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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多少伤心事，
常说又梦了三次。
浊眼泪流时，
幽歌谁唱痴。
偏得风冷夜，
何处偷声窃。
红浪几时翻，
凭窗都倚山。

慢生活

泉州人冬日围炉吃火锅，自然

是以海鲜为主的，除了丰盛的火锅

佐料之外，还会有一盘生猛海鲜。

这盘生猛海鲜中，虾姑像是必不可

少的活物。

泉州人吃虾姑，有一种“馋忍”

之相。因为吃得专心致志，吃得小

心翼翼，且又双手齐动，低眉额首，

慢慢剥壳剔肉，故那“馋忍”之相，

确实是极好看的。相比普通虾类，

虾姑的外壳锋利且富有弹性，一不

小心，会刺破食客的唇指。

当然，比起其他海洋节肢动

物，虾姑确实是最没肉的海鲜，一

整条下来，除去躯壳之外，也就背

脊上那一丁点少得可怜的肉丝。

但是，虾姑的味道却是极其鲜美

的，其肉质Q嫩，汁甜味美，富有弹

性。曾经，泉州人并不识货，把虾

姑晒成干拿来喂鸭；但今天，这种

曾经喂鸭的海洋节肢类动物，却是

冬日极好的火锅猛料。

懂得吃虾姑的食客都知道，吃

虾姑要有相当好的技巧，否则不但

枯燥无味，甚至可能吃得手嘴冒

血。在烧得滚烫的火锅汤里，投下

几条活蹦乱跳的虾姑，看它们在汤

水中挣扎几下，浅灰透明的身躯逐

渐变红，便可以捞上来享用了。

虾姑的前胸有一对螳螂似的

前腿，这两条螳螂似的前腿虽不是

很粗壮，却是肉质细腻、汤汁鲜美

的人间美味，不吃掉它们，是极其

可惜的。当然，虾姑的两条前腿，

是比较容易对付的，只要把它们折

下来，放在口中用牙齿边咬边挤，

腿中的嫩肉，便会挤入口中！

但是，想要吃虾姑背脊上的嫩

肉，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首先，捞起虾姑之后，你得用

双手掐住头尾，上下扭动几下，让

脊背间的嫩肉与铠甲自然分离。

接下来，你得由后往前，用牙撕咬，

用手慢慢剥开锋利的外壳，之后，

剔出少得可怜的肉丝。吃虾姑由

后往前撕咬，是因虾姑每一节壳体

的边侧，都生有一对极其锋利且向

后生长的尖刺。倘若由前往后，嘴

巴很容易让尖刺挂住，不弄个嘴破

血流，那才怪呢！

故，说起食客吃虾姑的“馋忍”

之相，是因那低眉额首，专心致志；

旁若无人，手嘴并用；小心翼翼，呲

牙咧嘴地慢慢剥壳剔丝的状态，恰

如非洲草原上的狮子，围着一堆猎

物，慢慢啃食，那样子不但极“馋”，

且又有一种让人忍俊不禁的快感。

泉州人早先不食虾姑，是因费

神而又无法填饱肚子。现在不同

了，虽然物质丰富，但有钱有闲的

今天，哥们围炉，看那白烟从火锅

中升起，摆上一杯红酒，捞出一条

虾姑细品，那享受，是吃饱撑着的

快感，是人间美食的诱惑。

□
戴
高
山

【

【

冬日围炉品虾姑

最近，突然接到家中长辈的

电话，急不可耐地说：过年的美食

已经备齐，就等着我们过年除夕

回家团聚。倏忽意识到，又一个

春节将至！而作为晚辈的我们，

却什么都没有准备。

人生易老天难老，怀念小时

候的年，美味、热闹，充满浓浓的

温情和暖意。我所在的海滨小

城厦门，每逢春节前半个月，过

年气氛就热络起来。那阵子，家

中几乎不开火，因为每家每户都

要轮流“过年”，请亲戚朋友大吃

一顿。孩子们成群结队在院子

中打闹，男人们各自抽烟聊天，

女人则在灶台边忙活着火锅料、

鱼丸、肉丸、鸡汤、炸年糕，烟雾

缭绕的厨房弥漫着独特的喜庆意

味。

年糕的知名度，因谐音“年

高”而流行，再加上有着变化多端

的口味，几乎成了家家必备的应

景食品。厦门的年糕有种历史的

味道，因它是一种牵引浓厚本土

乡情的纯手工小吃，用料实，味道

香，又适合中老年人食用。孩提

每逢过年，跟着长辈在各大市场

排队购买年糕的场景历历在目，

相信也是不少故乡人的美好记

忆。年糕最常见的做法就是切成

片，沾点蛋清放入热热的油锅中

“嗞嗞”作响，当年糕的香味不断

从蒸笼里飘出来，弥漫在空气中，

过年的气氛愈发浓了，起锅后嚼

在口中，紫米、核桃、四果和红姜，

口感香糯且营养丰富，那一刻，大

人们的笑靥甜在每个孩子的心头

……

除夕那天，长辈们会赶早到

市场采购新鲜食材回家加工。中

午祭拜祖先，到了夜里，一家人围

坐一边吃火锅年夜饭一边欣赏春

晚。火锅的汤头热烈翻腾着，好

料也逐一上阵，火锅越煮越沸腾，

就代表着来年运气更加兴旺。暖

意浓浓的年夜饭火锅，正是厦门

最传统的“围炉”。这天夜里，每

个亲人的脸都被火锅映红。除夕

夜的菜色不算多，譬如鱼，寓意

“年年有余”；鱼丸肉丸，叫“团圆

发财”；萝卜，寓意“好彩头”；韭菜

“长长久久”，寓意繁多却世世代

代传承至今。

印象尤为深刻的是厦门2个

重要的饮食习惯——除夕吃血

蚶，正月初一喝鸡汤。厦门很地

道的除夕美味当属血蚶，吃血蚶

寓意“开门见宝，新年行大运”，

将吃剩的蚶壳洗净，洒在桌底床

下，直到正月初三才清扫，正是

“蚶壳留过年，来年赚大钱”。正

月初一喝鸡汤也是亘古流传的

习俗。除夕过后睡个懒觉，一碗

美味的鸡汤面线配上平安蛋新

鲜出炉，寄托着长辈的浓浓爱

意。

年年岁岁的年味不变，记忆

中的年，伴随着春节到来，华丽再

现。厦门的血蚶、四川的腊肠、广

东的盆菜、山西的头脑、内蒙古的

大烩菜、福州的菜头粿和湖北的

鱼糕，那么多关于过年习俗的记

忆愈发清晰，愈发叫人想念家的

味道，想必游子们此刻归心似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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舌尖上的“年味”

看天气预报，说这几日大面积有

雪。于是，感觉这窗外干冷的空气和

心情一样，一下子变得温暖湿润起

来。激动之余，在单位给同事们说，

在家里给孩子讲，打电话跟朋友聊：

“知道吗？要下雪了，快要下大雪

了！”

记得小时候，下雪和下雨一样，

是家常便饭。一进冬季，隔十天半

月，就会来一场雪。一阵北风刮过，

就会飘起漫天雪花。雪特别厚，上学

时深一脚浅一脚，还咯吱咯吱响，让

人有点怕；雪格外白，到地里拾柴草，

放眼望去，一粒粒冰晶合成一束束光

线，晃得你睁不开眼。这雪，和少年

纯洁的生活一起，轻悠悠，茫茫然，落

在脖项凉丝丝，化进心里情绵绵。

生活正改变环境，环境也必然会

影响生活。曾几何时，人们为一幢幢

高楼拔地而起欣喜，为一杆杆烟囱直

冲云霄而惊叹，却对一块块良田变得

寸草不生而无动于衷，对一条条河流

变得浑浊不堪而熟视无睹。这美得

如天使般的雪，也被人拒之天外。它

来得少了，下得小了，甚至，冬不见了

踪迹，春不见了身影。于是，年年冬

天，我都企盼有一场雪，但每次盼来

的都是失落。

现在，要下雪了，还要下大雪！

当心中有了一种企盼，人就如初

恋一样，变得焦躁不安。望窗外，远

处灰蒙蒙的雾霾，天气阴沉；上网查，

中东部正经历一次大的雨雪过程，本

地正好覆盖；看微信，高速路因雪交

通事故频发，有多名人员伤亡。于

是，心情又变得复杂起来。这久违的

雪啊，还是快快来到我们这乡野吧！

庄稼缓解了墒情，会用绿色答谢您！

孩子们患感冒的少了，会用笑容感谢

您！

可是，这雪像故意跟我开个玩

笑，只在天空中飘起几粒雪沫儿，它

逗我！

泡一杯热茶，等雪。满脑子又是

关于雪的回忆……

十七年前的今天，妻子在医院剖

腹产后准备出院。那日，天空飘着鹅

毛大雪。我租了一辆小三轮蓬车，摇

摇晃晃行进在回家的路上——父亲

提着鸡蛋，母亲抱着婴儿，我扶着妻

子。心中回响着她麻醉后因恐惧而

下意识呼喊我名字的声音……这雪，

是温暖和责任。

儿子三岁时，因工作太忙，在老

家由母亲带养。冬天一个周日，正打

算回家看孩子，却下了一场大雪。最

终，对儿子的思念战胜了犹豫，我们

骑摩托车在光滑冰雪上翼翼前行。

路上，我虽然叉开双腿平衡车身，但

妻子还是几次被摩托扭着屁股甩在

公路上，有大卡车从旁边擦身而过

……这雪，化做思念和爱。

前两天，因教育扶贫我回老家入

户走访。这户家庭，孩子的父亲因糖

尿病去世，母亲去年改嫁，他现在跟

奶奶生活。奶奶告诉我们，当妈妈告

诉孩子改嫁的消息时，孩子哭喊着不

让母亲走。一天夜里，天空飘起了雪

花，母亲还是悄悄走了……这雪啊！

冰凉了孩子的整个世界！

从记忆走出来，喝一口暖茶，感

觉通身有了力量。雪还未下，但，我

不能再等了！世上一切的美好，逝去

的已经逝去了，未来的还是要靠自己

去寻找，去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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盼 雪

来到郊野，大片的鲜花野草列

成方阵，像是欢迎我们来到这生机

勃勃之地。这本是一片湿地，与一

条江比邻相连，如今这里美得无以

言说，算是一处极美的休闲宝地。

我在这里发现了鹭鸶，我喜欢这种

白色的鸟儿，喜欢这有着长喙、长

颈、长脚的优雅外形的鸟儿。鹭鸶

也是文学作品和中国画的主题之

一。喜欢唐代杜牧写的《鹭鸶》“雪

衣雪发青玉觜，群捕鱼儿溪影中。

惊飞远映碧山去，一树梨花落晓

风。”那最后一句“一树梨花落晓风”

最是绝美，一群姿态优雅的鸟儿翩

翩落下时就如一树梨花落在晚风

中，有点凄婉的美。又想起吕纪秋

的《秋鹭芙蓉图》，有人说他笔下的

秋天是一派生机，显示了他与众不

同的审美情趣。我倒觉得因为有鹭

鸶，让秋天添了些别致的美。

我先前只在厦门大学里看过它

们。就在我踏上木栈道时，不料惊起

了一只鹭鸶，它斜翅横过水洼花草

地，它白得像雪，它像是从唐诗宋词

里飞出来，直接落进了这郊野，它是

“惊飞破天碧”的那一只吗？是不能

再把它惊飞了。不能让它“惊飞远映

碧山去”。

如今，能在我居住的这个城市的

一处郊野看到鹭鸶，真是惊喜。我往

前走，我发现前面的野地里有一片耀

眼的白，那是一群鹭鸶，一群呀，足有

十几只。那里还有几头水牛，有一只

鹭鸶调皮地翘立在了牛背上，想要扮

演牧童的角色？这里与东湖也近，于

是我又去了东湖，我发现东湖这里也

有鹭鸶，我的心跳明显地慢了一拍，

呼吸也轻了许多。这里有很多植物，

香樟、凤凰木、秋枫、棕榈、杜鹃、紫

荆、美人蕉、玫瑰、茶花、金桂等组合

着多层的绿，疏密有致，鹭鸶的白点

缀其间，让这许多的绿都灵动起来。

我走在伸向碧湖水的栈桥上，享受着

田园美景。在栈上，我拍了几张照，

和鹭鸶合照。

在和风暖阳细雨中的小城，在

覆着一簇簇三角梅的墙檐下享受着

豆花、润饼、卤面、蚝煎、米烧馃、土

笋冻、手抓面的小城古旧生活、后街

生活里，似乎与现代气息离得有些

远。远些也好，这样才能有鹭鸶。

有鹭鸶的地方就是好地方，好山好

水。不要遗憾是否繁华不要遗憾不

是一线二线城市，有鹭鸶的地方就

是消闲的好去处。多年前，我曾在

出门旅游时，把随身携带的旅行包

上我所在的城市名字遮蔽掉，我巧

妙地从一件淘汰了的绣花衣上剪下

两朵花，缝在上面，一切看起来很

好。到了外地也从不说自己是哪里

的。现在，我要说：“我住在有鹭鸶

的地方！”在郊野，看丰厚的水泽花

草植被，甚是喜人。我喜欢水，喜欢

一切与水有关的事物，一直羡慕临

水而居的人。鹭鸶也和我一样喜欢

有水的地方，当然是好水。有鹭鸶

的地方水质就好，环境就好，鹭鸶真

是聪明的鸟儿，鸟类里的哥伦布，鸟

类里的贵族。当郊野的风景不断铺

展，当湿地扩大……我渴望这里的

鸟儿真能成为人类的朋友，可以栖

在我们的肩膀上、手掌上，像外国影

片里的鸟儿那样。那个时候“一行

白鹭上青天”就不仅仅是在唐诗里

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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鹭 鸶

新年的丽影在我窗前影影绰绰

晃动的时候，心里就闪过这么一个念

头：要不要去买一件簇新的真丝棉

袄，权作给自己的新年礼物？

是的，总以为那种立领、琵琶扣、

襟上袖上镶着传统花纹的真丝棉

袄是新春佳节里最可心的衣裳。

新年是轻盈的，絮着丝绵的真丝棉

袄恰恰也是轻盈如羽的；新年是温

暖的，真丝棉袄恰好也是温暖如春

的；新年是一派华丽的气象，真丝

棉袄正好也有那份“宝马雕车香满

路”的华美；新年怎么说都有一种

蕴藏着书香气息的古雅之美，而真

丝棉袄，古朴、端正、典雅也正是它

的别名……

很想念那花团锦簇的真丝棉袄，

只是没了新年的这个灯火通明的节

日作背景，很少有人能穿出真丝棉袄

那份风华绝代的气质来。《啼笑因缘》

里的沈凤喜穿它不大相衬，她那种从

世俗生活里琢磨出来的小聪明和真

丝棉袄琴棋书画式的敏慧终不对劲

儿；《金粉世家》里的冷清秋穿它也不

合适，她那种“拣尽孤枝不肯栖”的清

高和真丝棉袄“斜插芙蓉醉瑶台”的

雍容终究走不到一起去。细想起来，

大约也就是《京华烟云》里那个出生

于富商之家、识得甲骨文的姚木兰能

穿出真丝棉袄的好来。但，姚木兰只

有一个，对其余的红颜，老天哪里会

那样慷慨呢？

不过，我倒并不曾因此抱怨老天

的偏心眼儿，相反，还蛮感激他老人

家赐给我荆钗布裙的人生。没错，平

时过的若不是匆匆忙忙马不停蹄的

日子，等可以从从容容穿真丝棉袄的

时光来了，哪里能那么深切地体会到

那份期盼已久的快乐呢！焕然一新

的新年里，每个女子都是与真丝棉袄

水乳交融相得益彰的啊。有些场面

想想就心醉：大年初一，换上绣有如

意牡丹图案的全新真丝棉袄，静静地

坐在书房里翻阅新书，书页翻动时窸

窸窣窣发出动人的轻响，波光闪闪的

华衣也跟着窸窸窣窣地响；初二初

三，有亲朋陆续来做客了，穿着蜜黄

真丝棉袄的你环佩叮当莲步轻移给

他们斟茶布菜，结果客人回去后对你

们家的美食只是一笔带过，对男主人

的高论只是一笔带过，却唯独对你这

个充满了纯正年味儿的主妇赞不绝

口；初四你穿一件宝蓝真丝棉袄，发

上簪一枚油绿玉簪，牵着儿子的手悠

悠然逛街去，那天的情状似乎可以用

一首新诗来形容的：你走在街市上看

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一袭

华衣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

的梦……

如此这般东想西想着，最后自

然是挑了个午休时间赶去真丝专卖

店，将一件繁华如梦的真丝棉袄放

进购物袋才安然。因为迫不及待，

买的时候几乎没有还价，事后想想

自己也有些惭愧。倒是来小坐的女

同事善解人意，她专注地看着桌上

的真丝棉袄说，啊，这可以理解，可

以理解的，这种衣服新年里穿是极

好的……

□
张

芳

【

【

新年真丝棉袄

人生况味

一座城市放在省级地图上可能

会占据很大一片地方，放到世界地

图上就变得小了。反过来说也是一

样，一座高山隔着几百米远远望去，

我们会觉得不过尔尔，凑近了再看

时，方始觉出它的高和大来。于人

亦然，你若不了解一个人，他在你眼

里顶多算一个活物，你若对他有了

深入了解，才能洞悉他的平凡或者

不凡。

换句话说，标准不同，距离不同，

亲疏不同，人、事、物呈现出来的状态

以及在人们心中的形象也是迥然有

异的。而我们所要做的，就是找一个

适合自己的标准，清楚地定位自己，

而不是人云亦云。

钱钟书先生曾经在一篇谈论

《伊索寓言》的文章里讲述牛与蛙的

故事时写道：“母蛙真是笨坯！她不

该跟牛比伟大的，她应该跟牛比娇

小的。”这话真应该拿给那些动不动

就提“别人家”的人听听，因为它不

独青蛙受用，于我们而言亦不例

外。我们如果总是与天比高，与海

比深，定然会输得很惨，可是如果我

们与天比渺小与海比浅显结果就会

大不相同了。

世间万物没有一成不变的，我们

不能让经验蒙蔽了眼睛，更不可让主

观意识带入歧途。人的一生无法两

次踏进同一条河流，时间在变，河在

变，人也在变，行路的难易大多与此

有关。故而，我们只有清楚地定位自

己，才能找准参照物，更好地行路、做

事。

世间万事也向无绝对，大与小，

快与慢，好与坏，善与恶，有用与无

用，都是相对的。举个例子，一枚石

子或是一枚钉子，论大小，远不及大

理石，但只要用之得当，它们的价值

未必就不如大理石。同样的原理，放

在碗和碟上也可通用。

世上无难事，亦无无用的人和

物。用之合适，便是大才和大材，用

得不合适，才有所谓的“废材”。

世人皆是有用者

□
潘
玉
毅

【

【

散文园地

点绛唇�代赠
●骖鸾仙●●

旧树枝头，同心扣
是何人结。

几回圆缺，冷落云
中月。

花月无迁，恩好今
翻歇。

夏雨雪，长川为
竭，重誓何轻说。

静夜思次韵
●周洛倾●●

皎皎动浮光，
白头引露霜。
幽幽枝桂在，
随我入他乡。

满江红�
国家公祭日
赋词
●宋继大●●

血雨腥风，长空
泣，金陵惊变。

遭浩劫，恶魔猖
獗，古都魂断。

倭寇屠城玄武赤，
六朝顽石都呜咽。
睡狮醒，笑傲视苍

穹，豺狼颤。
铭旧耻，朝前看。

怀宏志，存高远。
旭光盈天际，雾去

霾散。
富国强兵降敌虏。
厉矛坚盾穿夷链。
待神州，龙啸入云

端，乾坤转。

自度曲
●幽幽乱雪●●

莲心苦短柳丝长，

海棠初过薤花黄。

薤花黄，怯新凉，

天连衰草露成霜。

兰房夜夜清宵半，

红烛垂泪照西窗。

注释：薤(音xiè），

又名野蒜、野韭等，百

合科葱属多年生草本。

渔港夜色 高红卫 摄

轩
古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