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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台餐饮三十年变迁

电信无限流量卡，随时随地放心用，更有3000分钟超长全国

时长，成功人士、商务人士首选！详询东台电信城乡各营业厅。

1987 年，那一年我十七岁，在当
时的县饮服公司红兰别墅酒楼做学
徒工，也就从这开始正式进入餐饮这
一行业，三十年中我在餐饮行业跌打
滚爬，有过苦闷，有过欢笑，也亲身经
历了东台餐饮三十年变迁。

当时，我进入的红兰别墅酒楼是
东台地区首屈一指的高档酒楼，红兰
别墅酒楼是一家百年老字号，当时刚
刚经过装潢，开东台餐饮先河，内部
设立了多个包厢，这些包厢都有一个
个雅致的名字，如“翠竹”“青松”“红
梅”“红兰”“友谊”等，这里的厨师技
艺都是鼎鼎有名的，有名厨陈增喜、
崔春喜、吴国荣、朱居俊等，筵席规格
大致水平为 50 至 60 元一桌，这在当
时来说应该是东台档次最高的了。
当时东台比较好的饭店就饮服公司
所下属的五家国营饭店，分别是红兰
别墅酒楼、新东菜馆、人民饭店、临海
酒家、三元酒家，后来又增加了第二
招待所开办的东方酒家，生意也不
错。当时遍布台城的小吃网点一般
都是第二饮服公司的下属点，属于集
体性质，规模都不是太大，不过后来
也有几家办得不错的，分别是同乐酒
楼（原丁字街熟食店）、迎春饭店（原
冷饮店）、海春饭店（原红旗饭店）。
在那时已经开始有个体经营的饭店
了，但规模都比较小，属于东台人所
说的小打小闹的形式。

1993 年，东台第一家合资酒楼开
业了，它就是地处繁华的新东东路的
金东台大酒楼，这是由澳门客商与东
台镇政府的合资项目，我当时也应聘
到这里做厨师，除了我们少部分的本
地厨师外，大部分厨师都是从上海高
薪聘请来的，不但装潢一流，而且菜
肴都是地道的海派风味。金东台大
酒楼的开业，对东台餐饮业来说不啻
是一声惊雷，因为这里装潢高贵典
雅，服务体贴温馨，菜肴美味新奇，让
东台人第一次放眼看到外面的餐饮
世界。金东台大酒楼之后，“东苑美
食城”“大东台美食园”“百乐门大酒
店”等饭店相继开业，声名鹊起。从
1995 年起，地处大会堂对面的龙飞酒
楼开始做夜市排档，这以后，东台人
的夜生活也愈加丰富多彩。

随着个体饭店业的不断扩大，国
营饭店由于职工多，负担大，再加上
装潢设施的老化，生意也渐渐萎缩，

到上世纪末，饮服公司的几家饭店都
已经歇业，淡出东台餐饮业。在这同
时东台的一些单位也开始瞄上大型
餐饮。1996 年，东台苏中大酒店开业
了，紧跟其后的是金谷大酒店的开
业，再加上经过改造的金都大酒店
（原市第一招待所），这三家酒店也就
成为上世纪末东台餐饮业三巨头。
在餐饮发展的态势中，个体户和民营
企业的迅速崛起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经过多年的苦心经营，他们已经占据
了东台餐饮业的大半爿江山。上世
纪末至本世纪初，“金海湾大酒店”

“川盖大酒店”“双龙大酒店”“永泰祥
大酒店”，等等，这些民营酒店繁荣了
东台餐饮市场，他们无帮派之包袱，
市面上流行什么菜就推出什么。有
些烹饪方法，过去做传统菜的厨师想
也不敢想，他们却敢炮制出来，登堂
入室。

东台餐饮进入最繁荣的阶段应
该是近十年的事情，这十年来东台一
批大型酒店相继开业，有“东台国际
大酒店”“磊达大酒店”“东台迎宾
馆”“湖滨花园酒店”“仁达大酒店”

“港汇大酒店”等，这些大型酒店都是
星级服务标准，餐饮方式和流派推陈
出新，形成了竞相辉映的局面。与此
同时许多特色风味的私营餐厅也相
继开业，这些餐厅无论是从店堂装修
上、服务特色上，还是菜肴的口味上，
都有了大幅度的提高，这是上世纪八
九十年代无法比拟的。当前，随着餐
饮需求不断增强，东台餐饮业的经营
结构得到进一步调整，经营重心面向
家庭、个人和工薪阶层消费为主，满
足了日益提高的大众化市场需求，开
拓和延伸了企业经营领域空间。以
家庭私人消费为主的节假日市场更
趋红火，健康美食和绿色餐饮已成为
重要趋向，市场消费向价格、品位、氛
围、服务和品牌文化等综合型方向转
变，人们追求健康营养和环境服务的
个性消费成为新时尚。同时，各大酒
店、餐厅的菜品、菜系的借鉴交融的
势头更加明显，经营特色更加突出，
开发创新的力度加大，形成了东台餐
饮市场多元化和细分化的发展局面。

纵观东台餐饮三十年，经过复
苏、发展、成熟三个阶段，它的变迁其
实也就是一部东台活生生的社会生
活发展史。

这几年，我在多个影视城给剧组置
过景，印象最深的是在中影集团北京怀
柔拍影基地，初到时，映入眼帘的很多高
大的拍摄棚与办公、制作大楼，交叉坐落
在乔松、银杏林中，林下花卉、草坪托起
造型优美的几十座电影景观。我暗暗赞
美，她真不愧是国家级的影视城。

在 5 号拍摄棚，俨然一个大的建筑工
地，多辆送材料的卡车进进出出，在中间
由挖土机挖掘的大土坑里，很多瓦工在
浇底基、砌弧墙、外围填土。老家的姜老
师是木工总负责人。安排我跟东台木工
一起搭平台，认识的小张竖桩，我钉斜
撑，后面的师傅搁枕木、铺厚木板，四人
一班，有序地延伸。休息时看到墙壁报
栏上的置景图《山谷神洞》，大山屹立，峡
谷蜿蜒，大树参天、石洞奇现。姜老师告
诉我这个景是惊险系列剧《鬼吹灯》后续
拍的一部剧。平台中间向下砌石洞，向
上建大山，在里面搭好的平台上，斜坚起
一排排高高木架，背面密密麻麻的支架，
木架每一处，总有木工在装饰形状各异
的框格，瓦工们朝装好的框格上钉、铺石
膏板，加粉水泥灰，补接缝，作石纹，整个
场面连接有序。几个省的工匠一起施
工，导演、美工、拍摄师来回于工人之间，
互相以老师相称，气氛融合，倍感亲切。

平台铺好后，汇合到上面造山。抬
头望，山腰上，多个木工小组在施工。在
两个成型的山头上，油漆工举着长杆喷

枪喷山石色浆，过后露出岩石本色。平
台上，我们干劲十足，斜柱、支顶组成牢
固的框架，我向斜柱上钉横托，一根根加
高。两天后姜老师照顾我年龄大，让我
到东北角去浇石膏板，带班边老师讲明
要求后，我学着在塑胶凹模上摊好工业
沙布，把机拌的石膏灰铺到上面，用木模
刮匀，顺势压实，压均匀，干固后脱模，看
到凸面平光没有一点空眼，四边厚度一
致，达到标准。和外省人一起，我一点不
敢怠慢，认真地压好每一块。一星期后，
边老师带着我从侧面壁梯上到顶层的操
作通道，周边布置着多种线路、管道，每
把钢梁的尽头装有一个绞盘，边老师熟
练地扳转绞盘，把吊钩移到下面洞口旁
的布满筋骨钢网的长圆柱上，待系好吊
钩，两人面对面扳转绞盘，吊直大钢柱，
待电焊工焊稳。在焊参天大树的干、枝
的两天里，我抢着守绞盘，边老师风趣地
告诉我，家住河北涞水，离这里近，在中
影置景多年，山谷神洞是大景，造山成本
高、工艺难，就这几棵大树，要粉水泥做
痕纹、漆颜色、树枝上要缠绿叶。若是拍
冬天的戏，从风机吹下几吨硫酸镁，山上
山下马上大雪纷飞，白茫茫一片。中间
这个神洞里，能喷瀑布，冒烟雾，蹿出毒
蛇猛兽，拍影师根据剧情，通过距离、角
度、光线调整摄影机镜头，可拍出若干惊
险场景。

山谷神洞山体的筋骨框架木工完成

后，转到七号拍摄棚建女皇殿，姜老师送
我到雕工间做助工。车间一色的泡沫材
料，四个雕师在工作台上专注地雕刻泡
沫件，旁边摆着的佛像神态气宇轩昂，负
责为山谷神洞、女皇殿做雕件的王老师
对我很热情，他先在大泡沫上描绘了人
形，叫我用电阻丝短锯截去多余部分，他
在我截后的泡沫体上，轻灵快速雕成大
略体形后，指点我用电动雕刀慢刻慢削，
削去边角轮廓。刻泡沫一点不能使劲，
一不留神刀口就陷入很深，一连好几天
不适应，经王老师不断细心指教后才慢
慢掌握。王老师很健谈，告诉我他来自
黄梅戏故乡——安徽安庆，我介绍家住
江苏黄海森林公园内，是一个美丽的地
方，喜爱木雕，梦想在家办一个木雕馆，
真想有一天请王老师到黄海森林公园做
客。

后期工作清闲，抽空在北京单独玩
了几天。回东台前一天，我仍穿着印有
中影标志的背衫，去中影基地浏览了旅
游部里的中国电影展览馆，观赏了外景
区的明清老北京街坊。最后走进了五号
拍摄棚，远望群峰起伏，岩石青明，大山
已经融入开地中，走在山中，山峡石缝中
插满了山花、野草，那些千古大树叶绿枝
翠，树下、洞旁、石坡上铺满绿色草坪，眼
前匆忙的人们正在搬送拍摄器材、道具，
明天，一场春天的戏就要开拍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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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 鼠

家里潜入一只老鼠，这事大半年
前我就知道了。

春节前的某个晚上，我以“葛优
躺”的姿势捧着手机，沙发下猛然蹿
出一团黑影。定睛一看，是只浑身乌
黑的小老鼠，刚和我打了个照面，瞬
间又藏匿于某处旯旮。

它从何处来？是从下水道钻出，
还是从阳台上攀爬进来，是个难解的
谜团。我跟当家的报告，指望他去剿
灭。他素来喜欢小动物，不以为然地
说：没必要跟个小动物过意不去，就
当养个小宠物，好多朋友家还养仓鼠
呢。当家的发了话，我只好放它一
马。

此后，虽然再未和它狭路相逢，
但偶尔留下的蛛丝马迹，证明了它的
存在——嗑过的南瓜籽壳、西瓜上的
咬痕、米袋上的小洞……甚至还有老
鼠屎。它偷吃一点粮食，破坏家庭卫
生，这点损失可以忽略不计，不至于
让我发出“硕鼠硕鼠，无食我黍”的控
诉。

和人人喊打的老鼠共处一室，我
还是不能忍受，于是找来黏鼠板，打
算一举剿灭心腹之患。但是当家的
有好生之德，不肯我下手，剿灭计划
只得无限期搁置。好在它终日潜伏，
从不露面，倒也相安无事。

那天晚上，我端坐在沙发上，翻
看一堆报纸。一只成年老鼠从沙发
下探出大半个身子，似乎察觉到气氛
异常，呆愣在那儿一动不动。那时我
与它的直线距离不超过一米，我默视
着它，思忖着要不要扑上去，上演一
幕汤姆与杰瑞的大戏。

它毛发呈灰褐色，支楞着两只耳
朵，依然立于原地，保持出场的姿态，
与我对峙着。空气好像凝固了，针掉
地上的声音都能听到。僵持片刻，我
无法忍受它如此胆大妄为，率先打破
平静，抖动手中报纸，发出哗哗的声
响。它这才吓破了胆，迅速潜回沙发
下。

我以为它是黑暗里的潜伏者，只
要它隐身，就当它不存在，没想到它
竟敢在灯光如白昼之时，堂而皇之地
出现在我面前。我痛下决心，将当家
的庇护令抛之脑后，当即翻出黏鼠
板，放置在墙角处，还在板上放了数
个花生米当诱饵。次日晨起，发现它
拖着一根长尾巴，横卧板上，被胶黏
得动弹不得，不时发出“吱吱”的惨
叫。

几个月的姑息，让狡猾的老鼠慢
慢失去了警惕，最终忘乎所以，自我
暴露于光亮处，落得应有的下场，我
不免一声叹息。

于时间长河来说，千百万年都不过
只是短短一瞬，人生无声而掠。而当你
所敬仰的视之为师长、忘年老友一旦仙
逝，那些过去的永不再来的其言、其行、
其事就会在时间的显影剂中慢慢出现，
从轮廓，到细节，到经受过的丝丝缕缕的
感动、感慨、感怀、感念，感叹，又重新展
现眼前。

初识吴耀先老，很偶然。四十几年
前的一天，他到溱东开庄的连襟秦大队
长家做客，我打门口经过，被热情的主人
喊住。望着眼前瘦削而硬朗的身板和精
神矍铄的笑容，我并不认识。吴老竟然
说他知道我。知道我？看出我的疑惑，
他告诉我，他听冯德寿老师提起过我，说
我爱学习，还给溱东学校写过一个小戏

《柳竹村头》，冯老师是这个戏的导演，小
戏在盐城地区得了奖。趁着他不断地表
扬我，我也就留在秦家撮了一顿。席间，
他说：你的小戏虽然得了奖，但严格地
说，不能称为戏，唱词像顺口溜，缺乏生
活，不过也难怪，你从大城市下放到这儿
时间不长，以后要注意从乡间俚语、地方
风情、甚至劳动号子中找灵感。另外，有
着读书的年龄读不了书经历的年轻人，
古代文学、古典诗词大多空白，你没有放
弃读书是好事，要多读古典诗词，诗词读
多了对你将来写唱词有益。当时完全出
于吴老的热情、出于礼貌，我作洗耳恭听
状。吴老高兴了：“送你十六字令：山，莫
道高峰不可攀，只要肯，登攀就不难。”我
记在了当天的日记里。

后来，我断断续续地拿些现在看来
类似顺口溜的东西请教过吴老、冯老，每
每都得到他们真诚耐心的指导。

一次，我写了一首《满江红》，找到吴
老，嘴上说请赐教，实际上是想得到他的
肯定、赞许。吴老看过后说咱们共同学
习，“共同学习”过程中，他不厌其烦地给
我讲诗词格律、讲平仄，结果原来写的被
改掉五分之四。我很沮丧，将前后两首

《满江红》拿给陈竹珊老看，巧的是，陈老
的诗友卞小芝、虞山老都在，他们对吴老
平时诲人不倦的品德、对学生孜孜不倦
的教风、对他心胸中厚实的古典文学底
蕴及诗词探究的功力赞不绝口。

年轻时的感受对每个人都有所不
同，不同的感受会让你悟出在一个年轻
的生命里还潜伏着某种特殊的感情，这
感情便是你成长史里积淀下来的财富，
他会永远地封存在你的生命之中。若干
年后，我的剧本得了国家级奖，吴老特地
写了几首诗词，以书法的形式寄给我，鼓
励我，称赞我。捧着这些书法诗词，我
想，我生命中的那些您赐给我的温暖的
片段，就如同永不凋谢的花朵，开在我延
伸着的创作小径，岁月中您朗朗的诵读，
歌者般的吟唱，都是给养啊！师恩如茶，
醇厚甘甜。

后来，吴老寄给我的书法诗词就是
经常的了。值得骄傲的是，历年来吴老
赐给我的诗稿、贺卡，包括通讯名片等等
我一直珍藏着。

当年，我收到吴老的第一本厚厚的
油印的诗词集时，我感叹，这是一位将毕
生精力和全部才华都献给了诗词艺术的
探求、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扬的东
方之子啊！吴老有一颗纯净的心，怀有
这样一颗心的人，最适合做诗人。在《瘦
箫诗稿》中，我看到吴老爱蓝天，爱大地，

爱蓝天大地间所有的磅礴与纤细、阳刚
和阴柔，因为它们都是生命的展现。他
不断寻觅，不断挖掘，一点一滴把对生命
的理解和领悟融入他的词作中。

岁月的长河，不断漂下一段段难忘
的往事。再后来，一次政协诗书画年会
上，我对吴老说，您以笔为锄，奉献出那
么多精神财富，如今该安心颐养天年
了。老人连连摇头：不，阅读作词，是我
每天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重要内容，我这
条瘦老牛还得产点奶啊！一番话使我感
受到永恒生命的昭示和激励。

再再后来，我陪省文联领导一起去
时堰拜访吴老。啊！霜雪已侵满老人的
头顶。望着八旬翁那银白的颅羽，我分
明看到的是一团白炽火焰，燃烧在海天
之间，那是碾涛蹈浪的白帆······

2017 年 6 月 1 日，老人魂灵飞升。敬
爱的吴老，对社会，您任劳任怨敬业忠
职；对您的学生，您付出的是太阳般的温
暖，月亮般的柔情，您的光辉灿烂在您天
南海北桃李的蓝天上。如今，您的音容
笑貌永远闪耀在学生们记忆的屏幕！

吴老，漫步天国，您当放心安详，您
的亲人、友人、同仁所能做的是捧出对您
的缅怀和尊崇，告慰您在天之灵的企盼
和瞩望。

一颗纯净的心，在天国里应该是安
宁而满足的。而天国之所以是天国，因
为有许多颗吴老那样的心。

天国当有回音壁，吴耀先老那江河
一般不朽的诗词朗读声、谆谆教诲声，会
不断地、持续地、永久地在人们心中萦回
荡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