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生絮语

【心窗】
穿过川流不息的人

海，走进都市一隅的家门，

总有一些小事令你不能释

怀，影响着你的心情，把它

记录下来，让它成为岁月

的书签。来稿请写明作者

真实姓名、电话、地址及本

人中国银行储蓄卡号，以

便采用后发放稿酬，谢谢

对我们工作的配合！

电话：0471-6635311

Email：bfxbcyws@163.

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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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味日志

桂林米粉
当客机在两江机场上空盘旋

的时候。脑海浮起一段美食文字。

著名纪录片导演陈晓卿，在他《至

味在人间》书中，一篇《看得见飞机

的餐馆》写道，“老板再把带来的米

粉冒一下，浇上卤汁，那滋味可称

得上对整个桂林之行的一次盘整，

即便上了飞机，也要从舷窗向下面

那唯一的一排平房投去深情的一

瞥 ”。

凡是来过桂林的，都逃脱不了

对米粉一种牵挂。

二十年前，因工作原因，每年

要多次来往于桂林。所住三皇路与

中山路交错地，偏于繁华一隅。走

不了几步，便是热闹地。择地而住，

为了方便。推窗，便是王城墙外的

教堂。下楼，树荫遮天蔽日的旁道。

小街里散落的食档常勾起食欲。出

门的人，也许最顾及舌尖上的味

道。一份味觉上安逸，也许会暂且

淡却想家的念头。

在米粉店，一把小竹椅坦然坐

定，看着店家抄起团粉，用筷箸抖

落开，提竹笊篱从滚水里抄出，迅

速倒入不锈钢汤盆中。二两也许是

米粉的黄金指数。卤味掺杂，分量

与调味之间最适宜。浇了店家秘方

卤汁，洒了油炸黄豆，覆上几块脆

皮锅烧。接过汤盆，忙不迭用筷子

搅拌，让每一根米粉都浸润卤汁。

洒了酸笋、豆角拌味。凝神片刻，喜

滋滋地开始进入美食精华阶段。

本地人食粉是不灌汤的，是不

让清汤淡了卤味。只等盆中米粉快

要收尾，才请得一份汤水盘整一

下。

外地人吃惯了汤汤水水的面

条，不习惯这般“干”了去。通常，会

在一碗掺杂着卤味、酸豆角、香葱

的鲜汤里“嗦”出每根爽滑劲道的

米粉来。

当客机抵两江，再入桂林城，

已是午后。急着从机场大巴里弹

出，一双眼捕捉猎物般，在街头寻

觅着米粉的字样。急切想借一份美

食切换到当年，去寻找记忆中刻骨

铭心的味道。

午后，已是饥肠辘辘，料想着

对食物急切的感觉。寻小街，直奔

老字号标牌。一碗米粉迅速“嗦”完，

琢磨着，好像不是曾经的感觉。估

计是饿了，囫囵一番，不解其中味。

收拾停当，冲澡小睡，待养足

精神，坐公交去乐群路，去看看四

会路小街里还有惦记的米粉店吗？

物是人非，灯光依旧昏暗，店早已

不在。

折出，回到中山路，看见老东

江，坐定。一碗米粉划去一半，那种

轻雾
钱穆先生说四川多雾，所以

川人浪漫而爱冥想。他说的是司

马相如，但挡不住我要往自己身

上带一带。没办法，我这种地域虚

荣，总在某些时候冒个小尖。

因为自己是真的从雾里穿梭

长大的———那时雾只是雾，还没

有和霾一起成双入对。去上学，在

山路上，听到前面人声，却看不见

人。若等着的话，就同路结伴去，

如果前面的人不等着，就这样遥

着听声一路对答着走到学校。

井
井，是一个村庄繁衍生息和

兴旺发达的保证，往往与村庄的

历史同步，与农耕文明相息。越是

名流辈出的古村，井的故事与文

化越是久远、丰富、厚重与绵长。

可是，谁也没有想到，时代发展到

今天，井竟然会慢慢退出历史舞

台。那圆圆的井圈，恰似一个乡村

嬗变的美丽“句号”。

我的村庄原本有两口古井，

村南、村北各一口。两口井就像一

双灵秀的眼睛，读着村庄的点点

滴滴。只是，据说在清末，有个地

主家的丫环跳入村北那口井中自

杀。于是，村北的井被掩埋，只剩

下村南这一口井了。

村南这口井，旁边长着一棵

很大的苦楝树，还有一簇竹子。井

台原本有个古亭的，抗战时期，被

日军捣毁，楠木被日军拆走。井圈

用整块红石打磨而成。井台用厚

厚的青石板铺就，足有一间大客

厅那么大。井台总体由井口向边

缘呈放射状倾斜，便于利水。井台

边缘是麻条石砌的“檐”，高于青

石板面，下凿槽洞，连着外面的排

水沟。这样，在井台洗衣、洗菜后

的废水，就会很快排掉，不会渗入

水井造成污染。井口离水面有4米

多深。内壁是先人用老青砖层层

绵上来的，长满了毛绒绒的苔藓，

四季常绿，水汪汪，油汪汪的。那

井水，清冽可鉴，人趴于井口，可

以清晰地看到自己的面容。

井水，作为相对清洁的水源，

受到全村人的集体敬重。小时候，

奶奶就告诫我和弟弟妹妹们，不

能向井里吐痰和扔东西。父母挑

稻子回家，最痛快的，莫过于饮一

瓢刚从井里打出的水，那个解渴、

清凉与畅快，真没得说！

井水，是可以承载情感的，它

的味道，是每个游子生命中不灭

的胎记。我们村庄一个台湾老兵，

辗转从香港回到阔别近30多年的

故乡，用颤抖的手舀着从老井里

打来的水，喝了又喝，说，这才是

故乡的味道！

暑期，荫凉的井边，成了我们

这些孩子的天堂。磨小刀子，做竹

笛竹哨，做竹叶小船，收集当弹弓

“子弹”的苦楝子。但是，大家自觉

恪守祖训，不会往井里扔东西。而

这纳凉的季节，也正是农忙“双

抢”的时候。当田野突然飘来一嗓

子：“某某，你死哪去啦？还不送水

来！”不管是哪个母亲的“河东狮

吼”，在空旷的田野上，都能传好

几里远。这时，我们便会作鸟兽

散。纷纷从家里拿出那种用小绳

索拴着的小竹筒，一个个又来到

井台，将小竹筒吊入水井取水，然

后，顶着火辣辣的太阳，拎到田间

地头送给各自劳作的亲人。

冬天，白雪皑皑的时候，唯有

井台黑黑的那一圈，在一片白茫

茫中隐隐可见。河流结冰的日子，

井水，相比外面零下十来度的温

度，就显得非常暖和。雪后初晴，

井台边就成了妇女们的天下，那

些个婆婆、媳妇、小姑，像约好了

似的，一起涌到井台边，洗菜、洗

衣、用米汤“浆被褥”。水桶上下翻

飞，井台蒸汽腾腾，女人们叽叽喳

喳，谈东家长论西家短，那可真热

闹。

洗井，是村里世代沿袭下来

的春节前的传统。洗井那天，族长

率领众男丁，手捧祭品来到井台。

燃香三柱，深作三揖后，族长开始

喝彩。喝一句，司锣的就敲一下

锣。喝完彩后，燃放爆竹，再将祭

品退下，洗井正式开始。这时，沐

浴更衣之后，腰系红丝带的劳力

上场，轮流接力用水桶吊出井水，

倾入排水沟，一刻也不停息，与潜

水冒出的速度比赛。直到井水见

底后，再用木桶，把一个寒风中脱

得只剩短衣短裤的瘦小汉子，套

上雨衣，顶上斗笠，带上铁瓢，吊

入十几米深的井底。然后，紧张地

清洗井壁，清理淤泥杂物，并不时

把涌出的潜水吊上来。洗好井后，

需封井三天再用，届时，水更清澈

甘甜。抢“新”水，是每逢正月初一

的习俗，新水喻示着“新财与清

爽”。为讨这个彩，村民暗暗较劲，

都想挑新年第一担水。

时代在发展，水井也在变迁。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压水井开始

在农村出现。而且“压水井”想在

哪钻都行，院子里、厨房外、厨房

内都可以。毕竟，到古井去吊水、

挑水都是力气活，又是每家每户

绕不过的日常生活内容。哪怕干

完农活再累、再不愿动弹，水缸没

水了，还得去挑几担水来。这种

“压水井”从出现到流行再到普

及，顺应了时代潮流。我们村子家

家户户都钻了“压水井”。连距老

井最近的近来大叔家，也钻了“压

水井”。村南那口老井也慢慢荒废

了。

谁又能想到，短短二十年不

到，“压水井”也正在慢慢地退出

历史舞台。那口老井及曾经的故

事，村里的小辈们，知之者甚少

了。至于零零后，有的从小就随父

母在外地打工生活，看都没有看

到过那口老井，更遑论知道那些

关于井的故事。

老井，似一个历经沧桑的老

人，辉煌过、热闹过、举足轻重过。

目睹了村庄世世代代的悲欢离

合，见证了村庄一草一木的枯荣，

是一部不会说话的村史。老井，因

为没有了维护，犹如迟暮老人的

眼睛，变得浑浊。老井的文化，虽

然印刻在几代人的心中，却走在

失传的不归路上。也许，这算是一

种进步的代价吧！ 文/熊雪峰

熟稔于心的味道开始回归。薄薄的

脆皮锅烧，满口油润留香，不禁想

起当年在四会路小街里，夏季一盏

暗黄灯光，半躺竹椅上和米粉店老

板聊天。他和我们说着话，手上活

却没停。热油炮过的五花肉，肉皮

酥脆，肉质油润。肉横放砧板上，切

刀而下，薄如纸片，一会儿垒起一

盆。

再一日，陪家人游漓江。心里

惦记的还是一碗米粉。次日回到王

城根下，已心无旁骛。美食街里，人

满，贪婪一张嘴，忙累一双脚。看见

明桂的字样，一头扎进去，保持着

二两的食粉进度，不仅是为了卤味

与粉黄金配比。更主要是，少食，为

下一餐宵夜留个空。

早年读生在桂林白先勇的文

字。他的《花桥荣记》里，直白着对桂

林米粉的情结。通过台北人世动

荡，从一间米粉店反映出人生跌宕

起伏。提起米粉，他说是一份填不

饱的乡愁。书中，白老先生书中推

崇着一碗传统的马肉米粉。

梁羽生，生于广西，就读桂林。

在他的武侠小说《广陵剑》中，也不

忘穿插一篇桂林马肉米粉，人物细

致对白，完全是老先生对故里桂林

米粉顾念与怀想。

有次陪友人来桂林。三天满满

的卤菜米粉味后，好奇马肉米粉。

只是听说，我也没吃过。

过去年代战事频繁，到了广西

马多。当下，马在内地已是稀罕，马

肉真假全然不知。只想见识一下马

肉米粉。挑了店，特意打车前往。坐

定，服务生问，您两位一份？与友人

相视一下，他说这餐吃完得离开桂

林了，一份哪得过瘾，来两份！确定？

服务生问。当然！态度斩钉截铁。

不多时，服务生端上。四瓦罐

马肉汤，四十小碗盏的米粉排列整

齐，堆去大半个桌面。开始我俩还

激情阔论，后期安静，认真“填”粉。

出门时，我俩肚皮有点胀痛。

扶着墙，缓缓而行。没再忍心回头，

去看一眼那挑着旗幡的马肉米粉

店。 文/杨 钧

在现代通称，就叫能见度低。

若让秦观来形容，就叫雾失楼台。

柳宗元有“蜀犬吠日”，说四

川盆地空气潮湿，天空多云。四周

群山环绕，中间平原的水汽不易

散开，那里的狗不常见太阳，看到

太阳后就觉得奇怪，拿它来比喻

少见多怪。在我看来，那狗叫多半

是因为出太阳高兴的。

你看平素的雨多，好不容易

不落雨了，雾又层层叠叠的，一下

太阳的万丈光芒甩开，在晴天白

日里的阳光下撒欢，可不美得又

叫又跳。就别说狗了，就现在的

人，遇着个大晴天，那朋友圈里拍

的晒的说太阳的次数就凭空多出

许多。这和在呼和浩特，常日不见

雨水，突然的雨水降临，朋友圈里

就是一片晒水的一样。

每每眼见着南边的晒太阳，

北边的晒雨水，倒也颇觉意趣。

雾是潮的，在雾里穿行，走得

久了，发梢眉间就有聚集的水汽，

衣服上也裹了层凉。小时候学“沾

衣欲湿杏花雨”，就觉得“雨”会不

会是雾，因为再细的雨，一来，稍

走上一走就沾湿了，只有薄雾，才

做得到“欲湿”。不过人家不似我

般野外走太久，就桥东桥西的，也

没多远，再者，“杏花雨”可比“杏花

雾”灵透得多。

有年秋天开车去水长城，走得

晚，晚上一点多，还在路上。一拐弯，

眼见着夜雾漫起来，两旁刷齐的大

白的行道树和路旁黄红色的矮树满

满在视野里一帧一帧隐去。同行的

人喜忧参半，说这雾若开了，就是

绝好的晴天，若散不开……第二天

爬到长城上，大雾，果然无缘得见

蜿蜒的奇伟，只站在青云之端，做

个修仙的模样。没辙，乘风能归去，

乘雾就只剩迷途。

长大后，去见别处的名山大

川，好多次，都是伴着雾行进，白云

山、绵山、五台山……有时雾散了

能远见云海，有时一直茫茫一片，

见不到真章。但雾中高看排第一

的，却是小时候的夏天，一早跟在

爷爷身后去屋后的山顶上捡星星

石。太阳还没完全跳出来，山下云

遮雾罩，看不太清，只有鸡鸣，声音

清亮。远山更在雾的梦中，像仙境。

难怪钱穆先生说川人浪漫而

爱冥想。 文/权 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