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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行天下乐行天下

在前往酒店的出租车上，司
机问我，是来潮汕玩吗？

我一本正经地回答，不，我是
专程来吃的。

因执导《舌尖上的中国》而声
名鹊起的导演陈晓卿，见识了大
江南北无数美食，却在《风味人
间》后，独独为潮汕制作了一集番
外——《风味原产地·潮汕》。陈
晓卿坦言：“如果一个中国人说他
是美食家却没去过潮汕，那他不
算是真正的美食家。”

在我看来，食在潮汕，一是说
明潮汕美食实在太多，值得专程
打飞的来吃个几天几夜；二呢，用
潮汕当地老饕的话来说，便是潮
汕菜百里不同风，隔街不同味。
即便是一碗平凡无奇的粿条汤，
不同的小店自有不同的配方。

在潮汕的日子里，我以一天
五六顿的频率，吃到想向老天再
借5个胃的程度！

大榕树下喝白粥

汕头是个不夜城。
早10点喝茶，晚10点吃牛

肉火锅，是当地人的日常生活节
奏。在潮汕，外乡人完全不需为
日夜颠倒的生物钟担心——任何
时点，皆有美食；也完全不需要内
疚自己的贪吃懒散——反正，永
远有比你早起去小店排队的，也
总有比你晚走至小店打烊的。

抵达汕头当天，我在酒店稍
作休整，便信心满满出门觅食
了。一看手机，才晚上9点，按当
地节奏夜宵还有点早，那就先来
一碗白粥吧。

当晚，汕头的室外温度为20
度出头。清风徐来，我似乎穿越
到了江南的初夏时节。当桂圆白
粥店的店小二问我坐室内还是室
外时，我毫不犹豫地选择坐在室
外的大榕树下。

潮汕地区起名“白粥”的夜排
档有很多，如24小时营业的某网
红粥店——老姿娘白粥。名为白
粥，其实主角是各类配菜。其中，
鱼饭是当仁不让的主角。鱼饭的
原料源自“靠海吃海”的海鱼，如
巴浪鱼、红哥鲤鱼、那哥鱼、鲐鱼
乃至各类海鲜，皆可成“饭”。制
作方法是先把鱼放在盐水中浸
泡，再放入竹筐，一层盐一层鱼，
条条相叠，连竹筐一同烹煮，当鱼
香飘出时便起锅，再连竹筐一同
自然干晾。

“桂圆白粥”也有各类鱼饭供
人自选。鱼饭端上来时，要蘸着
黄豆酱吃。按常州人的口味，似
乎咸了点。

“桂圆白粥”另有一道必点招
牌是生腌血蛤，类似上海的醉虾
醉蟹。为了确保未来几天能健康
地吃吃吃，我硬是屏住没有尝试。

从“桂圆白粥”出来时，已经
过了22点，汕头的老城区——长
平路上依旧人声鼎沸。我以消食
之名继续溜达，在距离“桂圆白
粥”不远的街角，瞥到一家“美香
汫洲蚝烙”：店面不起眼，是夫妻
老婆店。老板根据客人所需，在
烙中放入不同量的蚝，价格从
20-50元不等。我打包带回酒
店，坐计程车时，一路小心翼翼捧
在胸口生怕压扁。

回到酒店，一打开包装盒便
香气扑鼻。

这是我吃过的最好吃的蚝烙。
相形之下，台湾版、厦门版皆

失色。

坐拥滨海吃早茶

一觉醒来，已是日上三竿。
我直接坐电梯到位于酒店四楼

的“万福地”喝早茶。
与其说是喝早茶，毋宁说是吃

早茶。从10点多开始吃，还能搭上
近年风行的“brunch”（意为早午餐，
英文breakfast和lunch的合成词）
顺风车。至于菜品，同样兼收并蓄，
从各类广式点心到粤菜，一应俱全。

茶，反倒如上文的白粥般，成了
添头。

嘉和海景酒店，于上世纪90年
代初开业，面朝汕头港，占据了城中
最美的一段滨海景观，和常州大酒
店一般，曾是汕头特区的地标之
一。即便到了今天，虽然汕头的城
市骨架越来越大，但因为景美食好，
万福地仍是当地知名的早茶打卡
地，节假日常一座难求。

近水楼台先得月，我借着天时
地利，倒是占据了一张8人位的临
窗观海座。据说，嘉和海景是少数
能在汕头市区看海的酒店。不过，
在酒店房间窗户里望出去的海，和
在万福地喝着凤凰单枞，喝着杏仁
桃胶，啃着凤爪望出去的海，总归有
些不同吧。

何况，伴着如斯美景，一大碗杏
仁桃胶才卖区区12元！

夫复何求？

阴错阳差点火锅

从汕头抵达潮州时，已是晚上
9点。我打算第二天再去潮州古城
区打卡当地美食。

当天，潮汕地区也迎来了寒潮，
晚上温度骤降至10度以下。我在
酒店附近的老字号——明记肠粉打
包了招牌肠粉和牛肉丸粿条汤回酒
店，吹着暖风吃着肠粉，甚是惬意。

隔天睡到自然醒，随手打个车
直奔潮州牌坊街老魏记杏仁茶芝麻
茶。司机在开元寺停车，让我稍走
一段。这一走，我便不知不觉逛进
了一家火锅店，抬头一看，还是潮州
当地有名的连锁店——创始于
1981年的阿彬牛肉火锅。这时，才
刚11点，店里只有我一个顾客，完
全不需要排队。

因缘际会、阴错阳差，我的潮州
一日便从牛肉火锅开始了。

潮汕牛肉火锅，早已出圈，火遍
大江南北。之前在汕头，我尝试了
鮀达联牛肉城（石炮台分店）的牛肉
火锅，还特地向店小二取了下经。
店小二告诉我，几乎每家牛肉火锅
店都有自己的独门秘籍，比如切法，
比如蘸料；相同的是“庖丁解牛”般
的细致：从牛肩后的“雪花”，牛胸口
的“胸口朥”，到牛中间段的“吊龙”

“匙皮”，再到牛四肢上的“匙柄”“脚
趾肉”……厉害的师傅能在1小时内
把一头牛分解成10多个不同部位。

为确保入口的鲜度，大部分潮
汕牛肉火锅店都会向顾客确保牛肉
是当天现宰现卖的。因此，很多受
欢迎的部位，去晚了便没了；除非，
你是和老板相熟的老饕，让老板特
意为你留一份。

不同部位的牛肉，涮起来也有
讲究。阿彬牛肉火锅店的服务员特
地给我拿来一张看图说话之“潮州正
宗牛肉火锅吃法流程”。简言之，我
点的雪花、匙柄等部位，在火锅汤里
三起三落抖几下便可打捞入口了。

吃完牛肉火锅，再步行至老魏
记，大门紧闭；门口贴了张告示：老
板因处理私事延至下午开门。

原来，得到都是侥幸，失去才是
人生！

在贝纳尔多·贝托鲁奇执导的
影片《遮蔽的天空》中，一对厌倦都
市生活的美国夫妇，在北非的沙漠
中感慨：“我们总以为生命是某种取
之不竭的财富，可有些事只发生那
么几回。你还能看几次满月？也许
就剩20次。”

当然，最后的最后，我还是在去
机场前吃到了始于1980年的谢记
杏仁芝麻茶。

左手白杏仁，右手黑芝麻；一杯
敬过往，一杯敬朝阳！

人生寂寂，唯美食不可辜负。

张琛 文/图

潮来汕往不思归之二：美食篇

向天再借5个胃！

书法创作要达到高深的境界，
就必须能情由心出，豁人耳目。今
读张泽江先生的一部分新作，感觉
到了他作品中透射出来的书卷气，
久视不舍，我被他作品中深切的翰
墨情怀、浓重的文人气息所吸引。

张泽江的父母都是南京艺术学
院的老大学生，一生从事着书画教
育书画创作工作。张泽江自幼在父
母的指导下研习书法，从唐楷入手，
既而碑、既而隶、再而行、再而草，有
着深厚的基础和全面素养。自从他
从学校走进机关成为公务员后，更
是将业余生活全部倾注于书法。他
只要有一点时间，都会从各种琐事
和应酬中逃脱出来，躲进书斋，奋耕
砚田，让自己的精神境界在书香墨
香中提升，书法不断精进，2007年
就加入了中国书协，经过不懈努力，
成为了卓有影响和成就的书法家。

张泽江的书法，是以温文尔雅
的“书卷气”出现的。他的书法首先
凸显的是丰富的文化内涵。当前，
书法展览频频，而内容却枯燥贫乏，
影响了书法所要表现的艺术内涵和
人的精神境界的深度。而张泽江的
书法，能凭藉自己在机关工作的文
字功底，或散记、或感想、或选择自
己所喜爱的古典诗文，一寓于书，能
让人读之再三。如他的隶书联：“嗜
书读画，居邻云鹤；煮酒品茗，翰墨
陶情”，让人不唯观其书，而能观其
联文，使之诗书相融、深化书境。其
实，此联是张泽江业余生活的写
照！我曾造访他的书斋“会心堂”，
满堂都是文化气息：古式家具、琳
琅书画、垒壁藏书、珍稀酒瓶，庭前
花香鸟鸣，让我也陶醉其中，在这
种文化环境中耕砚何不是精神享
受！可见他作品的文字内容正是
他的生活写照。可贵的是，张泽江
的书法，不论真、隶、行、草、篆，都
能融会贯通，都散发着“书卷气”。
书卷气是书画家通过读书而透悟、
流露在书法中的意蕴和风度。书
法之所以能够千年而不衰，是因为
与丰富复杂的人的精神气质、学问
修养所紧密相关。

张泽江为人谦和，不事张扬，
举止言行都带有“书生”腔。所以，
他作书注重的是传统式的适性书
写，将书法的文字情结、内容情结、
精神情结，组成了书法作品中的文
化要素，处处透射出沁心的墨香。
这浓郁清新的墨香又是与他长期
德与艺双修、文与艺共修而无心自
达的境界，是他心境、气度、修养诸
方面的积累，是“书可养性”的结
果，与他读书、撰文、思考、砚耕密
切相关。

书法创作，既要书家能全身心投
入，又要能出乎其外地思变，才能使自
己脱颖而出，才能使自己的笔墨语言
有独特的魅力，张泽江的书法即有着
自己鲜明特色的。

作为一个书家，只要真正掌握了
特定的艺术技法，才能称得上是书
家。而掌握的技法越全面，越纯熟，在
艺术创造中的表现力和内蕴度也就越
大。从张泽江的书法作品来看，我最
喜欢他的行草书，特别是从2014年7
月起3年多负笈北上，分别求教于中
国国家画院导师胡抗美、曾来德、曾翔
三位大家，强化了魏晋、北碑、篆隶和
大草的训练，拓宽了视野，增大了胆
魄，使他的行草水平又提高了一大步，
他的行草书是极其自如的，饱含着韧
劲，柔中带刚，圆中有方，方圆兼施，点
画用笔顺畅自然，变化中凸显自己碑
帖结合的特色。

从张泽江的书法创作轨迹看，他
对“江南风流”的行草书、楷隶书都情
有独钟，他又对北碑的稚拙趣味略有
吸收，将一些碑味掺入其帖中，互为渗
透，形成温雅蕴藉，又有着自适自怡的
书风，既有着江南才子的风流倜傥，又
不失萧散奇逸。他能将自己的书法同
古人、同时人保持着一种不即不离、又
若即若离的状态，既是从古人中来，又

不同于古人，与时人书法为友，又不同
于时人的独特风格，这正是张泽江的
不同寻常处，体现出他的“文质彬彬，
然后君子”的高格境界，是他以文养性
的结果。

张泽江平时总是兢兢业业地做好
本职工作，宽容、诚恳待人，而他又能耐
得住寂寞，闲时即耕，有兴即创作，书法

成为他发泄内心的体验。故而他的书
法不论结字，还是布白都一任自然，从
不故作张扬，将内心印刻于纸上，形成
沁人心脾、耐品能细读的艺术效果，体
现出他的人格精神和价值追求，也让人
面对他的书法，都能得到其陶冶，忘却
尘世喧嚣，得到闲适恬淡之气！这正是
张泽江书法的魅力所在。

叶鹏飞

翰墨可陶情 书法能养性
——张泽江的书法艺术赏析

世间大部分出名的景点，到过了
也就到过了，你不会多挑剔那里的居
住条件，因为你知道自己恐怕不会再
来——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很少会
有一个地方，去了会让你有卷铺盖辞
职也要在这里呆上一两个月的想法。
唯有丽江，是例外中的例外。

我友小京已去过丽江7次，每次
要住三五天到半个月不等，最长的一
次，住了一个月，换了三家客栈，找客
栈最好的观景平台，在上面找个角落
坐下，披上一块线织的七彩毯子，时而
捕捉雪山景象的变化，拍下来放到微
博上去，时而喝着咖啡慢慢地把自己
的书写出来。按她的说法，就是“我在
这块净地上，心智可回到童年，有很多
奇妙的想法，能写出很多透明的句子，
如果我留在上海，没办法从里到外排
出我这二十几年的浊气，这书会赶得
很糙，连读者带我自己，都不会满意。”

在旅行目的地住一个月，换一个
地方可能会很闷，但在丽江，住一年的
也有，住下后两口子再也不回内地，就

在这里开个小店“晒今生剩下的太阳”，
也很正常。

丽江的大部分客栈都是纳西民居样
式，结构是一进又一进的纳西老四合院，
每一进院落都以石板铺成的院心，按专
业说法，铺的大多是角砾岩，雨季不会泥
泞，旱季也不会飞灰，石板上的花纹图案
古朴雅致，院落四周养花养鸟，兰花和一
种颜色浓丽的大丽花是几乎家家都要养
的，院子里都是竹凳藤椅秋千架，考虑到
高原强烈的紫外线，主人很贴心地给长
椅都按上了遮阳篷；客栈的房间全部是
原木装饰，原汁原味的坡顶房间，用杉木
或红松木做成吊顶，进了房间一股干爽
的树脂味道，让人肺腑一清。定睛去看，
床架子、木沙发、小茶几、画框或镜框，通

通用红橙色的原木打造，有的房间竟连
洗漱台也是用木料打造，卡上一个巨大
的陶碗当洗脸盆；防水做得地道不说，也
要主人对客人的爱护有信心才行。在这
样的台子上洁面，你自然会轻、慢、柔，把
简单的洗脸动作也转化为朝见雪山的仪
式一般。

对了，在古城，很多客栈的房间都面
对雪山，客栈的楼下是木雕门，楼上是红
橙色的木雕窗，门窗上都雕饰着花鸟图
案，早上起来把木雕窗往外一推，清雪一
样的空气扑面而来，外面跟你问安的就
是戴金帽子的玉龙雪山。

丽江的客栈最有意思的一个特点
是，房前都有宽大的外廊，当地人叫作

“厦子”。厦子是纳西民居非常重要的

公共空间，丽江的气候，一年四季都相
当宜人，夏天没有暑热蒸闷，冬天凉而
不寒，所以纳西人习惯在外面的厦子里
吃饭和会友。丽江的客栈也沿习了这
一风格，到了厦子里挂的红灯笼都点亮
的时候，饱看一天美景的旅友们都回来
了，想第二天找人拼车去玩，或者结伴
出去尝试纳西小吃，都在厦子里商议，
这样，客栈的房间，即使是多人间，也会
很安静。

古城的宁静是十分宜人的，特别
是你见识过被醇厚的静浸透了的客栈
和街道后，你会无法自拔地爱上这
里。静而生凉，所以在古城，东巴人手
织的披毯随时得带着，披上它，你也是
化外之人了。

明前茶

推窗朝见雪山

汕头嘉和海景酒店万福地早茶

潮州阿彬牛肉火锅

东坡《题逸少帖》（行书） 韩愈《马说》 （草书）

张泽江在市书协组织的公益笔会上

陈义爱人联 （隶书）

放怀得意联 （大篆）王国维人间词话节录 （行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