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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匆匆数十年，退休后还有多
少年是未知的”，写下心中所想，67 岁的
黄沛森坚定了下海创业的信念。两年
前，黄沛森毅然将养老的一部分存款拿
出来去实现年轻时的梦想：开一家餐
厅，打造旧时的广州美食。两年来，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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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溯更早期的青春记忆，黄沛森发
现，自己对于粤菜一直有天生的热情。
童年时，作为家中兄弟姐妹的老大，他
负责一家人的伙食，生柴烹饪，稍不注
意会把饭烧焦。于是，研磨厨艺、为家
人带来可口饭菜，成了他的一个爱好。
后来在担任数学老师期间，平日在课堂
严肃的他，一到课后就显得平易近人，
时常与师生一起畅谈美食。想起这些，
黄沛森想起了年轻时曾经想开一间餐
馆的梦想。于是，在 2015 年，他与几位
老友一拍即合，决定创业，烹饪以前流
传于广州街头的佳肴，展现地道粤菜的
魅力。

琐等原因，现在已经很少见了。”黄沛森
说。他希望，可以还原这些承载了不同
年代广州人回忆的菜式。
一谈起美食，黄沛森就两眼发光，
兴致勃勃。在创业前，他走访了老一辈
的广州人、向从事烹饪四十多年的老师
傅虚心请教，挖掘出一些如今鲜见的粤
菜。以“老少平安”为例，这道以豆腐、
鱼滑、蛋清、江珧柱等材料制作而成的
美食，一度盛行于 20 世纪 50 年代的广
州街头，是黄沛森从小吃到大的，如今
却几乎看不到了。又如广府知名的叉
烧，有一味名为“接官亭叉烧”，勾起的
是天字码头上的一段历史。黄沛森讲

追梦 不带着遗憾走
退休教师 65 岁创业开粤菜馆
梁超仪
每日花费两小时通勤时间穿行于白云
区和越秀区之间，晚上十时多方归家，
连学生也不禁感叹：
“ 老师的执著和毅
力是我一辈子都要学习的。”
“森哥，过来一下。”在广州越秀区
珠光路黄沛森创业的餐馆里，街坊熟络
呼叫。从站了四十年的三尺讲坛走下
奔赴创业，黄沛森笑言如今是“高级打
杂”，斟茶递水一条龙服务到底。有旁
人不理解，笑称他傻，并建言以如此丰
富的教学资历开班授课，财源滚滚来。
然而黄沛森认为，年轻时一直好奇不一
样的生活，幻想过开一家餐厅，如今老
了不想为钱财所累，努力实现曾经的梦
想，
就可以“不要带着遗憾走”。

源起：厌倦饮茶带孙生活 想
追年轻时的餐馆梦
黄 沛 森 今 年 67 岁 ，已 退 休 七 年 。
这七年的退休生活以创业前和创业后
为分界点。创业前，他与大多数老人一
样，每日喝茶、接送孙子、烹饪美食、享
受儿孙乐。一笔不低的退休金足以保
证他接下来的养老生涯，
生活无忧。
然而，这样颐养天年的生活终究让
黄沛森觉得“缺少了点什么”。渐渐地，
他发现自己并不喜欢这种饮茶带孙、饮
酒聚会的生活，年轻时的一些想法逐渐
浮现出来。年轻时，黄沛森刚从师范类
学校毕业，就直接进入了教学领域，先
后在广州市第四中学等三所中学执教，
主要负责初中、高中的数学教学工作，
还兼任过班级的班主任，直到退休才离
开教学岗位，不知不觉间已度过了四十
年的青春岁月。

转变：上下求教 从不会用智
能手机到用微信开会
从一名教学四十年的老匠人跨界
到饮食业，黄沛森首先需要完成角色的
转变。他把自己当作学生，虚心地向昔
日的学生请教。这一举动曾令他的学
生伍文辉一度十分感慨。伍文辉回忆，
当年从初一至初三，黄老师一直是他的
数学老师，相当有威严。每逢上课前教
室闹哄哄，黄老师一出现在课堂门口，
无需发一言，十秒钟内全场肃静。而在
课堂上，黄老师时常在讲解几何公式
时，灵光一闪来几句“打油诗”，活跃了
课堂气氛，令他印象深刻。
这样一位资历老的老师向他请教，
伍文辉不敢懈怠，时常跟黄老师一起品
茶交流。经过两年的深入接触，伍文辉
发现，这位老师的心态十分好，在以前，
黄老师使用电话只会使用“拨出”
“拨
入”的基本功能，如今他已经能相当潮
流地开微信会议。
“角色的切换很大，挑战也很大。”
黄沛森感叹。然而他发现，尽管对于饮
食业毫无经验，但以往学习数学的经验
依旧可以融会贯通。例如，研究数学需
要分析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在讲解
几何公式时需要有良好的逻辑能力，具
备推理的思维以及发散性的思维，这些
训练用于社会实践中，十分有用。黄沛
森坦言，现在每天都会遇到新问题，每
天都会遇到新挑战。

梦想：
“ 老少平安”
“ 接官亭叉
烧”还原广州旧菜式
“有很多地道的粤菜，由于做工繁

述，旧时广州交通以水路为主，在天字
码头迎来送往，码头附近有一个亭名为
“接官亭”，为来往宾客歇脚之处。有一
次一位贵宾询问一道“黑叉烧”的菜名，
师傅觉得直呼其名不雅，于是灵机一动
命名为“接官亭叉烧”，遂声名远播。还
有一道“黄埔炒蛋”，讲究的是师傅的厨
艺，只有蛋、油、盐、糖配料，打蛋入锅
后，每转一次锅刮一层，重复操作，最后
出品的炒蛋层次分明，十分有特色。
“这
些老菜式都是老一辈广州人的回忆。”
黄沛森感叹。
（摘自《广州日报》
）

欣

不会画画想请假都难
浙江理工大的手绘请假条火了
学生的请假条怎么写？什么样的请
假条会让老师非常愉悦地“准假”
呢？
浙江理工大学有一位人称“舅舅”
的老师，他让学生写的请假条非常有创
意——用手绘的方式写请假条。本来是
无趣死板的流程，自从这位老师突发奇
想后，请假条变成了有意思的漫画、素
描，
原来打假条也可以有这样的情调呢。
这位在学生的请假条上也要动脑筋
的老师，
名叫顾红建，
是浙江理工大学艺
术与设计学院的老师。为什么要这么做？
原因很简单，
他带的学生都是学设计的。
用手绘漫画做成请假条，如此脑洞
大开的请假制度，是顾老师当辅导员时
的“突发奇想”。如今，
“舅舅”的手上，已
经有了一大沓漫画请假条，看起来就像
是学生的作业。
他收到的第一张手绘假条，是军训
期间一个学生画的，有点类似简笔画，就
是画了一条腿磕碰在柱子上，然后用简
洁的线条画出骨骼形状以及裂痕，表示
腿折了。底下只写了一行小字：望顾老
师批准。
从那以后，他收到了各种“艺术风
格”的作品，有简笔画风格的，还有比较
抽象的，比如画了一班开走的列车和一
个追赶的小人儿，学生表示赶不上末班
车而迟到；有的走欧美画风，故意把人物
画得挺丑，还调皮地写上“望男神批准！”

有的学生把假条做成了贺卡，折页打开
直接一个大红喜字，画上浪漫的婚礼现
场，还用中英文写上请假“文案”，原来是
参加姐姐的婚礼。
更有学生不厌其烦地将假条画成连
环多格漫画，
剧情复杂，
文字解说写满了
一页纸，
最后附上洋洋洒洒的
“检讨说明”
。
这样充满创意的手绘请假条是正式
假条的
“兑换券”
，
有时候学生们有急事来
不及画，
也会在事后补上这份手绘任务。
顾老师笑道：
“请假条已经可以出书
了。并且，同学们都喜欢这种形式，我们
后来还出了许多漫画本子，
有画建党95周
年的纪念画册，
有图说治国理政等等。
”
顾红建说，当初决定让学生制作手
绘假条，一方面是出于专业技能培养的
考虑，让学生们学会在生活中用艺术语
言叙事；另一方面，他也想帮学生们留下
大学生活的回忆。
同学评价顾红建是一个“逗、热心、
有效率”的人，顾红建说自己就是一个喜
欢护犊子的普通老师，这样的师生关系，
好似相互体谅与约束的朋友。
“我是一个恋旧的人，这份情怀让我
想到把学生的一张张手绘假条、生活照，
还有一些小作品整理成册，在毕业的时
候给学生留个纪念。”顾红建说，
“或许，
手绘假条可以成为他们毕业聚会时的一
个话题，那时候一起回忆起来应该会挺

美好的。”
在顾红建心中，手绘假条某种程度
上可以作为同班同学毕业后一条情感沟
通的纽带。如今也承载着“舅舅”和孩子
们“无正当理由不请假”
的约定。
从大学时期的校级组织干部经历，
到参加工作后与学生们的朝夕相处，顾
红建很了解现代大学生的心理状态。教
条规矩枯燥繁琐，学生不易完全接受，师
生间容易产生距离感。面对这些，
“舅
舅”
的大招儿就是“暖男守则”。
“学生们需要我，
才说明作为辅导员
的我是称职的，
我喜欢他们与我多交流。
”
提到自己与学生们的朝夕点滴，顾红建
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很高兴身在这样一
种幸福的职业里，孩子们把我当成了家
人，
让我很享受。
”
（摘自《钱江晚报》
）

老年相亲角火爆似
“派对”
景 然

洪崖洞的这处“相亲角”，是重庆最
大的露天相亲市场之一。每到周末，人
们在此自发举办相亲大会，很多大爷大
妈们相聚于此，
有的是为了给自己找个老
伴儿，
有的则是寻找未来的儿媳或女婿。
周 日 ，记 者 来 到 洪 崖 洞 的“ 相 亲
角”。10 时，
这里已经聚集了不下 200 人，
大多是 40 岁以上的中老年人。在角落的
空地上有六块简易展板，上面密密麻麻
地贴着征婚启事，路边地上铺着一排征
婚信息，
就连围栏也挂上了征婚单。
一般情况下周六都是来为孩子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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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的，周日才是来为自己找对象。虽然
说是相亲，但现场的大爷大妈们并没有
丝毫害羞放不开的感觉，相反，大家见
面 就 能 聊 起 来 ，有 时 虽 然“ 耍 不 成 朋
友”，
却能在一起聊个高兴。
家住解放碑的杨大爷今年 58 岁，4
年前离异，1 年前开始在这里“聚会”。
“找了这么长时间虽然没找到合适的伴
侣，但认识了一群朋友。”杨大爷说，自
己现在每周末都要来这耍，即使找不到
老伴儿，也觉得大伙聚在一起很开心，
“感觉是中老年人的派对。”
相亲成功率比年轻人高
“我 62 了，
身体健康，
家里有房，
儿女
都在外地，
想找个老伴儿，
你看合适不？”
在角落的一块展板前，
62岁的向大爷和一

名看起来 50 岁左右的阿姨搭上了话。一
番简单实在的自我介绍做引子，两人就
这么开始了相亲。阿姨似乎是对向大爷
印象不错，
条件也满意，
两人约好明天再
来此处见面，
这次相亲算是圆满成功了。
“老年人相亲都是来找个伴儿，
成功
率反而要比年轻人高得多。
”
来此相亲多
次的赵阿姨今年已经65岁了，
6年前老伴儿
去世，
儿女们一直劝她再找个老伴儿。赵阿
姨称，
中老年人相亲一点都不扭捏，
先看一
眼判断是否合适，
然后一问身体情况，
二问
经济情况。如果觉得行就在一起，
觉得不
行就明说，
虽然结不成伴侣，以后也算是
认识了，
见面多少要唠两句家常。
相亲是次要主要是解闷
虽然当天大多是为自己相亲，但现

场也有不少为儿女问题操心的中老
年人。几名大爷大妈围在展板前，
展板上贴满了写有相亲男女基本信
息的纸条，
从性别、
年龄、
属相，
到学
历、
身高、
体重、
工作状况、
感情状况、
是否
有房、父母是否有稳定工作或退休金等，
信息极其详细。不过，
不少人表示，
周末
到这里聚会已经成了一种习惯，
自己或儿
女的相亲反而成了
“顺便的事情”
。
家住较场口的吴女士也是这里的常
客，
谈起她在这里遇到的趣事，
吴女士打
开了话匣子，笑称自己的一个朋友在这
找老伴儿将近一年，
老伴儿没找到，
倒是
找到了不少打麻将的
“老搭档”
。
吴女士坦言，
虽然是
“相亲角”
，
其实
更多人觉得这里是一个单身中老年人士
的社交平台，就和年轻人爱开“派对”一
样，这里就是中老年单身者的派对。
“主
要还是为了排解单身中老年生活的寂
寞。
”
吴女士称。 （摘自《重庆晨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