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每当我读到叶绍翁的“萧萧梧叶送寒
声，江上秋风动客情。知有儿童挑促织，夜
深篱落一灯明”时，脑海中便会立即浮现
出：秋虫鸣唱的夜晚，静谧的菜园中一盏马

灯，一点微光映照着一老一小祖孙俩面露
惊喜的脸庞，她们正在捉蜗牛！宽大碧绿
的菜叶上覆盖着一层薄薄的细密的露珠，
一只只肥硕的大蜗牛直直地黏立在叶片
上，翘着两只触角，它们闪闪发光，那么多，
美丽可爱极了！

如此肥硕闪亮的蜗牛，伴着马灯的微
光，永远留在了我的记忆深处，如此温暖，
弥足珍贵！

我九岁读三年级的时候，母亲带着弟
弟随下放知青的父亲回城去了——浙江龙
游，把我留给我的外祖母。外祖母三十来
岁就死了丈夫，守了寡，村里人都不大瞧得
起她，但我却从她那儿得到了无比的慈爱
和温暖。

在我的印象中，外祖母顶着弓成山似
的背（“刘罗锅”），成天趴在田里捡散落一
地的谷粒，方圆十里的田里，她都去捡。我
平时很黏她，因为她那儿有许多吃的：山芋

干、柿饼、顶市酥、芝麻糖、咸鸭蛋……
父母将我留下交给外祖母，她很高

兴。因为有了我这个“小跟屁虫”的陪伴，
她不再孤苦伶仃了。外祖母养了几只鸭
子，我天天早上把它们赶出去，傍晚又从河
滩或田沟里赶回家，我还经常放学后挖蚯
蚓喂它们。

一天晚上，天黑后外祖母下工回来，再
烧饭，等吃好，夜已深了。外祖母突然神秘
地告诉我，要带我到菜园里去捉蜗牛给鸭
子吃。外祖母拿出马灯点上，又拿了一个
短木锹（平时用来畚糠给猪吃的工具）。外
祖母和我来到屋旁的菜园，她提着马灯照
在菜叶上，灯罩里的火苗不时一跳一跳
的。我从不知道——夜晚的菜叶上竟有如
此多，如此肥硕美丽的蜗牛。我惊喜非常，
连忙捉起叶片上那些闪闪发光的小东西。
准确地说，不是捉，而是捡！我像捡一颗颗
粘在菜叶上的弹珠似的，把它们轻而易举

地拔下来，丢进短锹里。外祖母还掀起菜
叶，让我捡背面的蜗牛，菜秆上还有……我
们才捡了两畦地，短锹内却早已满得不能
再堆了。我只好兴犹未尽地与外祖母回到
厨房。

我们打开鸭圈，将睡熟的鸭子们闹醒，
用石头一个个地砸蜗牛喂鸭子。鸭子们一
会儿跑向我，一会儿跑向外祖母，争抢着，
大快朵颐吞食。我和外祖母砸了好长时间
才砸完，鸭子们个个吃得食袋圆鼓鼓的。
终于吃完了，它们心满意足地咂咂嘴，啄啄
身上的羽毛，一摇一摆地踱进鸭圈。

“这样鸭生大蛋，菜又长得好。”外祖母
堆起满脸的皱纹笑着说。

之后，我们一有空就在夜里提着马灯
去捉蜗牛。我至今还记得，我家的几只鸭
子一连下了大半年的蛋，每只鸭子都是一
天一个，我每天都能从鸭圈里捡出一短锹
的蛋。个个绿莹莹的，又大又圆，真喜人！
根本吃不完，存了几菜篮子，几只粗瓷缸都
被咸鸭蛋装满了。

这是我童年一件很开心的事——夜晚
的秋风拂过树梢，吹得枝叶哗啦啦地响。
漆黑一片的菜园里，一老一小正就着马灯
的微光，惊喜地捡着碧绿的菜叶上弹珠般
晶莹剔透的蜗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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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国风光
李昊天/摄

“黄备这几年变化很大，村庄道路，
环境卫生等有了改观。我长期在杭州
打工，今年因为家里有事，留在家里。
这几年随着乡村旅游的兴起，每年的春

天，来黄备的人很多，大多来看古坝和
黄备祠堂，还有看其他……”“黄备越来
越好，你的孩子以后会回来吗？”我随口
一问。“我两个女儿都在杭州上班，她们

说，家乡建设越来越好，以后她们会经
常回家看看。”

这是初冬的一个下午，我在歙县森
村乡黄备村，偶遇村中一位红衣妇女，
她和我的对话。

初冬的午后，她正在屋前一片姹紫
嫣红间，侍弄着养在泡沫箱和花盆里的
花草和蔬菜，一个六十岁左右的妇女，
我竟然在她一脸的细纹中，遇见甜美的
笑容。她的屋前，小溪流水潺潺。

如此画面，竟令我动容，沦陷。
作为一个外乡人，这是我第三次来

到黄备。这些年，我是走过一些徽州村
庄。但执意来黄备三次，不仅是机缘巧
合。

从黄山中心城区出发，往王村方
向，沿 346省道一路向南，约二十公里，
在一片不起眼的徽州民居中，往右边一
拐，便是黄备。黄备的外围不显山露
水，进去一看，却是别有一番乾坤。

黄备张氏先祖张保望在黄巢起义

时为绩溪令，曾携子在篁墩避难，后迁
往婺源甲路。大约在宋天圣年间其后
裔张汝卜居歙县满田，开创了满田派，
为躲避战乱而建，此地名曰“黄备”。

“备”取备乱以自保之意。黄备村，古时
又称“桃源村”，距今已有近千年历史。

记得 2019 年第一次来黄备，我是
奔着歙县那句广为流传的“洪坑好照
壁，黄备好祠堂”去的。彼时，黄备的祠
堂还没有修缮，我们看见的是一片断壁
残垣，但从残存的框架轮廓中可以在大
脑里勾勒出祠堂曾经的气势。今年春
上再去黄备，黄备“张氏统祠”已修缮完
成，恢弘的门楼再次将祠堂往日的荣光
呈现在世人面前。

张氏统祠始建于 1594 年之夏，落
成于 1603年之冬，历时九年，距今已有
400多年历史。修建者是当时的张氏族
长，是原籍黄备寄籍河南祥符者，官至
国子监祭酒和礼部侍郎的张一桂，名声
显赫。至于其他族人，则是有钱出钱，

有力出力。取名“张氏统祠”，是因此祠
堂建成以后，已有的六座张氏分祠便得
到了统帅。史载，此祠其广十丈，其深
四十丈。因其雄盛的位置，宏大的规
模，庄严的气势和精良的造工，从而享
有“歙南第一祠”美誉。

如果说黄备张氏统祠让人震撼，那
么黄备的水口坝则是令人惊艳。在徽
州村庄，古水口向来是一座村庄最具风
情的所在。而黄备的古坝水口，更是吸
引了更多目光。

黄备的古水口建在古坝上，长约 85
米，高度头尾约 8 至 10 米，气度非凡。
相传宋朝末年，黄备一位有名的大孝
子，名叫张玄锡。张玄锡倡议在过溪坦
造一座过溪厅，但西麓之水则刚好穿过
溪坦。为了不影响过溪厅的风水，遂在
村子西边建造了一座气势恢宏的水口
坝，以改变溪流的方向，风遇水则止，从
而也达到了藏风聚气的功能。出资者
为黄备乡绅，雅称“抖十万”。

故此坝有“南宋遗珠”之说，古坝也
成了黄备外出游子最大的乡愁。此坝
也是黄备村人的常来聚集的地方。尤
其在夏日的午后，或冬天暖阳下，这里
曲径通幽、古树参天。古樟、榆树、冬青
株株叶如华盖。随处可见奔跑或嬉戏
的孩童，粉红的外衫在古树下飞跃，尤
显童趣。而坝上端坐着几位长者，在暖
阳下飞车走卒，忘乎所以……黄备统祠
建在黄备水口外廓。以前，黄备人家大

多聚在水口之内。壮观的水口和巍峨
的祠堂，相映成趣，它们数百年以来风
雨陪伴，彼此守望，共同护佑了无数代
黄备子民。

不仅祠堂、水口，黄备还有“百桥
村”之称。“永昌”“集庆”两座桥名寓意
美好，它们分别位于水口两侧。而沿着
水口进去，还会遇见很多小桥。有水泥
桥，也有青石桥。黄备有两条溪流——
黄备河和里源河。这些或宽或窄，或古
朴或婉约的桥，它们丰富了两条溪流和
村庄的内涵，构建成典型的“小桥流水
人家”。

在从黄备返程的路上，我特意去渔
岸小学拜访了黄备出生的张海英老
师。张海英是宣传家乡文化的新一代
乡贤，这些年，她一直默默致力家乡的
传统文化的传播。“黄备是一座古朴的
传统村庄，家乡的水口、祠堂等，让我
们黄备人的乡愁有了依托。它宛若一
块无瑕的美玉，承载了我的童年和无
数记忆。我每年都无数次带朋友去参
观。如果说我对黄备有什么期望，我
希望黄备村落环境能进一步优化和提
升，让更多的人走近它，去欣赏，去领
略它浑然天成的自然风光和历史人文
故事。同时也希望对徽州传统村落的
保护和利用上，有更多的思考和创新。”
张海英深情地讲述着，而我则安静地坐
在她对面。

在她的眼里，我看到了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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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岩寺小镇老街的店铺中有两处
热气腾腾的老虎灶，专事烧水卖水的营生。

一处在马路旁，白色砖墙壁，木板门，
门面较小。两三个人进去，一不留神就会
头碰头。冬天还可将就，一到夏天，腾腾的
热气便扑面而来。你的额头也不由地涔涔
开来。因和居民区沾一个近字，倒也生意
兴旺，有时还要排起长队来。顾客纷杂，教
书的，买杂货的，修自行车的，理发的，提着
水瓶，欠着身子，一分、两分钱地朝一个小
纸盒里丢，叮当、叮当直响。然后，拔出瓶
塞，拧开龙头。一旦水漏出一些，一旁的瘦
长的老板兼伙计定会狠狠地瞪着眼，直看
到你背阴脊凉。

一处在老街的中部。暗红木墙壁，木
板门。门面较大。八九个人同时打水，从
从容容。右手一侧贴墙放着一张木椅，供
顾客临时停放水瓶。一个面白背驼的伙计
负责收钱找零，一个面黑的老板负责烧火、
续水。俩人胖胖的笑嘻嘻的，仿佛两尊“大
肚能容天下难容之事”的弥勒佛，一黑一白
笑迎四方宾客。我在中学教书时，只要有
空，就会不辞辛苦提着水瓶，踩着青石板，
踢踏踢踏地上上下下、进进出出，只图个心
里舒坦。

从小心翼翼地用长柄的木勺打水、到
轻松自如地拧开水龙头，我始终不知道为
什么要叫老虎灶。只记得马路旁的老虎
灶的灶台由青砖砌成，披一层白灰浆。上
面立一个黄褐色圆木桶，两三尺高，桶的
周长即使是一个成年人用双手也无法抱
拢。远远望去，有些虎头虎脑的意味。桶
内坐着一个大大的盛水的铁锅。灶下是
放燃料的沟道。早些年，大概烧的是柴棍
吧。哔哔啵啵地喷吐着火焰。我上中学
时，帮老师打过开水。每一次都有些如临
大敌的意味。可不是？桶上的木盖有两

块，一块放斗、放勺，一块拉开一部分取
水。打开水时，水瓶搁在灶沿，塞放一旁，
把一个铁漏斗放入瓶中，再用一把长柄的
木勺从咕嘟咕嘟作响的锅中舀开水。多
了容易溢出，烫手烫脚。少了费时，排在
后面的人要啰唆。一次我手脚慢了些，瘦
长的老板虎着脸把我呵斥了一顿，气得我
恨不得将水瓶砸在地上。可毕竟受老师
的委托，只好在心里痛骂他一顿。可他
居然娶了个漂亮的老婆，还一连生了两
个带把的香火。其中的一个，还曾在我
台 下 谛 听“ 好 好 学 习 、天 天 向 上 ”的 教
诲。这孩子两只手总是在抽屉下鼓捣。
一次，他实在过分，我盛怒之下在他额头
上赏了他一个“毛栗子”。他眼一瞪，一
道似曾相识的目光狠狠地朝我射来。我
的脖子不由地寒，我似乎又进入马路旁
的老虎灶内。只是提的不是水瓶而是课
本。这孩子未能继承父辈遗产，等他成人，
老虎灶已寿终正寝了。

我当了老师，上讲台子曰诗云时，老虎
灶已不用长勺了。打水，只要拧开安装在
木桶中的水龙头，就可“得胜回朝”。灶下
的燃料，用的是木匠锯板时纷飞的木屑
了。常见驼背五少爷，一铲一铲地，乌龟一
样起伏。不时拂一拂额头上细小的汗珠。
唉，真不容易。每次我不惜“长途跋涉”来
到中街内心都是欢快的。一是进门有笑
脸，二是同情驼背五少爷，多少给他一点微

薄的物资上的帮助。老虎灶关门后，只有
小学文化的他居然成了印刷厂的排字高
手。转战机关的我，为了印刷材料，与他再

次交集。在偌大的排字版前，他上上下下、
左左右右，灵动快捷。他有本事，工资也最
高。一次，一旁的女工赞叹不已。企业改
制后，他不等不靠，自谋职业，开了家小杂
货店，独自一人在店内忙忙碌碌。只是他
背太驼脚太拐，一生未能进入婚姻的圣
殿。实在令人遗憾。

现在老虎灶已从岁月中消失了，但那
“咕嘟、咕嘟”的声响，那散发着木头馨香的
长柄的木勺，仍然在我的脑海中过电影一
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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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全胜

常在朋友圈里见到一帮老
朋友聚在一处清静雅室，烹茶
品茶，闲谈风月，并且时有佳句
妙文问世，心生羡慕，暗地里起
了意也要寻个空闲去那间雅室
看看。

初冬时节，风清云淡，暖阳
融融，叫上常去那家雅室品茶
的老友带我去见识一下这间据
说是宋朝风格的茶室。

茶室位居城郊，不闹不偏，
门前空阔，行道宽广。驱车三
五分钟便到达此间名曰“沁婉
园”的茶楼，书写匾额的是当代
著名青年书法家杜鹏飞。我知
道《红楼梦》里的大观园中有一

“沁芳亭”，题曰“绕堤柳借三篙
翠，隔岸花分一脉香”，是宝玉
取名题诗，表面意思大约是应
景绿荫葱茏，花香四溢的大观
园气象。这“沁婉”二字又作何
解？我心存疑问，待向主人讨
教。

主人外出办事未归，不过
因有约定，仍有雅人迎我们进
得厅堂。前厅方正，正中靠墙
横列一组六联章的山水风景古
画，似屏风侧立，衬托着一张长
方形茶桌，桌上茶具齐全，尤其
是那套精致的建盏组合让我顿
生欢喜。厅室四周精心装帧着
仿宋代门户、窗棂以及具有宋
代风格的博古架、桌椅，陈设着
古韵浓郁的高仿宋代书画、古
琴和生气勃然的插花、绿植，隐
藏在花草间的音箱里播放着舒
缓柔美的古琴音乐，一派古朴
淡雅、简约舒适的格调。

厅室左侧有长条隔断，架
上书籍层列，可随手翻看。隔
断里间置长桌、长凳，上面摆放
着各种风格的茶壶、茶盏、茶杯
和精致的茶点，尤其是定制的
德化白瓷羊脂玉茶杯透着鲜嫩
的光泽，还特别有心地刻着经
常来此品茶之人的雅号，是为

“专杯”，我那老友专用茶杯雅
号为“如月”。这里可供多人聚
会品茶，兼具欣赏茶艺，诵读诗
文。厅室后面还有雅间，茶桌
上 除 了 茶 具 还 摆 放 着 笔 墨 纸
砚，供茶客品茶之余，挥毫泼
墨，展示才艺。我笑着说，六艺
琴棋扮精舍，惟缺一间棋室了。

刚刚参观完毕，主人徐翠

萍恰巧归来，我们虽不曾相识，
但一见相熟。她说见我面善，
而我早就闻其名，并刚读过她
近期发表的散文，今日一见，果
然人如其文。翠萍一副典型的
南方女子身段，曼妙轻盈，长发
披肩；秀目明亮，温婉柔丽，一
种遗世出尘的气质令人惊艳。
她笔下的银杏四季多娇，清雅
高洁，在春风里生发，在隆冬中
绽放，把千年生机与炽情暖意
留在人间。瞬间，我就明白了

“沁婉”二字寓意，免了一番无
趣的问答。

翠萍是茶叶科班出身，现
为国家级评茶师和茶艺师。她
热情地接待我们，为我们展示
茶艺。见她取水、洗茶、炙茶
（焙茶）、碾茶、罗茶、点茶、分
茶、泡茶、敬茶，整段茶礼娴熟
沉静，一丝不乱。由祁门红茶
到太平猴魁，我们一边细细品
鉴，一边听她讲茶论道。茶叶
为植物精华，蕴含山川灵气，水
土养分，长期饮茶可以养身静
气，除佞怡性。一方水土孕育
一方名茶，黄山为著名茶乡，水
土丰茂，生态极佳，这里盛产的
绿茶可以去浊养颜，红茶则暖
胃健脾，品茶客可因人而异，应
时更换。

翠萍从种茶、制茶、卖茶到
演茶、讲茶、推广茶文化，一生
只为一件事。她对我们说，作
为传承千年的名茶之乡，文化
氛围并不浓厚，生性质朴的乡
民继承了先辈留下的种茶、制
茶传统技艺，可惜不太重视饮
茶、品茶的文化修养，茶乡文化
底蕴淡薄。作为新一代茶人，
翠萍在做好自己的茶产业发展
的同时，经常主动讲授茶艺美
学，承办茶艺大赛，提倡以茶惠
文，以文蕴茶，为茶乡文化普及
光大竭智尽力。我默默地聆听
着她润物无声的演艺讲授，学
习着辨形、观色、闻香、识韵，一
杯接一杯，总是意犹未尽，兴趣
盎然，直到有客人拜访，只好相
约下次再聚品茶。

我也算多年的老茶客，一
杯清茶，四季相伴，满足于“人
生有味是清欢”；今日，得入雅
室，品鉴大师表演茶艺，讲授茶
道，顿悟“从来佳茗似佳人”。

又一届世界杯结束了，想起 2010年第
19届世界杯期间，我去上海看望年逾 90的
姑婆，住在姑婆家。早起，得知年近花甲的
舅妈昨晚半夜起床看世界杯，舅舅说她一
场不落。舅舅不看世界杯，为不影响大家，
舅妈半夜定好闹钟，悄悄起床，打开电视，
把声音降到最低。住在隔壁的姑婆和楼下
的我们浑然不知。

“我也喜欢看世界杯！”舅妈一听我说，
老开心了。然后悄悄对我说：“家后面的衡
山路酒吧一条街，很多老外都在酒吧里看球
赛，欢呼呐喊不要太热闹哦！决赛那天，我
们也去那儿看！”说完俩人会心一笑。

决赛那晚，我和舅妈从淮海路走到衡山
路。我至今记得：那是一家欧式住宅改造的
酒吧，院子里遮阳伞下，几张小圆桌四周围着
几张圈椅，没人。我和舅妈窃喜，因为来的路

上，只要能看球的地方，都挤满人。谁知走进
屋，昏暗的灯光中，坐满男男女女，还有不少
外国人，每位手中握着一瓶啤酒，餐台上、桌
子上也到处是啤酒。没有人注意我们，估计
他们泡在这里许久了，个个喝着啤酒，眼睛盯
着电视机屏幕，我和舅妈瞥一眼四周，没位置
啊！虽然一路走来，也有几家酒吧可以看决
赛，但等我们走回去，决赛早开始了，错过精
彩的巅峰对决，岂不遗憾？足球的魅力在于

意外，惊喜和失望均在瞬间。我和舅妈回到
院子坐下，没点啤酒和吃的，店里也没人赶我
们走，我和舅妈想，等决赛一开始，我们再到
屋里去，站在人家背后看。

决赛开始了，看见球员运球到球门，舅
妈激动地大喊:”进去!进去！射门！射门
呀！哎，急死人！”那情景恨不得自己跑到
球场上帮人家踢。一看对方丢了球，便“哎
哟哎哟哎哟”极其惋惜。四周看球的人也

个个情绪高涨，中文英文轮番感叹，语言已
不足以表达自己那一刻的情绪，口哨声，唏
嘘声，啤酒瓶撞击桌面声,谁还能一声不吭
安静看足球决赛？那届世界杯，西班牙队
夺冠！激情四射的《西班牙斗牛士》曲子一
响，全身血液奔涌，西班牙队赢得了“大力
神”杯！我们乐滋滋回家睡觉。

那届世界杯结束，舅妈得了带状疱疹，很
疼！舅妈自己是医生，觉得哪里都没去，怎么
会染上带状疱疹？华山医院的同学对她说：你
肯定是没休息好！舅妈才想起自己熬夜看球
赛，也许免疫力下降才得病的。但想到看世界
杯的兴奋、愉悦，立马忘记自己身上的痛。

卡塔尔世界杯已近尾声，我已年过半
百，我的球迷舅妈也已是古稀之人，听舅舅
说，晚上 11点的球赛，她依然会看，昨天、
前天都在看呢!

履
印
点
点

 李 萍

球迷舅妈球迷舅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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