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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肴，无疑是用花
做成的美味佳肴。

我最早的吃花经历
是在上世纪 50 年代初。
一日清晨，妈妈带我上
街 去 买 菜 。 小 镇 的 街
上，农民的菜筐里摆着
许多金黄的花朵，一把
一把地开在绿色的藤条
顶端，山乡菜园里的水
珠儿还在花蕊上，在晨
曦温柔的阳光里晶莹透
亮。妈妈告诉我，那叫
南瓜花。

妈妈常用南瓜花为
我们兄弟姊妹做南瓜粑
粑。她用石磨磨出糯米
粉，经白布过滤渍干，
加入南瓜花瓣，搅成糊
状 ， 做 成 一 个 个 小 窝
头，放在蒸笼里蒸熟，
或再用锅铲压扁，用油
煎得金黄黄的。有时，
妈妈还把南瓜花粑粑包
在竹叶或桐叶里蒸熟，
那叫南瓜味的叶儿粑。

妈妈最拿手的是南
瓜花炒鸡蛋。在鸡蛋里
加入切碎的南瓜花，放
点香葱，搅成蛋糊，然
后在油锅里煎成南瓜花
鸡蛋饼，再切成条或片
摆 在 盘 子 里 ， 金 黄 喷
香，好看又好吃，是待
客的美味。

在 物 质 匮 乏 的 年
代，吃花的品种更多。
妈妈带我去野外，在小
山坡上摘槐花，回家后

洗净做粑。那时没有面粉，
就买来按口粮搭配的红薯，
将红薯煮熟后，搅在一起，
做成红薯槐花粑。

那年头尽管是以花代
粮，但妈妈还是省着给儿女
们吃。现在想起来，苦中吃
花，吃出了深沉的母爱。

我的第二次吃花经历是
在一个民族友谊的花宴上。
上世纪 90年代中期，我到云
南参加一次笔会，东道主在
一家少数民族餐馆设花宴招
待来宾。满桌的碗盘里都盛
着用花做成的佳肴，杜鹃花
炒鹌鹑蛋、黄牡丹炒鸡肉、
芙蓉花煮水豆腐、菊花煲鸡
等，有的用鲜花做成，有的
用干花做成。

餐厅服务员是当地的一
位白族姑娘，她介绍了当地
百姓吃花的习俗。她说当地
人吃花是家常便饭，是与云
南“植物王国”之称分不开
的。

在多民族的云南，几乎
所有的花都能吃，只有云南
人懂得哪些花要除去苦涩、
怎样烹调才能保持花的清香
原味。在云南，仅鲜花做的
菜肴就有一百多种，民间素
有“云南十八怪，鲜花当菜
卖”的说法。

后来走南闯北，我在各
省都吃过花肴。各地有各地
的习俗，烹调方法不同，做
出的花味也就各有特色。

我在广东工作多年。在
广东最初吃的花是霸王花。

广东的霸王花多数是干
货，每年的 10月才有新鲜
霸王花上市，那时大朵的
霸王花还带着叶片，像火
龙果一样大，美丽鲜艳。

古书上对霸王花多有
描述。霸王花也称剑花，
开大白花，因其有日闭夜
开的特性而有神仙剑花之
美誉。广东人最爱用霸王
花配以猪肉、猪肺、猪骨
等加蜜枣煲汤，有清肺热
和滋补养颜的功效，对辅
助治疗脑动脉硬化、心血
管疾病、肺结核、支气管
炎等有食疗效果。其味清
香，汤甜滑，实为餐桌上
的美味佳肴。

花肴在中国民间自古
有之。古人吃花多为花
酒、花茶。汉代《四民月
令》中记载：“梅花酒以梅
花晾干泡酒，元日服之，
却老。”《太清方》 又写
道：“三月三日，朱桃花，
酒浸服三，除百病，好颜
色。”

早在战国时期，屈原
的《离骚》里就有“朝饮
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
之落英”的句子。古人爱
吃花，花馔拥有两千年以
上的历史。民间说：“春吃
花，夏吃叶，秋吃果，冬
吃根。”古人如此喜好“春
吃花”，是认为花有养生美
容的功效，也就是“食花
如花，花容体香”、“花中
自有不老方”。

据 《隋唐佳话录》 记
载，武则天于花朝日 （农
历二月十五日） 游园赏
花，令宫女采集百花，与
糯米一起捣碎蒸熟，名曰

“百花糕”，赏赐给文武百
官品尝。

古人还喜欢做花粥、
花菜。宋代林洪在 《山家
清供》中记载：“将梅花瓣
洗净，用雪水煮，待白粥
熟时同煮。”

明代王象晋在 《群芳
谱》中写道：“玉兰花瓣洗
净，拖面，麻油煎食最
美。”

清 代 顾 仲 在 《养 小
灵·餐芳谱》中写道：“热
水一过，酱、醋拌供”，就
做成了“迎春花馔”。

古 人 还 用 金 雀 花 炒
菜，也是春天饭桌上的一
道美味。《金瓶梅》中处处
可见玫瑰花饼、玫瑰元宵
饼、玫瑰八仙糕等各式玫
瑰点心，可一窥古人的花
肴情趣。

古人所说的花中四君
子是指梅兰竹菊。明代黄
凤池辑有 《梅竹兰菊四
谱》，梅兰竹菊不仅代表人
的清逸、气节、高洁、淡
泊品德，也是清心养生的
美味花肴。

有关花的食谱、书籍
古今甚多。吃花，不仅吃
出人间的情意和美感，也
吃出了传统饮食文化的新
意。 （陶诗秀）

父亲网上寻友记
父亲退休后养花、养鸟、

养鱼，日子过得很惬意。
有一天，父亲看我跟网友

视频聊天，感到很惊奇，对我
说：“电脑这东西可真神奇，你
也教教我吧！”我笑着问他：

“您想跟谁聊呀？”父亲想了想
说：“暂时无可奉告。”我心里
立刻敲起了小鼓：“古稀之年的
父亲难道有了红颜知己？”

拗不过父亲的再三要求，
我开始教他操作电脑。他每天
一大早就坐在电脑前练习，但
毕竟年纪大了，常常是今天学
会了，明天又忘了。我劝他：

“爸，算了吧！您老人家有空看
看电视、下下象棋、打打太极
拳、种种花草、读读报纸，多

好啊！干吗非跟自己较劲儿
呢？”父亲听了只是笑笑，继续
闷头练习。就这样，他不仅学
会了打字，还学会了发邮件和
上网聊天。

父亲学会上网后发的第一
个帖子是一则“寻人启事”，寻
找他多年不见的老战友，他说
这是他最大的心愿。当初父亲
要学电脑时我还怀疑他是为了
找红颜知己，原来如此。带着
几分愧疚，我主动帮父亲在网
上发帖。转眼半个月过去了，
没有任何消息。我安慰父亲，
说：“爸，别着急，也许您的老
战友还没想到要上网联络您。”
父亲摇摇头，坚定地说：“这么
多年，我相信他一定会想尽办

法联系我的。”
又过了半个月，那天我下班刚

进家门，父亲就喜上眉梢地告诉
我：“我的老战友找到了！”“太好
了！”我立刻帮父亲加上老战友的
QQ号。当视频上出现老战友的面
庞时，父亲眼里涌出两行热泪。他
颤抖着手，打下一行字：“多年不
见，你的头发都白了！”老战友也
激动得双眼含泪，回答道：“岁月
催人老，你满脸的皱纹可以用来撒
网捕鱼了！”

就这样，父亲和他的老战友通
过网络见面了。

终于读懂了父亲的心，原来幸
福是这么简单。有生之年能与老战
友叙叙旧，父亲就知足了。

（钱浩宇）

老人纪事

老人频道

保健按摩是用自己的双手，在
身体某些部位或穴位上进行的揉
搓、提拿、拍打活动，有促进血液
循环、改善消化功能、强壮筋骨、
提高抗病能力的作用。这种按摩方
法简单易学、使用方便，适合于家
庭保健。老年人如能每天做几次，
可达到预防感冒、防治腰腿痛的目
的。

1.干洗脸：两手掌心相搓，搓
热后像洗脸那样反复摩擦脸部，先
顺时针，后逆时针，直至脸部发
热。

2.梳抓头：两手五指分开放在
头两侧，像梳头那样从前向后，从
外向内梳抓头皮。

3.揉擦眼眶：两手拇指放在两
侧太阳穴上，食指放在眼眶上，由
内向外，先上后下，反复擦揉眼
眶。

4.揉太阳穴：两手拇指放在两
侧太阳穴上，反复按揉，先顺时
针，后逆时针。

5.揉擦鼻根：两手拇指或食指
放在鼻根两侧上下反复揉擦。

6.揉风池穴：两手拇指放在枕
后风池穴处，其余四指自然分开放
在头两侧，反复按揉。

7.擦颈项：两手掌心搓热后，
放在颈后部来回揉擦，直至颈项部
皮肤发热。

8.捏拿肩：一手放在对侧肩
部，拇指在前，其余四指在后，反
复揉捏、提拿肩部肌肉。两侧交替
进行。

9.揉捏臂：一手放在对侧臂
上，上下反复揉捏，先内侧后外
侧。两侧交替进行。

10.按揉腹部：两手重叠放在
腹部，反复按揉，范围由小到大，
先顺时针，后逆时针。

11.捶打腰：两手分别放在同
侧腰部，由上而下反复搓揉，然后
变掌为拳，反复捶打腰部。

12.捏小腿：一侧小腿放在对
侧大腿上，两手拇指向内，四肢向
外，上下反复揉捏。两侧交替进
行。

13.摇动踝：一侧小腿放在对
侧大腿上，一只手放在跟腱上，反
复揉捏，另一只手抓住足的前部，
先顺时针后逆时针转动踝关节。两
侧交替进行。

14.揉捏足：一侧小腿放在对侧
大腿上，一只手托住足跟，另一只
手反复揉捏足底。两侧交替进行。

（任万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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