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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宁当兵时"我就开始收藏门票#那
一张张绚丽多彩的门票"常常飘散着浓郁
的文化气息"在我心底美丽着#走上工作
岗位后"随着出游机会的增多"我收藏的门
票也渐渐多起来#一直以来"我把门票当做
宝贝似的珍藏着"它们成了我八小时之外
的精神寄托#

当我身心疲倦时"便会拿出一本本门
票册" 仔细翻阅一张张形形色色的门票"

刹那间就可以浏览起祖国的名山大川$刚
在清澈见底的漓江泛舟"又在神奇美丽的
九寨沟前惊叹%随后来到泰山上观日出"西
湖边漫步%转眼又到岳阳楼上看长江两岸
航船远去&&

门票"不仅是游览过名胜古迹的凭证"

更是灿烂文化的显现#万水千山包罗其中"

方寸之地尽显风流# 湖南岳麓书院的门票
让人从' 惟楚有才"于斯为盛(中看到三湘
大地人才辈出的盛况%济南趵突泉的' 李清
照纪念堂(门票让人品味' 生当做人杰"死
亦为鬼雄(的豪迈慷慨%黄鹤楼的门票让人
联想' 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

的千古绝唱&&追寻前人的足迹" 在大海
之滨方感人生之须臾% 在旷野之上方知自
由之珍贵%在高山之巅方觉时空之深邃%在
残垣之中方叹沧桑之力量#

上海豫园的门票是一张窄窄的纸
条 "正面是亭台楼阁 )假山怪石 )蜿蜒回
廊掩映在葱茏的树木中" 背面是简短的
文字介绍% 河北山海关老龙头的门票虽

然只有寸许宽"二寸长"画面上却是明朝
万里长城的东部起点" 由深蓝的大海和
雄伟的长城交相辉映" 共同撞击出天下
最独绝的景观# 想不到方寸之地竟能容
纳下这等气吞海岳的雄姿豪情 " 让人惊
叹#往事漂流"蓦然回首"万水千山"尽藏
匿于这小小的门票中#

旅行是一种学习" 收藏门票更是一种
获得知识的方法# 爱琴海几千年的哀怨传
说"富士山樱花的娇艳"罗马百里香的芬芳
&&万水千山"尽藏于这小小的门票中#自
然之美丽)历史之厚重"每次欣赏后"全心
身便沉浸在幸福而快乐的遐思中" 怡情怡
性"真是其乐无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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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镜是我国古代青铜文化苑中的一
朵奇葩# 镜"古时又称鉴子"是人们正衣冠
和洗梳的工具# 它孕育于博大精深的古代
文明之中"传承着中华文明的精华# 铜镜
艺术的鼎盛时期"雄踞了华夏五千年中的
一千多年# 其中又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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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阶段$春秋战国
近

!""

年"两汉时期约
#""

年 "隋唐时期
又是

!""

年"到宋代开始逐渐衰落#

铜镜史考始见于新石器晚期的齐
家文化 "在商 )周和春秋时期有少量发
现 # 在孔子的' 礼 )义 )廉 )耻 (的四德思
想下 "教导人们要' 鉴于止水 ("在青铜
礼器的生产中 " 铜镜如同一股涓涓溪
流 "同步得到了发展 # 到了战国时期 "铸
镜工艺技术突飞猛进 "产量和工艺取得
了划时代的发展 "达到了青铜镜工艺的
第一个高峰时期 # 及至西汉和东汉时 "

青铜镜上的花纹争妍 "精致完美的图案
层出不穷 "把华夏文明的精华熔铸在这
方寸之间 "蔚为大观 "创造发展到铜镜
的第二个高峰时期 # 一直到了隋唐时 "

改革开放和中西文化的不断
交流 "大唐盛世通过人物 )车
马 )花鸟 )瑞兽 )吉祥语等图
文 " 充分呈现于铜镜工艺之
中 # 如平铸 )浅浮雕 )高浮雕
技术 %包金 )鎏金 )平脱 )嵌玉
和螺蚌 )彩绘等装饰工艺 %阴阳
刻划的篆 )隶 )行 )楷文字 %大小尺
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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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 "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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厘米 "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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厘米左右 %轻的十几克 "重的数千乃
至上万克等 # 这道不尽的千年古镜神
韵 "成就了铜镜工艺登峰造极的第三次
高峰 "赢得当下世人争睹和无数人的折
腰 #

笔者有幸收藏一面汉隋年代风格的
特大瑞兽彩绘' 至理贞一(铭文铜镜# 该
铜镜直径

!'

厘米 " 镜缘厚
()'

厘米 "重
&&**

克# 半圆球钮"凸弦圆圈纹钮座# 由
两圈凸弦锯齿纹将内外区分隔 " 中间有
环带铭文

!'

个字"铭文$至理贞一"鉴保
长全"窥妆起态"辩皇增妍"开花散影"净

月澄圆"昭仁炳德"益寿延年#全镜共有
+

个不同层次的图纹"布局合理有序"采用
高浮雕工艺铸造"立体动感强"用五彩漆
绘"纹饰神彩飞扬"充满了神话般的和谐
诗意# 铜镜融华美富丽与古朴端庄为一
体"我喜欢它精美绝伦的气质丽韵"其与
史同辉"与影共舞"确是一面高雅古镜中
的精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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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末在家整理橱柜"翻出了一双布鞋"

是母亲做给我的' 千层底(布鞋"鞋底都有
些磨损了#

算起来"这双鞋子的年龄起码有
'*

多
岁了#母亲最后一次做' 千层底(布鞋"应该
是在上个世纪

,*

年代初# 此前"我们脚上
穿的"除了母亲做的布鞋"就没有别的鞋子
了#

做布鞋很费工夫" 尤其是鞋底" 称为
' 千层底("虽然夸张"但每只鞋底一般要有
近

'*

层棉布缝制而成# 那时"乡下人的衣
服都是棉布做的"衣服穿烂了"不能丢"要
留着拆破布# 下雨天或农闲季节" 母亲翻
出家里人不穿的破旧衣服" 拆出尚能用的
旧布"放置平整# 别小瞧这些零碎旧布"做

鞋底)鞋帮*
!"

+都少不了它们#

等攒到一定的数量时" 母亲就着手做
鞋底了#鞋底由两大层组成"先将旧布一层
层铺好"一般五六层的样子"用针线在鞋底
中间)周边缝上一圈"防止重叠的布散乱%

再将事先准备好的纸' 鞋底样(铺在上面"

剪出' 鞋底(%然后将从镇上供销社买来的
' 滚条(*

#$%&

+ 包在鞋底的周边缝好"

叫做' 滚边(#这样"' 千层鞋(底的第一道工
序算是完成了#

接下来"要做第二层鞋底了# 其手续)

用料和第一层差不多"将旧布一层层铺好"

要铺
$'

层左右%铺好后同样在中间)周边
缝上一圈以固定% 然后修剪成和第一层一
样大小的' 鞋底("再在周围用线缝上"相当
于拷边了#

第二层鞋底做好了"剩下的事就是扎
鞋底了# 将两层鞋底合在一起"再一针针
扎起来的"也就是人们常说的' 纳鞋底(#

扎鞋底是最磨时间)最辛苦的活儿"没有
一定手力的人是扎不起来的#我小时候的
印象"不仅是母亲"村上的妇女们只要有
空就在扎鞋底# 除了针线外"还有两件工
具是必不可少的$套在右手中指上的针箍
*

'(

+和专用铁夹"针箍可以推动针穿过
鞋底"铁夹则夹住针头"将针从鞋底里拔
出来#

鞋底做好了"做鞋帮*
!"

+相对要轻
松多了#在有阳光的日子"母亲早早就起床
了"用面粉在锅里煮一大盆面糊"这可不是
用来吃的"而是作浆糊用的#将一块块或大

或小的旧布"用面糊粘在一起"一般糊二三
层" 然后摊在大簸箕里" 放置在阳光下晒
干"就成了' 布骨(# 将' 鞋帮(纸样铺在' 布
骨(上"剪成鞋帮"当然还要有鞋面)鞋里
子"这些都要用新的棉布"好看也牢固# 鞋
面多用黑色的灯芯绒料子" 鞋里用白色的
棉布#鞋子的样式是由鞋帮决定的"有搭扣
式的)松紧带式的# 鞋帮的外边)里边都要
用' 滚条(滚边"外边是白色的"里边是黑色
的#

鞋底)鞋帮都做好了"最后一道工序就
是' 上鞋子("即将鞋帮缝在鞋底上#上鞋子
分明上和暗上#手艺好)讲究的人一般都是
明上"所谓明上"就是将鞋帮的外边缝在外
面"好看%暗上则将鞋帮的外边缝在里边"

暗上的鞋子外观欠佳些#

母亲做的' 千层底(布鞋穿着轻便)舒
适"但潮湿的地方不能走"也不耐磨"我们
的鞋底经常会穿通" 大脚趾头也常会将鞋
子顶一个洞#

后来 "市场上有了白球鞋 )黄跑鞋 )

青年鞋)旅游鞋"下雨天好穿"也耐磨#再
后来"真皮)人造革等各式各样的鞋子进
入了寻常百姓家"' 千层底( 布鞋逐渐退
出了我们的生活" 而我们这代人也根本
不会做了# 正像解晓东在, 中国娃-中唱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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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层底(布鞋"已成了我们生活中的
温馨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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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味菜薹春意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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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菜薹用刀从菜心处割下"拿在手里"颤颤悠悠
的"嫩得挺不起来"似乎一碰就有汁液冒出来#先把菜
薹上的小叶去掉"然后从菜薹底部"用指甲捏住菜薹
的皮"顺着往前撕"就会撕去一条"此时露出来的薹肉
真是秀色可餐#菜薹的皮全部去掉后"实在馋的话"就
这样放到嘴里生吃"既脆嫩又清香"还有甜甜的回味#

当然"更多的菜薹割回家"用刨子剥皮要快得多"去了
皮的菜薹"切成小段"码上精盐"放入酱油)胡椒"再淋
上麻油"则是一道爽口的下酒菜#酒在口中三转而下"

菜在嘴里嘎嘣作响"妙趣横生#

菜薹也可炒食)炖烧#横切成段"再切成薄片"与
肉片一起爆炒"肉红薹绿"色彩鲜艳"香气扑鼻又引
人食欲#如果肉是熏过的腊肉"则效果更好"香味更
甚#炖烧时"菜薹切成段再对切一下即可"可烧牛肉)

烧排骨"皆为难得的美味#要是有口福"购得野生黄
鳝"菜薹与黄鳝切成等长小段"一起焖烧"红绿相间"

则更是人间极致的美味#

在我家乡" 菜薹还可以和蒲菜一起炒# 所谓蒲
菜"就是香蒲的嫩根"在春天"从尚凉的水里采上来"

去掉表皮"内里洁白如玉#乡人喜食蒲菜"爱称为蒲
儿菜"烹调方法也有很多#独独和这菜薹一起爆炒"

放入几粒虾米" 再稍加勾芡" 装盘后白的蒲菜如宝
玉"绿的菜薹似翡翠"一盘菜就是一件工艺品#菜薹
上面尚未开放的花蕾也可食用"在热油里过一下"起
锅放在菜薹蒲菜上面作为点缀" 则这道菜就色香味
形十分完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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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睛保健现在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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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天眼睛怠工了"干涩)酸胀的状况频频"今
天外出"迎面而来的春风竟催出了两滴眼泪#

春季"草木萌发生长#中医认为春季属肝"肝脏
在体表的代表器官是眼睛"肝好眼睛就好#但经历一
冬之后"肝脏的气血消耗过多"此时过于劳累更加亏
耗肝血#另外"春天风燥之气盛行

-

从头发)皮肤到眼
睛"哪里都是干干的#我们的眼睛外有干燥环境)内
缺肝气滋养"特别容易出现发痒)干涩)视物昏花的
问题#

' 为革命"保护视力"预防近视"眼保健操现在开
始&&(

眼睛出了问题就想起了上学时的那套眼保健
操"尤其是那段旋律记忆犹新#

伴随着熟悉的旋律" 几十年来代代相传的眼保
健操"成了我们的深刻记忆#遗憾的是"毕业的那一
天"也是我们放弃做眼保健操的开始#经常在劳累时
才会想到在眉心揉捏两下" 也会习惯性地在太阳穴
推按两次"却很少独立自主地完成那套眼保健操#

这几日除了偶尔滴点防眼部疲劳的眼药水之
外"便是学着如何从内到外地护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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