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出光明
从合肥南站乘坐火车，两个

小时后便到达了黄山北站。现如
今，中国的高铁技术越来越先进，
铁路网络四通八达。高铁，缩短
了各地的距离，也让说走就走变
得切实可行。坐在舒适快捷的复
兴号上，感受动车组在蓝天白云
下迅速穿过村庄、河流、长江、山
脉、隧道、田野。当我们出黄山北
站后驱车前往黄山脚下的汤口小
镇时，正值正午。

我虽然之前来过黄山，但从
没有看过日出。因为孩子这次是
第一次来爬黄山，我们决定在山
上住一宿，感受一下黄山日出的
奇妙景象。凌晨四时，我们在闹

铃的催促声中醒来，穿上了酒店
提供的羽绒服，于暮色中出发赶
往光明顶。晨光熹微的黄山光明
顶上，早已挤满了前来等待观看
日出的游客。大家穿着厚厚的衣
服，手举着手机或相机，目不转睛
地盯着东边泛红的天空。随着时
间的飞逝，东边天空的红晕越来
越多，翻腾着在空中晕染开来，唤
醒了沉睡中的云彩。五点三十八
分，一个红色的小火球拨开厚重
的云彩，跃上了云彩之上，把火一
样的红光倾泻到岩石、松树和我
们的身上，向着苏醒的连绵的群
山投射出万紫千红的光芒。

我们有幸在那个冷飕飕的早
晨，在海拔 1860 米的黄山光明顶

上，第一次亲眼目睹了山上日出
的壮美景象。如果说来黄山不看
日出是遗憾，那么来黄山没有看
到云海，那更是遗憾。我们有幸
在看完日出的那天上午饱览了云
雾缭绕中的黄山美景。从光明顶
到飞来石，从妙笔生花到始信峰，
一路所见有如仙境。如果说艳阳
蓝天下的黄山是一个豪迈的男子
汉，那么云里雾里的黄山则是一
个婉约柔美的江南女子，如梦如
幻，诗意无限。

云海心路
远处的山被云雾笼罩，只能

隐约看到露出一角的山石，像是
一个蒙着面纱的女子，半掩着娇
容，羞羞答答若隐若现地向我们
走来。远眺群山，云蒸霞蔚，朦朦
胧胧。纵使晴明无雨色，入云深
处亦沾衣。云以峰为托，峰以云
为衣。黄山之美，美在壮伟，美在
灵秀，美在奇松怪石云海。难怪
徐霞客在漫游黄山后发出“黄山
归来不看岳”的感慨呢。

阳光穿过云雾，在远处的山

峰洒下一片光芒。天空露出一片
湛蓝，像大海的颜色。天空如海，
白云似帆。远处的群山在薄雾中
变得浅淡而朦胧，近处的山脉则
是一片浓墨重彩的深绿。或清浅
或浓厚，仿佛一幅水墨山水画徐
徐在我们的眼前铺陈开来，美不
胜收。景美，观景的人心情就
美。而心中有景，则看到的处处
皆景。

在熙熙攘攘的上山下山游客
中，有一群人的身影格外引人注
目，他们和黄山美景一样，吸引了
无数人的目光，也让驻足的人心
生喟叹。他们就是黄山上的挑山
工。黄山上的每一件商品、一砖
一瓦、一米一面，甚至是一块草
皮，都是挑山工们挑上去的。而
我们在山上丢下的每一个垃圾，
也都要由他们挑下山去。凌晨四
五点，当我们穿着厚厚的羽绒服
从山顶下来的时候，挑山工们早
已挑着一两百斤重的担子一步一
步地上山来了。汗水渗透了衣
裤。每一个挑山工的后背都是汗

湿了一大片，豆大的汗珠子从他
们黑黝黝的脸颊两侧滚落下来，
滴在了我们脚下的台阶上。

旅行的意义不仅在于欣赏美
景，开阔眼界，更是要在看世界的
同时感受人生百态，汲取生活的
能量。生活并不是都像景色那么
美好，不同的人生有不同的艰
辛。有的人轻装上阵，有的人负
重前行。每次当我们路过一个大
汗淋漓的挑山工的时候，我都会
告诉孩子：我们在山上吃的每一
口饭，都是挑山工们挑上来的，我
们在山上制造的每一个垃圾、吃
剩的每一口饭，也将由挑山工们
挑下去。这样给孩子灌输同情心
和悲悯情怀远胜于空洞的说教，
这也许就是我们每次带孩子旅行
的意义所在和最大的收获吧。

阳产小憩
如果您是第一次来旅游，建

议您在游完黄山后一定要去看看
徽州的古民居。因为我们几年前
去过宏村，所以这次的黄山之行
就选择了参观另一种风格的徽派

建筑——阳产土楼。阳产土楼位
于歙县的深渡镇，是一个依山而
筑的小村子。这里由于地势较
高，交通不便，数百年来，村民就
地取材，采青石铺路架桥，取红壤
木材筑巢而居。这里的人们日出
而作，日落而息，渴饮山泉，饿食
五谷。

与传统的粉墙黛瓦的徽派建
筑不同的是，阳产村的房子以土
楼为主，一座座，一排排，密密麻
麻，一幢接一幢，形成了鳞次栉
比、错落有致、质朴壮观的土楼
群。行走在烈日下土楼间的青石
小路上，小路旁的竹篱笆上缠绕
着果蔬的藤蔓，间或有几只绿莹
莹的大南瓜出现在我们的面前。
村子里的游人不多，不时有一两
条狗拖着尾巴吐着舌头从我们的
身旁走过。村口的树荫下坐着几
个老人，看我们一脸兴奋地拿着
手机到处拍个不停。

新安揽胜
我们在游览了阳产土楼后决

定到山下的新安江去看看。

新安江畔，一年四季，景色各
异，仿佛一幅流动的山水画卷。
置身新安江山水画卷，一江碧水
与掩映其间的粉墙黛瓦的村落交
相辉映，画里有青山，水中有村
居。游船缓缓地航行在碧波荡漾
的新安江上，两岸的青山从眼前
划过，远处山色空蒙，眼前青山含
黛。骄阳下的江面波光粼粼，有如
一条银色的飘带，镶嵌在蓝天白云
之下、青山碧水之上。当游船行至
村庄的时候，船上的游客纷纷起身
涌至窗口。窗外，蓝天白云，青山
绿水，粉墙黛瓦，尽收眼底。

作为一个安徽人，我时常感
到骄傲，不仅是因为我们安徽钟
灵毓秀，物阜民康，更因为这片土
地上孕育着的灿烂的地域文化和
淳朴的民风民情。人生忽如寄，
来去匆匆，芳华易逝，趁时光未
老，莫辜负山水。在这里，房子被
风吹旧，太阳将人晒老，所有的花
草树木都按自然的意志繁茂生
长，恣意绽放。

青山绿水，我在徽州等你。

青山绿水，我在徽州等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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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的馈赠 逸 风 种菜的天赋
不知为什么，今年几乎没买

什么花，都是花友兰友们送的花
苗或扦插苗，感觉特别好，从春节
到年底都有花开。

九月开始，从邻居那要了二
十棵油冬青菜苗种在南院空地，
才半个来月，因为下了些腐熟的
黄豆饼，菜长得油光发亮，用猪油
蒜蓉煸炒后，口感软嫩清香。顿
时来了兴致，准备在院子空地里
多种一些。

说干就干，原本就是农村娃，
挖土整地，淘了许多菜籽来：上海
青、黄心菜、菠菜、茼蒿菜、荠菜
……一大邮包打开一看傻眼了，那
么小块土地一包上海青菜籽都没

撒完，其他种子已无生根之地。但
萝卜还是要种的，古语秋天的萝卜
赛人参。一个萝卜一个坑，本来就
缺地，便用小起子沿着院根打些
孔，再播几粒种子和底肥，覆上土
就等萝卜娃娃一样一个个长出土
来。萝卜长得太慢，还是要种些其
他菜，但还是没地种呀。

想了几个晚上突然灵光一
闪，一块地上可以分时间播种
呀。于是开始做了个实验，在起
先撒了上海青的地里隔了十五
天再撒了菠菜籽，上海青长成大
苗时，菠菜应该也要发芽了，等
青菜长到可以剪下吃的时候，菠
菜苗正好需要空间长大，一定要

用小剪刀剪下青菜，如果像拔萝
卜一样拔出萝卜带出泥，也会把
菠菜苗拔了。剪完青菜，浇上液
态有机肥或饼肥，十几天后菠菜
也可以吃了，如此打个时间差套
种，居然在弹丸小院内种上了买
来的所有种子。

还有南院东角有个水塘，填
上土种菜肯定是没问题的，但当时
挖鱼塘，为砌塘七河八乡找黄蜡石
的时光就白费了，还是留着养鱼养
眼吧。但办法是想出来的，找来几
个泡沫箱盖，打些小孔，把青菜苗，
生菜苗，水芹苗的根小心拉过小
孔，菜头留在泡沫板上面，根在下
面，一块泡沫板种上十几棵菜，再

放入水中，就是水培蔬菜了。现在
二三月过去了，自产的有机菜一茬
接一茬成长起来，土地是最公平
的，它至少会承认一个人的付出，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

我最崇拜的文学家苏东坡，
本名苏轼，宋神宗元丰三年（公元
1080）距今年 939 年前，他被贬黄
州（今湖北黄冈），在一片荒野上
开垦种粮种菜，植桑养蚕纺织，并
自号“东坡居士”。苏东坡的那段
耕作生涯并不是现在所谓的佛系
生活，如陶渊明“晨兴理荒秽，带
月荷锄归”，因为对于出身富贵家
族的苏轼来说，他的稼穑之苦都
不是为了心灵需求，而是为了求

生。这些具体农事的艰辛成就了
他以后沾了淡淡烟火气息又云淡
风轻洒脱自如的文学风格，让率
真直言的他成为关心百姓疾苦又
极具平民性格的人。

这一年他留下最多文字的就
是书信尺牍。他说：“我现在在东
坡 种 稻 ，虽 然 劳 苦 ，却 也 有 快
乐。我有屋五间，果树和蔬菜十
余畦，桑树一百余棵，我耕田妻
养蚕，靠自己的劳动过日子。”张
炜说：“这种简单而淳朴的劳动
方式本身即蕴含着无可比拟的
道德感。”但我觉得说得太过高
大上了，同时也觉得自己似乎浪
费了几十年的种菜天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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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过年都有一个比较
漫长的准备期，有一件件必做
的事儿依次进行着。杀年猪，
做豆腐，“啃”糖，做粿，掸尘灰
……家家户户喜气盈盈有条
不紊地为年忙活着，家里家外
都透着浓浓的年味儿！

先说杀年猪吧。上世纪
七八十年代还比较贫穷，一般
百姓家一年也就能养个一头
猪，也不大，一百多斤就不错
了。通常也是到年底才杀了
过年吃的。到了那一天，要将
平时不怎么用的大锅洗干净，
早早燃起灶火，烧好几大锅开
水以备烫猪毛之用，杀猪的场
面我是不看的。等猪毛褪尽
开膛破肚后，一部分肉要送去
乡里的食品站交公。余下的，
猪头、耳朵、大小肠子、心肝
肺、猪尾巴猪脚等基本留作自
家食用。

那年头，年猪肉才是最好
的。每年杀猪的时候，总要分
割几分两斤、四斤一刀的肋条
肉送给长辈亲眷好友亲邻一
些人，以感激平常日子里他们
对自己的惦念帮助和关爱。
再有，就是分送毛血旺了。女
主人烧火将毛血旺煮熟凝固
后，切成方型的大块用冷水养
在盆里，然后选几块汆汤。汤
成后，在漂着金色油花翻滚着
乌红色的血旺汤面上撒上切
碎的碧绿蒜叶，顿时，一股平
时少有的肉香味儿便在厨房
里弥漫开来。知足幸福的笑
容洋溢在女主人脸上，她会用
蓝边碗将这滚热的汤血旺盛
几碗，并嘱咐孩子小心端着去
送人。

邻里接过热汤时笑容满
面，一迭连声地说一些“你妈
真客气”之类的谢语，并不时
夸几句孩子能干的话。于是，
皆大欢喜！孩子迈着轻快的
步伐拿着腾空的碗回家交差
去了，并咽着口水等待着那顿
久违的飘满肉香味儿的晚餐
早点开始！这是孩子们，大人
们则不然，还有一系列后续的
事情要去做 :清洗猪杂碎、熬
猪油、腌肉、灌香肠等等。

熬猪油的活儿通常是在
晚上做的。腊月里也是主妇
们一年中最忙碌的时候。除
了要继续操持一大家子人的
一日三餐，打扫洗晒，杀猪啃
糖做豆腐等等事情哪样都少
不了主妇们的参与。就拿做
豆腐来说吧，一个村子里会做
豆腐的人屈指可数，而这少有
的几个人中一部分就是女人
们。好比我们家会做豆腐的
人就是我大嫂。

做豆腐那天，人们一般要
起个大早，天没亮还要点灯
的。其实在此之前，主妇们已
为做豆腐忙开了——清洗大
锅、水缸、案板与石磨，还有压
制豆腐的板具、大石头、纱布，
点浆的竹筢子等，然后就是泡

黄豆了。泡豆子时家里的水
缸挑水桶男人用的澡盆子等
全派上了用场。豆子不是全
放在一起泡的，先要称出做一
作豆腐所用豆子的斤数，一般
为八或十斤一作，单泡着，好
知道泡发后做一作豆腐的用
量。头天泡的豆子第二天就
开工做了。做豆腐的第一道
工序是磨豆子，两至三人合作
完成 :一人坐在磨子旁边左手
扶着豆盆，右手用一把小勺舀
了豆子往上磨盘的孔里添，另
一或两人合伙推磨。添豆子
推磨看似简单的活儿，实则需
要技巧也考验人的耐性。磨
推得轻巧顺溜的往往会利用
磨盘转动产生的力的惯性，推
把转弯时轻轻一带或一推磨
就转过去了。不会推磨的，使
劲往前搡和往后拉，既吃力还
常常磨不过来，用力过猛甚至
会把磨盘拉错位的。

推磨需在做的过程中体
会出经验来，而且因是体力
活，一般由家中的男人或大男
孩担当。若有小兄弟俩，可合
伙或换班轮流去推。相对来
说，添豆子就轻松多了。家有
女孩子的，这往灶膛里添柴架
火 和 添 豆 的 事 儿 准 是 她 的
了。不过，做这些事也必定要
细心的，会见事行事，比如 :看
灶上的需要控制火势；依照推
把移动的位置和频率均匀地
加豆子，还要观察，不时要用
勺子把落在磨盘上没掉下去
的豆子刮进磨盘孔里等等。

黄豆磨好后就进入做豆
腐的关键工序了。这一关非
一般人而是必由做豆腐的师
傅才能完成。先是烧一大锅
开水，将磨好的豆子倒进去和
匀。锅的上方悬一铁钩，挂上
十字型木架，将一块老布的四
角系于架子四端，形成一个张
口的大布袋。接着筛浆，即不
停地把锅内水豆混合物舀至
袋内，沥出豆浆渗漏于锅中，
最后还得用力将布袋挤压以
滗干袋中豆浆。旺火加热豆
浆，用石膏水点浆或冲浆，烧
开后撇去浮沫。之后舀入水
缸内，一会儿豆浆就变成豆腐
脑了。豆腐脑白嫩细滑，可直
接食用，不少人甚为喜欢。也
常做成汤菜，少肉的年代加水
烧开放入盐、酱油和蒜叶即
成。此汤虽简素，但一青二白
也算好看。到了现今，肉末豆
腐汤鲜香爽口，已成酒店里的
一道风味菜了。

我小时候农村里很穷，寒
冬腊月没什么菜吃，只有腌菜
萝卜是餐桌上长盛不衰的主
角。所以，杀猪和做豆腐的日
子是令人期待和兴奋的。黄
泥烧制的锅香炉子装上通红
的炭火端上桌心，一瓷盆子加
了香脆猪油渣子的腌菜炖豆
腐放上去，喷香的热气升腾起
来。

昨夜乌云昨夜风，细雨伴着漆
黑的夜色自万里的高空飘飘而下，
滋润着饱受冬寒的贫瘠土地，在雨
悄悄落下却不小心砸到植物叶子的
那一瞬间，万物在此刻都欢腾了起
来。

早晨，暖阳初升，山川植被在
经历了一夜微雨的滋润，显得更加
有精神，有生气。早早起来，隔着
寝室的阳台看着一抹透过玻璃的
阳光照射在阳台的地板上，我的心
不禁也雀跃了起来，有意想趁着这
抹温暖的阳光去品味一下冬季的
人间。

在和辅导员请假之后，我便一
路小跑来到校门口，正巧有一辆出
租车就停留在校门口，不知可否是
天定的良缘，要我在久避闹市后再
去听一番红尘的喧嚣。下了车，我
便轻车熟路地来到了曾经最喜欢的
自助餐店的店址，只可惜当年红极
一时的自助餐店早已搬迁，往事如
烟如云轻轻萦绕在我的心间，多少

回忆如同决堤之水汹涌地奔进我的
脑海，我没有丝毫犹豫快步走进这
家新的自助餐店，既是为了饱餐一
顿，也是为了在喧嚣的环境中寻得
一番静寂，不去管滚滚红尘的花开
花落，云卷云舒，只在自己的心间回
忆昔日的兄弟嬉闹，细嗅这人间烟
火的滋味。

在自助餐店，我看到了很多顾
客成双成对，有的拖家带口，有的情
侣成双，他们或是嬉嬉闹闹，或是一
起去桌上挑选食物，看到他们的行
为举止，我在那一刹那出现了一丝
恍惚，曾几何时，哥哥也是这样陪着
我前来自助餐店，为了让我这个“庐
州故人”能够在自己喜欢的自助餐
店吃一餐饭，哥哥当初省了好长时
间的零用钱。

看着来来往往熙熙攘攘的人
群，我不禁陷入了沉思，常说人间烟
火，难道就指开门七件事吗？我觉
得所谓烟火滋味，指的又何尝不是
人间无限的温情，人间烟火气，最抚

凡人心，纵山河远阔，朝朝暮暮，又
怎能忘却冷暖人情，无尽欢声？

我想到了当年春节的时候去在
合肥做生意的叔叔家。在叔叔家的
店铺旁边，我看到了大街小巷一眼
无际，皆是红火，灿若星辰的电子灯
具在两旁店铺门前忽明忽灭，无数
的对联紧紧羞涩地依附在墙壁上，
更有大小不一的灯笼被串联在一条
条细线上，在街的中心宛若火龙，蜿
蜒盘桓，在那里，依旧是人声鼎沸，
可是透过人们的交谈话语，我可以
感受到一种辞旧迎新的欣喜，那是
一种饱含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期盼，
在那里，在那一刻，我似乎也是感受
到了人间烟火的身影，人间烟火便
是人们之间的热闹吧。

一切感情的互动，一切感情的
宣泄，满心欢喜，不愿辜负生活的美
好时光。凡是过往，皆为序章，所有
将来，皆为可盼。生活，或许也是这
样，充满温度，充满情调，从容平淡，
细嗅蔷薇，方是烟火人间！

没雪的冬日到盐城，透过
公交车的车窗，认真打量着这
座欣欣向上城市。没有夏的枝
繁叶茂，没有秋的硕果累累。
遥想历史上有名的徽商江春，
就是此处大名鼎鼎的盐商，“扬
州八大总商”之首，曾经富甲一
方。

盐通铁路开通之际，我们
随着路局文联采风，一站一站
地走。在世界六大长寿之乡的
如皋，新建的如皋南站是以“如
皋如歌，长来长寿”为设计主
题；走访改造升级后的东台站，
建设者为契合当地国家园林城
市和国际湿地的城市形象，特
意把站房外形设计成立体的

“水绿东台”的造型；还有那盐
城大丰站采用流线型设计，以
充满力量的曲线线条寓意了当
地特色麋鹿奔跑的速度……一
个个匠心独运精巧时尚的造
型，一条条紧贴时代融入地方
特色的设计，不管是从整体的
布局还是从细节的变化都让车
站不再是简单承担着原本的客
运功能，而是把它们精巧地打
造成了地标，建成了有热点有
亮点的网红打卡地。这些不仅
仅是对铁路建筑硬件的新要
求，也是对铁路整体服务大跨
越的高提升。

采风团里有摄影师，书画
家，还有作家，大家一路走一路
看。我想拍的东西很多，想收
集的素材也很多，可是一跑一
说话，戴着口罩的雾气就把眼
镜蒙上了白雾，又急又恼，可一
看到正在为着新线开通紧张忙
碌着的工人师傅们，哪里还有
什么怨言呢？

采访中，我偶遇位来自徽
州五城的老乡，新长车务段党
委副书记许立华。修宁启线
时，他走出了徽州，从扬州到新
长线，随着新线的开通，他由一
名工务人转而投身到了车务系
统。我问老乡，你背井离乡会

想家吗？已经在这里扎根落户
的许书记笑了。哪能不想？每
年只要有空都会回去看望家乡
的亲人。随着新线的开通，他与
家中的亲人却更加聚少离多。

南通西的客运员小曹告诉
我，他是从江阴轮渡所整体迁
移，转岗调过来的。轮渡所三
四百号人，每个车站分了一二
十号人。有人打趣说，你们轮
渡所承包这条新线了。他们中
年纪大的已经快退休了，年纪
轻的才二十三岁。

我笑着问他新环境还习惯
吗？他告诉我班组有位老师傅
已经经历了两次大搬迁，原本
在芜湖轮渡所，芜湖轮渡停运
后他们搬到了江阴轮渡所，现
已经是快退休的年纪，再次经
历了搬迁和转岗。

听小曹说。这里的风比家
乡的大一些；这里人吃饭口胃
上偏甜不喜辣；上下班回家要
两个多小时的路途；同事中有
人上班时突发疾病，大家第一
时间把他送到了最近的医院；
有人家中的孩子生大病，大家
一起捐钱献爱心……口罩下的
小曹笑声很爽朗，背井离乡对
于铁路人已然成为常态。他耸
耸肩说道，大家都这么一路走
来，抱团取暖呗。

推开历史的窗，跨过时空
的距离。从古时背井离乡走
出去的徽商，到今天哪有新线
就扑身到哪里的铁路人。随
着一条条高铁线的开通，成千
上万的铁路人如道砟般铺就
了长长的铁路线。每一个道
砟都记载着铁路人的汗水，每
一截枕木都印着铁路人的足
迹，每一段钢轨都是铁路人手
拉手坚守出来的长城。钢轨
铺到哪里，他们就被转战到哪
里，努力地挺起肩膀，架起中国
的万里高铁线。

返程的路上，夕阳西下，余
晖给天边抹上了神秘的红。

 沈 燕

一路走来一路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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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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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羽晗

人间烟火人间烟火
悠
悠
心
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