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10

2018 年 8 月 11 日 星期六

连载

编报室主办
责编 / 祝迎

校对 / 顺顺

中饭有食堂大师傅骑三轮车送来，
这儿
不愧为主力一线车间。下午三点四十分时
候，有中班的人上来交接班，大家对着宋运
辉又是一阵好奇。四点钟下班，大伙儿走下
去取自行车。
寻建祥在楼梯上就对着后面大
叫一声，
“呔，
大学生，
坐不坐我自行车？
”
“怎么交易？”寻建祥一听又笑，
“便宜一
点，
三瓶开水。
”
黄班长道：
“你载我徒弟一段
会死啊？一瓶开水，来一瓶，去一瓶。
”
寻建祥贼头狗脑地笑：
“ 你女儿还小，
等你女儿长大，大学生早让娘们吞了，你白
护着他干吗？”
黄班长操起工具袋追打寻建祥，笑道：
“反正不许欺负我徒弟，
听话。
”
旁边一起下班的十几个人和刚上班下
来巡查的几个一起起哄挑拨，有取笑黄班
长笨嘴笨舌的，有鼓动寻建祥说啥都不能
听话的，更有看好戏的。寻建祥不去搭理黄
班长，却反而捏起刚上班的一个小伙子的
脖子，痛得那小伙子尖声求饶，众人打打闹
闹才下了班，各自骑车出去。
这回宋运辉骑车，寻建祥坐后面，骑出
吵闹的厂区，寻建祥才问：
“ 你自己要下来
的？你胆子也忒小了。”宋运辉笑道：
“ 高处
不胜寒，基层呆着踏实。
”
寻建祥斥道：
“是男人吗？怕他们干吗？
他们敢拿你怎么样，你每天睡他们门口要
他们好看，他们倒怕你。这全厂宿舍区全在
一块儿，谁住哪都清楚，这儿领导最怕工人
找上门去闹，懂吗？书呆子，偏现在小娘们
都喜欢书呆子。”
宋运辉倒是没想到寻建祥对他真心，
忙
解释道：
“大学学的东西有限，
如果一来就进
生技处，
就跟住空中楼阁一样，
底盘子虚。
我
不希望以后每天一张报纸一杯茶无所事事
地打发日子，
趁年轻多做点事学点东西。
”
寻建祥想了想，道：
“ 还是傻，人这东
西，下来容易上去难，你看你师父老黄，我
只服他，他技术多好，遇到大修，分厂生技
科的都听他，可他八辈子都脱不了倒班命，
做人不能太本分。
”
宋运辉虽然不会向寻建祥承认与水书

记 的 对
话 ，可 也
向寻建祥
坦承：
“说
实 话 ，我
也没把握
得 很 。事
在 人 为
吧 ，与 其
让我窝窝
囊囊地去
整顿办扫
地充开水
倒垃圾，
还不如到
基层多学点东西。”
寻建祥道：
“你倒是实在，
可就不是当官的
料。
哎，
本来还指望你升官发财拉兄弟一把。
”
宋运辉回头笑笑，道：
“你更实在，其实
挺热心一个人，非要装得吊儿郎当招人厌，
你说你说笑时候别贼眉鼠眼有多好，本来
谁有心提拔你也得被你吓跑，有见过笑起
来全身都会抖的领导吗？”
寻建祥后面“哎，哎，哎”乱摇，宋运辉
不得不弃车而逃。寻建祥也不换位置，坐在
后车座上扔下宋运辉骑回寝室。吃完晚饭，
这回寻建祥非去看电影不可，因为早就听
说了《被爱情遗忘的角落》这部电影。宋运
辉趁天还亮着的时候将工厂宿舍区都摸了
一遍，里面幼儿园小学公园都有，比个小城
镇还热闹。回来继续看专业课教材，看了几
眼扔掉，上车间才一天就知道，这些真是一
点用都没有。他还是拿起机械设计来看，他
很奇怪今天看到的有些阀门为什么直接联
在管线上，
有些为什么要用上法兰。
寻建祥很晚才回来，
喝了点酒，
胸前背后
全被汗水浸透，
两眼异常地亮。
问他电影好不
好看，
他直说没意思，
不刺激。
可过会儿又两
眼发直，
嘴里梦呓一样吐出一句
“绿毛衣……
衬得……雪白”
。
宋运辉在大学听那些经验丰
富的大哥们的卧谈会早听得脸皮厚如城墙拐
角，
闻此好笑地问：
“那还说没意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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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
窦永林升
任中国海
监第一支
队副支队
长 ，陈 存
本接替他
出 任“ 向
阳 红 09”
船船长。
他是青岛
本地人，
早年考上
航 院 学
习 船 舶
驾 驶 ，毕
业后分配到北海分局一干就是几十年，善
于学习总结，年纪轻轻就当上了船长。他
曾驾船三次奔赴南极，并外派到五个国家
航运公司担任过远洋船长职务，数次穿越
四大洋，走遍了 39 个国家的 200 多个港口，
练就了一身高超的驾驶技术。此次“蛟龙”
号试验母船需要新船长时，上级自然想到
了他。
2011 年 7 月 1 日，正值中国共产党建党
90 周年纪念日，中国“蛟龙”号 5000 米级海
试队乘坐“向阳红 09”母船出征远航。按照
惯例：上午 9 时，有关方面在江阴苏南码头
举行了隆重的起航仪式。9 时 40 分，在鲜
红的镰刀斧头旗帜晖映下，一声汽笛长鸣，
“向阳红 09”船徐徐离开江阴码头，奔赴东
北太平洋，实施蛟龙号载人潜水器 5000 米
级海试和大洋科考工作，开始了一段新的
征程……
“蛟龙”打游击
2011 年 7 月 15 日 20 时许，
“向阳红 09”
船经过 15 天又 4 小时航行，顺利到达北纬
10 度 07 分、西经 154 度 13 分预定试验海
域——在夏威夷主岛方位 175 度、距离 550
海里的我国多金属结核合同区内，与 14 日
晚上先期到达的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海
洋六号”科考船会合。他们执行大洋第 23
航次科考任务，前期配合向九船进行“蛟
龙”号海试，负责警戒和试验海域海洋环境
参数保障。
此时的东北太平洋，天气海况比预计
的恶劣得多。其实，早在 5000 米级海试筹
备之初，选定试验海区时，负责气象保障的

苏博收集了大量相关数据，分析后认为这
里往年 7 月份大多平均风速每分钟 7 米，涌
浪高 1.5 米。这是两个让人放心的数字。
他还请教到过这片海域的航海人，都说这
个季节里风平浪静。据此，大家对海况都
抱有较高期望。然而，来到试验海区后，大
家发现气象情况与预想的大相径庭——东
北风持续强劲、海面白浪花肆虐。有经验
的航海人都知道：海面上翻起大片白花，说
明风力至少超过 6 级，大浪也超过 4 米。这
种海况已经不适合海试了！
“战场”情况有变！7 月 18 日晚，海试
现场指挥部召开紧急会议，研究下一步工
作。随船气象员苏博定时利用海事卫星接
收气象资料，认真分析判断，做出预报：5 日
内海试区域没有好转迹象，而在南部几个
纬度外，有一条赤道无风带，周围风力小于
五级，可以作为备选海域。指挥部认真分
析，并报请北京领导小组批准，决定试验母
船向南转移，择机海试。一声令下，
“ 向阳
红 09”船顶着狂风巨浪向南开拔，与风浪打
起了游击战。
经过一天一夜的全速航行，海试队于 7
月 20 日早晨安全到达了备选海域，果然这
里相较原先那片海，就属于风平浪静了。
按计划，马上开展下潜。本潜次主驾驶还
是叶聪，崔维成、杨波随同。任务是：无动
力下潜上浮试验；均衡试验；重点复核超短
基线定位功能和接地检测；潜水器推进、供
电、姿态调节、液压、控制、声学、生命支持
等试验；视潜水器状态进行取水样作业。
8 时 30 分人员各就各位，央视报道小
组开始现场直播。一切就序后，
“ 蛟龙”号
于 9 时 10 分注水下潜。与海面上相比，几
百米、一千米的水下，反而风波不兴，一片
安宁。5000 米海试的首潜之战打响了，一
路顺利，11 时 09 分潜至 3759.9 米，超过了
之前的下潜纪录。11 时 26 分，蛟龙号到达
4027.31 米的深度，悬停、巡航，开始了各项
试验。
曾经困扰海试的水声通讯系统，在中
科院声学所的积极努力下，在朱维庆、朱敏
研究员为首的海试小组攻关下，已经十分
成熟，大显神威。在 4000 米的海水下，成
功地与母船进行数字通信，传回多幅清晰
的深海图片，其中三名试航员的全家福笑
脸，喜庆感人。央视记者王凯博还与叶聪
进行了语音通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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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年，斯旺医生建议史蒂芬申请一
辆残疾人用的电动车以更加方便他的外
出活动。这个建议为我们打开了新视
界。如果史蒂芬可以坐在车上用电子遥
控车辆行走，我们的出行困难将得到极
大缓解。我们立刻提交了申请，并通过
了全部的官方程序。这时，我们还需要
解决的问题是车辆充电问题。住在河道
另一边的大学中心的区长休·科比特听说
了我们的需求，毫不犹豫地为我们提供
了帮助，他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可以完成
室内充电的停车位。
尽管残疾人用车常因其不稳定的表
现被人诟病，但在它的帮助下，史蒂芬
可以在学院待一上午，下午自行前往天
文学院工作，晚上再自己驱车回家。当
他在家门口按喇叭时，罗伯特会高兴地
跑去为他开门，然后坐在他身上，跟他
一块儿驶向停车位，我则跟在他们后
面，将史蒂芬从停车位接回家。不过，
有时也会发生意外，电动车有时会出现
故障无法启动，停车位有时还会被小轿
车挡住。
夏天，我有时会带着孩子们去天文
台享受野餐，顺便探访在天文学院工作
的史蒂芬。孩子们的笑声像春风般吹过
学院走廊，将他们到来的消息带给他们
的父亲。史蒂芬的脸部表情往往比言语
更能体现他的心情。每当看到孩子们，
史蒂芬的脸上总是挂着幸福的笑容。天
文台里有个小花园，我们在那里栽种了
一些花草。孩子们开心地挖土、播种，
并观察它们发芽及成长。种下的豆芽长
得很快，晚上就有小苗长出，孩子们会
把新芽挖出拿给史蒂芬看，然后我们会
一块儿高兴地回家。
乡间别墅
1970 年，霍金的家人从路易斯安那
回来，他们打算购买一栋乡间别墅。我
满怀期待地提出建议，如果在东海岸买
栋别墅，我们家一定会受益良多——诺
福克和萨福克郡的海滩沙地虽然柔软，

但地面较为平整，史蒂芬的轮椅可以轻
松地在上面行驶。在那里，孩子们可以
在沙滩上玩耍，我可以将史蒂芬的轮椅
推到海滩的边上休息。但我的提议很快
遭到了否决，“东海岸太冷了，对父亲身
体不利，他不希望在那儿购买房屋。”伊
莎贝尔如是回答道。
伊莎贝尔和菲利帕一块儿去看房
了，最终看中了蒙茅斯郡附近的一栋别
墅。别墅坐落在威河上一个叫兰度格的
小村庄旁。别墅附近有小溪和小树林可
供孩子们游玩，别墅外的风光十分怡
人。我虽然从未去过威尔士，但还是被
霍金一家的激动心情所感染。这时，史
蒂芬的论文在重力奖的评选中获得第一
名，我们用奖金换了一辆新车，终于淘
汰了那辆破旧不堪的“Mini”轿车。
1971 年秋，我们多次前往威尔士游
玩。尽管新车空间相较之前的轿车有了
三倍水平的提升，但我们的行李还是多
得难以装下。我慢慢扶史蒂芬到前座坐
好，将他的轮椅折叠好放入后座。再将
婴儿座椅在后座安装好，把两个孩子安
顿在座位上。最后将他们的摇篮和婴儿
车弄上车，把四大箱行李挨个儿放到车
顶捆绑好，这些行李全都由我负责收
拾。一切弄完后，等待我的还有 350 公
里的旅途，此时精疲力尽的我早已没有
心情将接下来
的车程当作一
次激动人心的
探索之旅了。
尽管没过多
久，新修的高
速公路开始运
行，去威尔士
的交通会显得
更加便利，但
整个路途还是
远得让人心
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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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时，名流圈很流行斫鲙，以刺
样子呢？我举个例子吧。北宋有一位叫
身为人间美味。宋人笔记 《侯鲭录》 收
作梵正的尼姑，厨艺好得不得了：“比丘
录了一份当时最美味的饮食名单，其中
尼梵正，庖制精巧，用炸、脍、脯、
之一便是“吴人鲙松江之鲈”。北宋梅尧
腌、酱、瓜、蔬、黄、赤杂色，斗成景
臣家有一厨娘，善斫鲙，朋友均“以为
物，若坐及二十人，则人装一景，合成
珍味”，欧阳修、刘原父诸人“每思食 《辋川图》 小样。”意思是说，梵正能够
脍，必提鱼往过”梅尧臣家。南宋陆游
以瓜、蔬等素食材，运用炸、脍、脯、
诗“斫鲙捣齑香满屋，雨窗唤起醉中
腌、酱等烹饪手法，按照食材、作料的
眠”，所咏叹的也是斫鲙佐酒的美味。古
色泽，拼成山川流水、亭台楼榭等景
人认为，一名高明的厨师，斫鲙之时， 物。假如一桌坐 20 人，每位食客面前，
应“操刀响捷，若合节奏”；切出来的鱼
居然各设一景，将一桌菜合起来，就是
片，要“縠薄丝缕，轻可吹起”。苏东坡
微缩版的王维 《辋川图》。
的诗句“运肘风生看斫脍，随刀雪落惊
王维的 《辋川图》 已佚失，不过有
飞缕”，便是形容这种高超的斫鲙技艺。 摹本传世。不妨来看看 《辋川图》 摹本
只看拓片似乎还不够，不妨将酒流沟宋 （日本圣福寺藏），然后我们将它脑补成
墓的斫鲙厨娘砖刻找出来，以便我们更
一桌菜。
加真切地观察厨娘斫鲙的丰姿。你看她
再讲一个更生动的厨娘故事，这故
那抬臂挽袖、胸有成竹的样子，想来应
事 出 自 南 宋 人 廖 莹 中 的 笔 记 《江 行 杂
该身手不凡。
录》。大约宋理宗宝祐年间，有位太守
宋代时，杭州一带甚至出现了“重
告假在家，因为家中“饮馔粗率”，便
女轻男”的风气：“中下之户，不重生
想起以前某次参加官宴，“庖膳出京都
男，每生女则爱护如捧璧擎珠，甫长
厨 娘 ， 调 羹 极 可 口 ”， 于 是 念 念 不 忘 。
成，则随其姿质教以艺业。”为什么会
恰恰有朋友前往杭州，太守便托他在京
“重女轻男”？因为女孩子如果从小训练
都物色一位厨娘，只要手艺好，“费不
她的才艺，长大后便可凭着一技之长， 屑较”。
被富贵人家聘请为“针线人”（相当于私
未久，朋友来信，说厨娘找到了，
人高级定制服装设计师）、“杂剧人”（女
是一名二十余岁的妙龄少女，“有容艺，
艺人）、“拆洗人”“厨娘”，等等。其中
能书算”。几天后，这厨娘也到了，却在
“厨娘最为下色，然非极富家不可用”。 距城五里的地方停下来，遣脚夫送来一
但即使是“最为下色”的厨娘，也是色
封告帖，字写得很是端正清雅，措辞也
艺俱佳，气质不凡，身价不菲，绝不是
极礼貌委婉，先谦卑地自称：“庆幸，即
寻常人
日伏侍左右”；末尾则写道：“乞以四轿
家所能
接取，庶成体面”，意思是说，请大人派
聘请得
专车相迎，这样才不致损了大人的面
起的。
子。太守不敢怠慢，派了一顶轿子前往
这
迎接，“及入门，容止循雅，翠袄红裙，
位厨娘
参视左右，乃退”。太守见她形容举止落
做一道
落大方，知书识礼，气质优雅，很是满
“羊头
意。
签 ”竟
过了几日，太守准备请几位朋友来
用十个
家里吃顿饭。厨娘力请由她试厨。太守
羊头
说，明日不是大宴，不用太铺张，做几
宋
道家常小菜就可。厨娘说，晓得，我先
朝厨娘
给大人拟一份菜谱。当下取来笔墨纸
的气度
砚，写下菜谱及所用食材：“羊头签”五
与厨艺
份，各用羊头十个；“葱齑”五碟，合用
到底牛
青葱五十斤。
成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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