳为李斗治病

李炳为清乾嘉年间扬州一代
名医，医术高明，医德高尚，名播吴 扬州人
越江淮间，寒暑暮夜，闻召即至，无
论贫富，一视同仁，愈者无数。《扬
州画舫录》作者李斗说他精仲景
法，所著《金匮要略注》，多发前人
■ 闻史
所未发。去世后，葬于扬州蜀冈之
阴，通儒焦循为撰《名医李君墓志 上，他医以为湿邪，治以性味苦寒 即李炳，振声乃其字。其经过是这 家，医家云：防风乃形似伞状的药
的茵陈，结果，病情非但没有减轻， 样的：李斗 52岁那年，即嘉庆七年 草，我国各地都产，尤以吉林、辽
铭》及《李翁医记》。
《李翁医记》上下两卷，上卷生 反而更为加剧，几濒于死。李炳由 （1802），两淮盐运使决定重修《两 宁、内蒙、黑龙江所产最佳，性味辛
动地记述了李炳为焦循及其母亲、 淮返扬，急视之，令服防风粥，痛 淮盐法志》，聘请李斗为总纂，乃入 而甘，具有防风作用，故名。防风粥，
妻子、儿孙治病的经过；下卷则详 减，随之大便，色如白银，继而病 住盐法志纂修馆单竹轩，自是年正 即用防风草和大米熬成的稀粥，早
细记录了李炳为他人治病的案例， 愈。为此，李斗遂名其屋为“防风 月至次年闰二月，李斗因病卧床， 在唐代就有记载，据说，白居易在翰
馆”。
苦不堪言，以致盐法志之修纂一字 林，赐得防风粥一瓯，食之口香七
其中有为李斗治病的记载。
这是焦循的记录，李斗自己也 未理，辞聘未准。起初延请他医治 日。李斗所进防风粥，其具体制法
李炳与李斗是同乡，皆为仪征
之，病情非减，反而加重，直到李炳 为：防风草 5~10克，葱白，即老葱
人，曾多次为李斗治过病。有一年， 有记载。
李斗在《题防风馆》诗序中写 诊视，令进防风粥，方才得生。为纪 白色根部两根，大米 50~100克，放
李斗突患疝气，疼痛难忍，他医以
温药治之，毫无效果，乃请李炳诊 道：“余卧病盐法志馆久矣，药不相 念李炳令服防风粥而得生，遂名所 入适当清水，熬煮成稀粥，即名“防
治。李炳云：此阴寒堵塞。乃用半夏 投，乃濒于死。医者李振声来，令进 居单竹轩为“防风馆”。这可谓李炳 风粥”，具有祛风解表、祛风解痉、止
痛止痒之功效。须趁热服用，每日两
汤通之，服后立愈。第二年，又患腹 防风粥，饮之得生，遂以颜馆中所 业医生涯中一段佳话。
痛，正值李炳应河督之召，作客淮 居之室。”序中说的“医者李振声”， 何谓“防风粥”？笔者咨询了医 至三次，疗效极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