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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遇到坏人谁吓跑了还不一定呢。
我坚决不早走，我可不想早去车站坐
冷板凳。
大M孤掌难鸣，只好随着我们九
点从学校出发。这家伙，竟然往兜里
揣了一把水果刀，防身用。我嘲笑他
说，没事的，遇到歹徒，你先跑，我们
掩护。
到了火车站，大M才将心放肚
子里。在候车室候车时，大M告诉
我们，一会儿火车进站，我和那个
女生先往上挤，他负责在后面推。
等我们上车了，他好说，他一身肌
肉不是白练的，三两下便能挤上
去。
等火车进站了，大M却推翻了自
己的方案，因为一同上火车的人群中
有不少妇女老人，大M站在后面根本
不敢往前挤，更不好意思推我们，还
是我和那个女生自力更生挤了进去，
又把他拉了上来，否则，他肯定挤不
上火车。
车厢里乘客多得放不下脚，想转
身都难。火车前行了三站到达省城
车站，部分乘客下车后，车厢才腾出
了一点空间，我们把行李放下坐在上
面，不一会儿又涌进来很多乘客，幸
亏我们提前坐下了，否则又被挤成照
片了。

火车开动不久，大M就把“座位”
让给了身边一位站着的民工大叔，他
自己则不停地在原地倒换着站姿，本
来打算换他在我这儿坐一会儿，可一
见身边这位浑身脏兮兮的大叔和我
们挤在一起就气不打一处来，他想学
雷锋做好事，就让他试试站着的滋
味。
五个小时后，我们终于熬到了目
的地，可等我们下车后，却发现大M
不见了，我们在出站口等了半小时，
才见他气喘吁吁地跑来，原来他下车
时，看到一位抱小孩的大姐，一手抱
孩子一手提行李，便替大姐提着行
李，将这对母女送到附近的汽车站了
……
后来，大M跟我聊起，寒假坐火
车回家的事儿，我才知道，他见我不
坐他家的车，坚持坐火车走，便舍命
陪君子，打电话不让他老爸来接
了。他不敢走夜路，是怕万一遇到
歹徒，他保护不了我们，要是他独走
夜路，他才不害怕呢，打不过就撒丫
子跑呗。
那次坐火车的经历，改变了我对
大M的看法，让我看到了一位表面玩
世不恭的富二代善良温暖的一面，还
让他顺利升级成我的知己好友。感
恩那年春运，我们一路同行。

己乡清泰三才蕴;
亥岁宏观四海宁。
己所深祈安地户;
亥因至贵配天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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钵，一手握着擂棒，娴熟有力地捣
动起来，手腕一转一转，富有韵 □
律。我们看着好奇，让她给我们 何
擂几下。可是我们几个轮番上 葆
阵，笨手笨脚的，根本擂不出人家 国
那种节奏。看来这也是有技术含
量的活儿。擂钵里一片绿汪汪的
糊状，女主人手脚麻利地烧开土
灶上的大锅水，在里面放进绿豆、
花生、粉条还有猪肠，感觉煮熟了，
舀起来倒进擂钵里，然后撒一把芝
麻、加几滴茶籽油——这擂茶就算
做好了，可以让人享用了。
我看得有些惊诧，那几个陪同
我们的宁化本地朋友，早已欣喜地
拿起大碗，从擂钵里舀起满满一
碗，就迫不及待地往嘴里送，先喝
了几口才记起招呼我们也来共
享。擂钵里的擂茶像一泓碧绿的
深潭，一股浓郁的气味扑鼻而来。
我装了小半碗，小心翼翼地喝
了一口，感觉那刚刚入口的
味道很古怪，一时找不
到可以形容的词。但
是，它们徐徐进入我
的胃肠之后，舌间荡
起了一种清凉，身
上的许多神经好
像都震了一下，为
之一爽。我不由咋
了下舌头，大口地
喝了起来。
宁化的朋友问
我怎么样，我顾不上回
答，又装了半碗擂茶才
说：“很好呀。”

【

正月里在宁化石壁，我第一次
喝到了擂茶。擂茶不是传统意义
上的茶，但是应该怎么来定义它
呢？在我看来，它是一种富有探索
精神和创新意识的复合型饮料，是
饮料中的另类和怪客。
那天我和摄影师老曲来到石
壁，专门来拍摄擂茶制作过程的。
“北有大槐树，南有石壁村”。在客
家人的历史册页中，石壁是一个让
人魂牵梦绕的祖地。数百年前，客
家人从动荡的中原往南迁徙，一路
风尘仆仆，因为疲于奔命，加上水
土不服，有人便采摘路边的青草，
捣烂之后泡热水，当成茶喝，居然
神清气爽，百病不侵。据说这便是
客家擂茶的由来。
在客家公祠前面的农家小屋
里，女主人获知我们的来意，笑
盈盈地忙开了。她拿出一只陶
制擂钵，还有一根樟木做成的、
下端刨圆的擂棒。这便是制作
擂茶的主要工具，样子看起来都
很古朴。原料呢，茶叶、淮山叶，
还有嫩山梨叶、大青叶等等，都
是可以的，这事先已经洗净、焖
熟了，随时准备派上用场。而青
草药，种类就更多了，薄荷、艾
叶、鱼腥草、天胡荽、积雪草、紫
苏等等。据说石壁擂茶是宁化
最好的，只要你愿意，什么东西
都可以往里面放，当然，看你要
做哪方面的用途，清热解毒还是
活血消肿，可以灵活选择用料。
女主人把它们全放进擂钵里，擂
钵搁在两只大腿上，一手扶着擂

【□张振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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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与酒

【□李德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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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清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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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壁擂茶

戌岁有余欣业绩；
亥年多福耀门庭。
己土生金丰万户；
亥年增产乐千家。

新年到了，应该喝点酒庆祝一
下，我不知道别人喝不喝，反正我是
喝点的。当然，喝酒只是个意思，一
两杯也行，三五杯亦可，不然喝多了
会醉。我曾经独自在新年来临之际
喝醉了，第二天早晨头疼得厉害，起
不了床，没有观看到新年的日出。
而为了那次日出，我准备了好长时
间，最后竟被酒给耽误了。
尽管如此，迎接新年时，我还
是要喝酒的，如果在家中，就跟亲
人一起喝。爷爷在世的时候，我喜
欢跟爷爷喝酒。我们的喝酒习惯
差不多，倒上一杯酒，慢慢地小口
小口地抿。话倒是说了不少，也许
我们只是以喝酒的名义聊天吧，聊
平常不会说抑或是不好意思说出
来的话。后来爷爷去世了，葬在鲜
花盛开的野外，我突然觉得孤苦无
依，尽管还有父母兄弟姐妹。新年
还是每年准时到来，我仍然要喝些
小酒，有一次拎着酒瓶跑到爷爷坟
前，新年时那里冰雪覆盖，再没有
一朵花。我全身都感觉到冷，我想
爷爷也一定会冷，我请他喝一口酒
暖暖身子，可除了北风呼啸，没有
人应答。我把整瓶酒都倒在爷爷
坟前，他一定会闻到酒香，一定知
道又来了一个新年。
为生活打拼的时候，我和同事
和朋友们一起喝酒。他们有的不
擅酒力，一杯就醉了，有的特别擅
饮，如同喝水一样。不管他们酒量
如何，能够陪我一起喝酒，我就感
谢他们。我曾是一个农民工，奋战
在城市建筑工地。当新年太阳升
起时，我用手里的钢筋圈了一个
圆，我想要留住这崭新的太阳。那
一晚，我和工友们喝了不少，但大

【

那年春运，
我们一路同行
大 M和我是大学同学，也是老
乡。大M家境殷实，上世纪九十年代
初，家里已有私家车。临放寒假前一
周，大M老爸往辅导员办公室里打电
话，通知儿子，放假他开车来接。
那晚，大M将我喊出教室，乐呵
呵告诉我，放假时，可以搭他家的车
回家。我平时看不惯大M的公子哥
习气，便一口拒绝了他，说我想坐火
车回家。说完我扭头便离开了，听到
他在后面喊，坐火车多挤呀，再胖的
人也能挤成照片。
我头也没回，怼了他一句，我喜
欢挤火车的感觉，我乐意。
临放假的前一天，大M嬉皮笑脸
地坐在我旁边的空座上，说，他老爸
临时有事，没空来接他了，他也得和
我一起挤火车回家了。
我和一位女老乡约好了，坐凌晨
一点的火车，那时晚上没有公交车也
没有出租车，我们打算晚九点从学校
步行去火车站，预计一个小时便能到
达车站，然后购票等候上车。从学校
出发那晚，大M便开始嘟嘟囔囔，提
议早点走，坐最晚的那趟公交，赶在
六点前到达车站，在车站坐着等。走
夜路实在太危险，他昨晚做了一个噩
梦，想想就害怕。
我才不怕呢，一个男生，两个女

乌金报岁欣宽裕；
朱阙挥春赏秀奇。
天蓬值岁金苞满；
朱笔开春紫气腾。

【

和虎岫的地名来。如果你有兴趣访
古探幽，说不定还能聆听到理学家
朱熹留下的足音，亦或找到古“东京
大道”的蛛丝马迹。
桃花盛开时节，还可欣赏到“桃
之夭夭，灼灼其华”的美景，真是无限
风光在此处！面对山石峻峭、满眼翠
绿、碧波潋滟，观赏诗情画意的景观
小品。走累了，停下脚步，感受蓝天、
青山、绿水、红花环绕，或者眺望姑嫂
塔，品味岁月留下的厚重。徜徉中我
不禁吟出“宝盖巍巍树临风，草坪花
海绿映红。亭台水榭通幽径，虎啸龙
吟峡谷中。”的诗句来。
谷内白云悠悠，流水潺潺，林草
青青，蝴蝶翩翩，人与自然的灵性彰
显无遗，可称养生谷。走进这森林氧
吧，大口呼吸，肺腑自然清爽，自然是
养生宝地了。
花海谷公园建成之后一度成为
“网红”景点，也成了2018年石狮市
十大新闻之一。峡谷旅游路这条连
着城、穿过山、通向海的崭新道路，一
笔勾画出了石狮城市发展的方向和
态势，是串联“山海城”发展的点睛之
笔。未来石狮的城市发展新格局值
得期待。

往事悠悠

□
马
海
霞

天南地北

【□施性山
里有四季果园、小池塘、桃花林、龙眼
林。林木幽深，空气清新，野趣浓郁，
构成了一条壮观的山野长廊。
青年水库就像一块绿色的翡翠，
微风一吹，水面泛起鱼鳞般的波纹，
在阳光的映射下就像撒了一层碎
银。波光倒映着峡谷的一草一木，宛
如一幅山水画。宁静的水面上时不
时有小鱼跳跃。
青年水库大坝之下，波斯菊花海
有深红、洁白、粉红、白镶紫边等各色
花朵，清雅淡舒，吸引人们前往观赏
和拍照。花期过后，工人们又忙于种
植其他季节的花苗了。
一路前行，一路欣赏着峡谷两
边美景。正感叹花海谷“颜值”高而
缺乏人文底蕴时，一方碑刻赫然映
入眼帘，碑上记载明代詹仰庇诗曰：
“宝盖峰孤控海东，西来天马远争
雄。手摩霄汉千山尽，眼入沧溟百
岛通。虎豹风声幽涧底，鱼龙云起
大波中。天涯恍有神仙气，一啸冷
然若御空。”可谓纳天地之精华，聚
日月之灵气，云雾氤氲在半空，藏蛟
龙，卧虎豹，集风雨，尽显旷谷空灵
之美，山川之秀，自然之雄奇。我由
然想起宝盖山南麓至今依然有龙穴

郑 萌摄

【□何子晖

【

【
□
郭
芳
读

踩着一路晨曦，迎着初升太阳，
哼着轻快小曲，向着峡谷路出发。与
名山大川相比，这里景色“一般”：没
有“两岸青山相对出，孤帆一片日边
来”的惊心动魄，却有些许“横看成岭
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的豁达雅
趣；少了一些雄伟，却多了一些俊秀；
少了一份壮观，却多了一份神奇。
花海谷深藏在宝盖山和双髻山
的褶皱中，被茂密的森林所遮掩，蝉
叫鸟鸣，唤醒郁郁葱葱的树。风吹拂
过，沙啦啦地响，漾起无法抑制的林
海波涛。
成片的木麻黄林密密匝匝，枝丫
恣意地伸展，远远望去，像笼着一团
薄雾。相思树随风摇曳，柔中有刚，
具有天真、多情、深邃和苍凉的古意。
逆光的芦花是镜头中最美的，阳
光带出了芦花朴实的淡彩，随风摇曳
的身姿诗意十足。乡味十足的臭菊
花，黄黄的花朵像笑脸，盛开在路旁、
岸边，给冬季带来浓浓的暖意。花朵
像针一样的绒球花，通红的色彩在绿
叶中十分醒目，针状花瓣给人一种朦
胧感觉。
精致的沥青主园路环绕其间，像
一条连绵的丝带贯穿整个公园。这

己亥春联

幻美之城

家都没有醉，最后工头喝多了，走
路还磕破了头，我们才作罢不喝， □
其实知道他醉酒是假装的。我曾 张
是一名业务员，每天四处奔波，那 华
是必须装孙子的工作，也是最怕喝 梅
酒而必须喝酒的工作。新年来临
之际，我破天荒地倒了一杯开水，
却喝出了酸甜苦辣五味杂陈。我
曾是一名卖菜小贩，守候在菜场
里，将新鲜蔬菜换来别人的微笑和
零星的钞票时，我觉得心满意足。
我每天都在辛苦地工作，新年那天
竟然差点忘了，幸亏有个买菜的太
婆提醒。那天的酒，味道醇厚绵
香，我喝出了良心的味道，喝出了
公平的味道，还隐约咂摸出一点点
幸福的滋味。
出门在外流浪四海，每逢新
年，我就一个人独饮。其实，人生
看着很热闹，芸芸众生匆匆过客，
但还是独自面对自己内心的时候
居多。我是个耐得住寂寞的人，
没有人陪着过新年，就自己
喝点小酒。想想亲人和
朋友，看看星星和月
亮 ，听 听 鸟 语 和 风
声，闻闻冰封的泥
土香味，就会把过
往的恩爱情仇看
得很淡，淡成一缕
缥缈的轻烟。
新年有酒，才
像个真正的新年，
如果无酒，有一份
畅饮的心情也行。
不管面对纷繁世界还
是寂寞内心，只要把新
年当成一杯香醇，一定会酣
畅淋漓痛快之极。

【

中国有条古语叫金无足赤、人无
完人，我看就是读人的最好方法和经
验。
美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民族
主义者、科学家富兰克林，在人们心
目中历来享有盛名。可你要认为他
一生都光彩夺目，那就错了。他也不
是不食人间烟火和不犯错误的。他
在65岁那年写自传时曾坦承：“不易
抑制的年轻人的情欲常常驱使我与
那些偶然相遇的女人发生关系。”不
过在这里需特别提出的是，富兰克林
后来声名显赫了，却从不骄傲，更不
愿谈他的成就和荣誉，甚至死后也只
让人在其墓碑上写下这样几个字
——“印刷工富兰克林”。
也有一些人，像大军阀张作霖，
一生做过不少错事，但也并非完全丧
失良知。有次日本人想羞辱他，欺负
他没文化，故意当众拿一幅画来叫他
题字。张作霖立即提笔写下“张作霖
手黑”五字。旁人忙提醒他，“手黑”
系“手墨”之误，应该在“黑”字下加个
“土”字。张作霖却义正词严地答道：
“我就是这样写，决不加土；对日本
人，我正要寸土必争呢！

【

【

报上看到一件荒唐事:美国费城
一个叫杰克逊的法官，判决一名证据
确凿的毒贩无罪释放，理由是警察进
屋捕人前，没有按相关条例大声数15
下，等够15秒。警察愤愤不平地说:
“今后我们入室逮捕坏人前，还要与被
捕者预约时间哩!”华盛顿的法律组织
友情第一
发言人也认为:这个判决太荒唐了。
当今人类文明不断发展，但刻板
每次外出，心里都有一种想法：
僵死、“第二十二条军规”之类的伪文 那地方若有好山好水，一定逛个痛
明事件也不绝于耳。例如电视台报 快；但去了后，先是却不了人情，接着
道:农民受假农药之害庄稼绝收，于 又管不了嘴舌，风味小吃佐以美酒，

人

【

曾有人请齐白石题写书匾“烤肉
宛”，谁知老人家凭认真，去考证《说
文解字》，说里面没有“烤”字，于是
“烤”字下题：钟鼎本无“烤”字，此为
杜撰。
当今有个书法家，遇一养鸡场老
板，出重金请他题写“天下第一鸡”，
他不题。后老板又数次登门求写，金
额再高出许多，仍都被他拒绝了。有
人不解，私下问他为啥？他说：号称
天下第一鸡，没有根据，谁信？再说
即便有史可查，这“鸡”字下题上我的
名字，连读下去，岂不是天大笑话？

读

【

荒唐事

认 真

早把魂儿荡到天外。次日头晕晕，看
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唉，回来了
就后悔，后悔了又想寻个机会再去；
但自己也不敢保证不会复辙重蹈，毕
竟，友情第一，山水次之。错吗？

【

到戏院门口，等着“放气”——散戏前
半个钟头，放没票的进去看戏尾巴。
无独有偶，我小时候放学回来也
常去戏院门口等看散场前的一出戏，
不过我们那里不叫“放气”，而叫“解
放”。一下午围聚在戏院门口但无钱
买票看戏人，当看见收票口大门一
开，收票员唱诺一声：“解放了！”大家
便潮水般一涌而入……
真没想到，一南一北，在看“戏尾
巴”这方面有如此相同之处，至于“放
气”和“解放”两个叫法，细一想，字虽
不同而意相同，都包含有某种幽默在
里边呢！

是找到主管部门要求查处，主管领导
大笔一挥，批了“请有关部门解决”。
农民拿着批示，连跑好几个“有关部
门”，得到的答复都一样:这事不在我
们这里解决，你去找某某部门。结果
折腾了好几个月未有结果。万般无
奈之中，农民再次找到领导询问，“有
关部门”究竟在哪里?
有人说，世界之大，无奇不有，这
奇中自然也包括荒唐事。不过我想，
透过这些荒唐事，人们不能总是一笑
了之吧?

【

【

“放气”
与
“解放”
□ 河北老作家尧山壁在一篇《戏
朱
谷 迷》的文章中写过一则有趣之事，他
忠 说七八岁时住舅舅家，放学路上常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