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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书

《国宴—1949》：

书架

再现勤俭节约办国宴幕后故事

《看不见的女人》

□ 姜铁军
《国宴—1949》是一部领略中华美
食，再现开国盛宴背后的传奇风云的
小说。在书中可以看到开国盛宴的特
定用酒是哪个品牌、开国盛宴的菜谱
是以哪个菜系为主，开国盛宴的安保
部门是以怎样惊心动魄的方式粉碎了
特务的爆炸和投毒阴谋，开国盛宴是
以怎样的信息传达出共产党所领导的
政府是人民的政府。
2014 年，我创作的一部电影剧本
在北京获奖，由此与北京电影家协会
有了交往。不久，他们约我创作一部
关于 1949 年开国第一宴的电影剧本，
内容涉及两个方面：一是勤俭节约办
国宴；二是粉碎国民党特务对国宴的
破坏。之前我出版的两本书《中国名
吃故事》
《酒趣妙饮》，以及创作的电影
剧本《大御厨》都是反映中国传统饮食
文化的。这些创作让我对中国饮食文
化有了一定了解，于是接受了创作任
务。收集资料，酝酿构思，动笔创作，
两次修改，2015 年我完成了电影剧本
《开国第一宴》，剧本在济南市委宣传

部、市文联举办的全国网络文学征文
中，获得电影类一等奖。之后，电影剧
本《开国第一宴》在《中国作家》发表，
此后剧本改名为《开国宴风云》正式开
拍。
2017 年，山东省作家协会征集重
大题材文学创作选题，我以根据电影
剧本编写的长篇小说创作大纲应征，
经专家评审，入选重大题材文学创作
选题扶持项目。电影剧本与长篇小说
不仅是体裁不同，在写作手法、题材选
择、章法结构、细节描写等方面都有很
大差异。长篇小说要求更有深度和广
度，
对创作提出了更高要求。
开始创作这部长篇小说时，为追
求阅读效果，在写法上突出惊险、加强
悬念，写作基本按照电影剧本的创作
思路进行。初稿完成感觉效果不及预
想，以电影剧本的创作思路构造长篇
小说受到了一定局限。经慎重考虑，
我确立了以勤俭节约办国宴为主线，
以发扬党的优良传统作风为重点。此
后 ，我 将 长 篇 小 说 更 名 为《国 宴 —

孙悟空的紧箍咒

断章

刘洪强

在《西游记》第 14 回中，孙悟空看
到唐僧的包袱里有一顶漂亮帽子，便
欢天喜地地戴上了。不久之后，他发
现上当了，这是观音菩萨交予唐僧专
□
治顽劣泼猴的法宝。自那以后，一旦
唐僧认为孙悟空在犯浑撒泼，就开始
念起紧箍咒，让其头颅疼痛万分。一
般来说，能戴上的东西就能取下来，可
是唐僧却表示自己只会紧箍咒，不会
松箍咒。更有意思的是，孙悟空曾向
观音和如来分别讨要褪下金箍的法
门。观音表示：
“《紧箍儿咒》，本是如来传我
的。当年差我上东土寻取经人，赐我三件宝贝，
秘授与咒语三篇，却无甚么《松箍儿咒》。”如来
则直接批评孙悟空：
“你休乱想，切莫放刁，好生
保护他（唐僧）去，那时功成归极乐，汝亦坐莲
台 。”言下之意 ，似乎也没什么褪去金箍的办
法。难道真的不存在什么松箍咒吗？连法力无
边的如来佛祖都不能松箍吗？
当然不是，这里其实暗藏了一个玄机。我
们来回忆一下，孙悟空的金箍后来是怎么取掉
的。这个金箍既不是观音也不是如来更不是唐
僧取下来的，而是孙悟空成为斗战胜佛的时候
自动消失的。换句话说，这是因为他已成佛，顿
悟后主动抛弃了束缚自己的圈。在佛教看来，
能束缚自己的也只有自己而已，金箍是孙悟空
自己戴上的，也只能由他自己摘下来。中国人
历来都有事事须靠自己的理念，比如《论语》中
写道：
“ 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
《国际歌》中
也唱道：
“ 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
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所
以孙悟空护送唐僧西天取经，不仅是靠肉体走
完荆棘之路，也是在精神上克服自身种种缺点
完成修行之路。这是个取经的过程，也是个摘
掉金箍、净化自我的过程，充满了中国人坚持自
（节选自《明清小说脞谈录》
力更生的民族本色。
人民出版社出版 ）

书味

1949》并申报了 2020 年中国作家协会
重点作品扶持，入选“庆祝中国共产党
成立 100 周年”主题专项重点作品扶
持。
在创作《国宴—1949》过程中，
这部
长篇小说先后受到了不少出版社编辑
老师的关注，
他们的鼓励增强了我的创
作信心，一些出版社老师，对这部长篇
小说的创作给予了热情指导。湖南文
艺出版社老师对本书提出了建设性修
改意见，使得本书更加丰满完善，对本
书的出版给予了大力支持。这部长篇
小说现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
通过
这本小说，能让更多读者了解 70 多年
前开国第一宴是如何发扬艰苦奋斗精
神和延安精神，
勤俭节约在老一辈革命
家身上是怎么发扬光大的。党中央出
台“八项规定”，大力反“四风”，与开国
第一宴发扬艰苦奋斗精神、
提倡勤俭节
约是一脉相承的。一米一粥来之不易，
一菜一汤厉行节约。从这个意义上说，
让更多人了解开国第一宴的筹办过程
是很有意义的。

作为首次严肃对待“家务劳动”的
研究，
社会学者安·奥克利着眼于
“女性
与家庭事务”
这一主题，
在 20 世纪 70 年
代采访了 40 位都市家庭主妇，重点研
究了女性对家务劳动的认识、
对从事繁
复家务的感受、
对不同家务所抱持的态
度等，
分析透视了家庭内部的结构和分
工，以及社会中不被意识到的、关于性
别角色歧视和女性对此内化性的强迫
认知。
《大地仍躲在棉被下越冬》

昆明的雨
□ 汪曾祺

我以前不知道有所谓雨
季。
“ 雨季”，是到昆明以后才有
了具体感受的。
我不记得昆明的雨季有多
长，从几月到几月，好像是相当
长的。但是并不使人厌烦。因
为是下下停停、停停下下，不是
连绵不断，下起来没完。而且并
不使人气闷。我觉得昆明雨季
气压不低，
人很舒服。
昆明的雨季是明亮的、丰满
的，使人动情的。城春草木深，
孟夏草木长。昆明的雨季，是浓
绿的。草木的枝叶里的水分都
到了饱和状态，显示出过分的、
近于夸张的旺盛。
我确实亲眼看见过倒挂着
还能开花的仙人掌。旧日昆明
人家门头上用以辟邪的多是这
样一些东西：一面小镜子，周围
画着八卦，下面便是一片仙人
掌，在仙人掌上扎一个洞，用麻
线穿了，挂在钉子上。昆明仙人
掌多，且极肥大。有些人家在菜
园的周围种了一圈仙人掌以代
替篱笆。种了仙人掌，猪羊便不
敢进园吃菜了。仙人掌有刺，猪
和羊怕扎。
昆明菌子极多。雨季逛菜
市场，随时可以看到各种菌子。
最多，也最便宜的是牛肝菌。牛
肝菌下来的时候，家家饭馆卖炒
牛肝菌，连西南联大食堂的桌子
上都可以有一碗。牛肝菌色如
牛肝，滑，嫩，鲜，香，很好吃。炒

牛肝菌须多放蒜，否则容易使人
晕倒。青头菌比牛肝菌略贵。
这种菌子炒熟了也还是浅绿色
的，格调比牛肝菌高。菌中之王
是 鸡 枞 菌 ，味 道 鲜 浓 ，无 可 方
比。鸡枞菌是名贵的山珍，但并
不真的贵得惊人。一盘红烧鸡
枞的价钱和一碗黄焖鸡不相上
下，因为这东西在云南并不难
得。
雨季的花是缅桂花。缅桂
花即白兰花，北京叫做“把儿兰”
（这个名字真不好听）。云南把
这种花叫做缅桂花，可能最初这
种花是从缅甸传入的，而花的香
味又有点像桂花，其实这跟桂花
实在没有什么关系。不过话又
说回来，别处叫它白兰、把儿兰，
它和兰也挨不上呀，也不过是因
为它很香，香得像兰花。我在家
乡看到的白兰多是一人高，昆明
的缅桂是大树！我在若园巷二
号住过，院里有一棵大缅桂，密
密的叶子，把四周房间都映绿
了。缅桂盛开的时候，房东（是
一个五十多岁的寡妇）和她的一
个养女，搭了梯子上去摘，每天
要摘下来好些，拿到花市上去
卖。她大概是怕房客们乱摘她
的花，时常给各家送去一些。有
时送来一个七寸盘子，里面摆得
满满的缅桂花！带着雨珠的缅
桂花使我的心软软的，不是怀
人，不是思乡。
（节选自《汪曾祺
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阿穆尔河，是中国东北两大河
流——黑龙江与乌苏里江汇流而出
的远方，最终流入鄂霍次克海。科利
别里的书写与人生，几乎就围绕着这
一条河展开。这位俄罗斯作家、画家
的作品第一次被引进出版，他的文字
如诗如画。他经历过战争，后又在和
平岁月的远东，与自然相伴。他拥有
一个更永恒、开阔的世界。他笔下的
自然，千变万化，星光对所有的人都
一样闪烁，岁月像飞鸟一样迅速掠
过，让我们寻找大自然的精神，获得
心的安宁。
《对手》

小说《对手》颠覆了大家对谍战
题材的刻板印象。一个话痨出租车
司机丈夫与一个得了甲亢情绪不稳
定的妻子，两口子为生活精打细算，
为孩子争吵，为钱抱怨，烟火气成为
保护罩，两个间谍安稳生活了 18 年。
读者在为间谍窘迫的生活哈哈大笑
的同时，也对那些默默无闻护卫国家
安 全 的 国 安 干 警 们 产 生 了 可 亲 、可
爱、可敬的感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