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年8月30日 星期二
副刊评论部主办 编辑:谢雪梅 车 玉 文笔塔 乐享 B3

我的美食笔记我的美食笔记2121
共享更高品质的精

神与物质生活——“乐享
年华”！扫一扫，每天好
礼相送哦！

czrblexiang@126.com

事情重要，却被忽视，就不能不
说。“头皮石”作为灵璧石一项非常重
要的赏鉴指标，却总被忽视，这就不能
不站出来说一说了。

“头皮石”是当地的一种形象叫
法。灵璧石埋于泥土深数丈，多层石
头累叠。最上面、离地表最近的一层
石头，就叫“头皮石”。

“头皮石”因离地表近，能汲取大
气层诸多养料，所以，它比累叠于下层
的石头灵润且有精神。这种灵润和精
神正是“头皮石”特有的石皮带来的。
把灵璧石玩出心得的藏家，三米之内，
就能一眼看出跟前的灵璧石是否“头
皮石”。

“头皮石”的价值，到石市上逛一
圈就会清楚。形貌姣好的灵璧石，市
场上如今不易见着，而又是形貌好，又
是“头皮石”的灵璧石就更难见到。名
震海内的灵璧县，不乏热情四射的石
商，他们拼命推荐石头，令你不胜其
烦。而你只要说出三个字，烦恼便会
减少许多。这三个字就是“头皮石”。
说出“头皮石”，商家便断定你懂石头，
便不再胡乱作推荐。今年初，我与石
友顾和平去灵璧觅石，一体态玲珑，嵌
空穿眼的姣好奇石让顾和平一见就再
也不肯放手，非要将其拿下。原价一
万五，讲到八千元。就在将要成交的
时刻，“头皮石”三个字杀将出来，又帮
着砍掉五千，最后竟以三千元价格成
交。那“头皮石”三个字，是我挤眉向
和平示意说的，三个字说出来以后，石
商立刻敬和平为老师，并主动问价于
和平，于是原来八千元的成交价一下
就变成了三千元。“头皮石”三个字竟
如此厉害，足见其价值的分量。

“头皮石”的分量并不是今天才
有，几百年前就有。古代藏石家将

“头皮石”与下层石加以区分以显示
其身价：《清秘藏——论异石》中说：

“灵璧石⋯⋯色黑若漆，扣之声清越，
以利刃刮之不动者，真也。”这里所说
的石肤黑如漆，敲击声清越，钢刀刮不
动的灵璧石就是真正的“头皮石”。而
古书里讲的：还有一种灵璧石，叩击稍
微有声，石色清淡，“稍燥软”（石质不
灵润，而且较软），指的就是离地表较
深的下层石。

比起古人，今人对“头皮石”的认
识似乎并无长进。李新大师是个有眼
力的藏家。家中藏品多为精品。仅藏
一石，极为古典。可在我看来，美术大
师未必是奇石大师，所藏之石又会好
到哪里去呢？一日，李新捧出藏石，邀
人共赏。但见此石竦立峻拔，秀枝垂
挂，确是尊形貌姣好的灵璧石，在场的
人无不称奇。遗憾的是，此尊美石果
然如我所料不是“头皮石”。尽管现在
的身价不会低于五万元，但若是“头

皮石”，以此等形貌，身价则可再翻十
数倍。南京石友达勇此时禁不住叹
惜：“头皮石”忽视不得呀！其实，不是
李新大师忽视“头皮石”，是他本来就
不识“头皮石”；不止是李新大师不识

“头皮石”，石界不识“头皮石”者，并非
少数——藏友圈里，所藏灵璧石，形貌
姣好且灵润有精神者，几无从见。这
就让人对“头皮石”生出了敬畏之心。

敬“头皮石”，是因为“头皮石”灵
润且有精神，可清玩，可堂供，极有收
藏价值。是因为作为“形”、“质”、

“色”、“纹”四大赏石要素里的“质”，
“头皮石”是个前提性要素。形貌再
好，不是“头皮石”是难成珍品的，而形

貌姣好的“头皮石”则必为奇珍。
畏“头皮石”，畏的是踏破铁鞋无

觅处。又要形貌好，又要“头皮石”，那
是难上加难。畏难情绪自此而生，因
畏生“恨”在所难免。于是，就有人故
意淡化“头皮石”，故意疏远它，提都
不提它。

石商不提“头皮石”是为了不让人
家知道最好的，是为了能把大路货也
卖出好价钱；一些评石组织不提“头皮
石”，是企图去“头皮石”化，是想降低
赏石前提性要素“质”的门槛，是想让
那些形貌虽好，但质地一般的石头能
跨过金奖门槛。事实上，以往几届灵
璧石评比中，摘得金牌的灵璧石，非是

“头皮石”者不在少数。李新大师的那块
灵璧石据说也得到过一次金奖。电话的
那一头，我感到了他难以掩饰的喜悦。
说句不客气的话，去“头皮石”化获得的
金奖所带来的兴奋，不过是一种浮躁的
快感。弃“头皮石”这个前提性指标而获
得的金奖虽不能说一点价值都没有，但
分量一定不会太重！

忽视“头皮石”，是偏离奇石精神的
一种浮躁，是灵璧石收藏的一条歧途。

家具业、制革业尚且尊崇头层木、头
层皮，恒定不变地把头层木、头层皮用于
上品制作。有着深厚文化底蕴、创造过
中华石文化的藏石界，断不可丢弃作为
上品前提性要素的“头皮石”。

——专就“头皮石”说的话
徐 进 文/图

不 能 不 说 的 话

灵璧石《供石》 灵璧石《抽像石》

灵璧石《桂林山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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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地方叫贵州，有
一首歌叫爽爽的贵阳;

有一个地方，你来了就
不想走，那就是贵州。

美丽的贵州、爽爽的贵
阳，度假的天堂。

我背着装满渴望的行
囊，寻觅抛开暑尘的地方；

今天与你相遇，眼里释
放惊喜的光芒⋯⋯

这次黔之旅，从黄果树瀑布、荔波
小七孔、镇远古镇、千户苗寨到梵净山
以及后来心血来潮去的湘西凤凰古镇
等，按名气和美丽，高坡云顶草原的确
排不上号，甚至很多人认为不值一去。
但我却以为《旅行家》杂志称之为“你
不能错过的草原之一”很有道理，值得
我们这些“久在樊笼里”的城市候鸟们
去看看。

高坡，顾名思义，就是最高的山
坡，是贵阳市花溪区的一个苗乡，位于
贵阳市东南端，距贵阳市区约 50 公
里，为贵阳市海拔最高的地区，最高海
拔达 1700 多米,为典型高原台地。而
神奇的云顶草原就在高坡乡的最高
处，近 2000 亩的大草原，平铺在贵州
最高的石头山顶上，难怪当地人称之
为云顶草原——不只是山顶，更像是
躺在云朵上的大草原！

当天中午，我们从青岩古镇出发，
开往高坡。偶尔中断的公路如影蛇行，
好在是当地师傅开的（尽管开过头，几
乎到了龙里云顶草原）。一路颠簸晃荡
一路扶摇直上，海拔从一千米盘旋攀
升到一千六七百米，感觉大地离我们
越来越远，天空离我们越来越近。当天
是阴天，云朵也是灰色的，越来越近，
感觉就在头顶，似乎伸手可及，却总是
遥不可及。加上路边的梯田、村庄、深
谷、连绵的群山和山上的大风车，在相
机里都是一幅幅美景。

恍惚中，车忽然停了下来，一支粗

长的竹竿拦住了我们的去路。原来到了
景点大门口，开车师傅和看门阿姨叽里
咕噜几句，但每人还是付了 10 元。车停
到了一个全是石子的停车场。车门一拉，
山风扑面，豁然开朗，一望无垠、草天相
接，果然是平躺在高山顶端的一个草原。
银白色的大风车也是由近到远，蜿蜒伸
向看不到边的天边。惊呼开阔、爽朗之
余，发现草原中间一条又长又粗的白色
水泥路大煞风景。还没来得及多想，一大
群牵着马的阿姨围了过来，说草原很大，
走会很累，要我们骑马过去，同行的几个
游客经不住劝说，一行八个人或笑或叫
骑着马向峡谷、风车去了，丢下我一个
人，背着相机，慢慢地走着看着。尽管是
阴天，草原依然是非常翠绿而宁静，伸手
可及的天空，绿地无边的大草场，突然闪
出的野花、悠然吃草的牛马，高高的群山
就在不远的坡下，听着风车呼呼转动的
声音，看着满目的翠绿，仿佛真的可以忘
记时间、忘记烦恼、忘记一切⋯⋯

漫不经心地来到望远坡，翘首北
望，群山起伏、峭壁陡立、风雕水削、各
具形态，更多的是满目葱茏、青翠欲滴，
云蒸雾绕。山脚下阡陌梯田、层层叠叠、
绵绵不绝。闭起眼睛，好像是躺在床上、
躺在云朵里，随风飘动、飘向远方，只有
一缕一缕的风声、自己的呼吸和风车的
嘶哑声⋯⋯因为是淡季，一排排烧烤墩
都空着，否则躺在草地上喝喝啤酒吃吃
烧烤看看贴脸而过的流云，或者在无垠
的草原上骑骑马兜兜风，估计张学友那
首《想和你去吹吹风》都会自动浮现到
耳边⋯⋯

确实，云顶草原没有黄果树瀑布的
气势恢弘，也没有凤凰古镇的小资情调，
只有不算平整的大草坪、高大冷峻的风
车、百无聊赖的牛马和脚下连绵的山峰、
梯田。但我却以为，云顶草原很美，因为
任何旅行，不只是目的地的美景，更有大
脑的清空、途中的遇见、抵达的释然和思
想的沉淀⋯⋯

老虎不哭 / 文

黔程往事——

想和你去吹吹风

说起玛德琳，喜欢甜食的朋友一
定不会陌生。玛德琳是一种法式风味
的小甜点，因为外形像贝壳，所以又称
贝壳蛋糕。玛德琳做起来难度不大，
适用于家庭烹制。法国大文豪普鲁斯
特基于对贝壳蛋糕的味觉回忆，写出
了长篇文学巨著《追忆似水年华》，一
举将贝壳蛋糕推上了历史舞台。这款
法式小甜品因此被推广到了全世界蛋
糕的殿堂上。

玛德琳的口感外脆里嫩，大小适
合一口一个，做起来非常简单，是许多
烘焙初级选手必做的一道甜点。传统
的玛德琳是原味，有些也加入了抹茶
粉或可可粉来增加风味。这次我带大
家做的是百香果口味的玛德琳。当新
鲜的百香果加入到玛德琳后，随即碰
撞出独特的口感。百香果是一种很有
营养的水果，其果实富含 17 种氨基
酸、多种维生素和类胡萝卜素。它的
果肉呈液态状，口感非常酸，我们一般
用它来泡水直接饮用或者加入饮料里
增加风味。百香果的香味非常独特，
闻起来让人身心愉悦，如果把它和蛋
糕结合在一起，一定会让幸福感加倍。

做百香果玛德琳的材料很简单：
低筋面粉、黄油、鸡蛋、细砂糖、泡打
粉、百香果若干。首先，在打入鸡蛋的
碗中加入细砂糖，用手动打蛋器慢慢
搅拌至糖完全融化，在蛋液中筛入低
筋面粉和泡打粉的混合物，再次搅拌
均匀。将黄油放置在微波炉里加热成
液态后，加入刚才的面粉鸡蛋混合液
中，慢慢搅拌。把百香果对半切开，用
勺子挖出里面的果囊，倒入面糊中，混

合均匀后，放入冰箱冷藏一小时。在玛
德琳模具上涂上一层食用油，把冷藏好
的面糊装入裱花袋，轻轻挤入模具内，不
要挤得太满，八分满就可以。烤箱预热
到 200 度，把玛德琳放入烤箱烘烤 23 分
钟即可。（如果模具较小，则用 180 度烘
烤 12-13 分钟。）烤好的玛德琳表面金
黄，吃起来外壳是脆脆的，里面是蛋糕软
绵绵的组织，口感非常好。这款不油不
腻、酸酸甜甜的百香果玛德琳有一种特
别的清香，一口一个，完全停不下来，最
受小朋友喜爱。

吃着自己烘烤的玛德琳，仿佛离法
国大文豪普鲁斯特更近了一些。让玛德
琳带着我们一起《追忆似水年华》吧！

夏威夷 文/图

法式幸福——

百香果玛德琳

最近在看《曾国藩全集》，曾国藩
是“晚清四大名臣”之一，他担负着“名
臣”的头衔，成就了一个正直、清廉、智
慧的“圣人”形象。曾国藩固然有着丰
功伟绩，人无完人，他也有着一些无法
掩饰的缺点，比如他对待太平军战俘
的残忍，比如他强烈的权力欲，比如他
在处理李秀成的事情上背离了自己一

直奉行“诚信”二字。
这让我想起了张爱玲。一个“成名

要趁早”的女人，她确实很早就实现了
自己的理想。从她的文字中，你可以触
摸到颜色、气味、声音，乃至人的肮脏与
无奈，还有雅与俗、古典与现代、朴素的
感情和华丽的语言、悲与喜，乃至善与
恶、美与丑的浑融交织。这让读者淆惑
在人物心底最柔软的部分，也是人性中
最温和而平时不易流露的地方，误以为
这就是真实的故事。在她营造的“古老
世界”的“苍凉”人生里，体验着民国的
社会百态和跌宕起伏，假想着自己回到
了那个年代。然而，所有人又都知道，张
爱玲把自己的人生弄得乱七八糟。“人
生是个苍凉的手势。”这是她对人生的
看法。事实上，张爱玲的一生就是一出
名符其实的悲剧，而且就连她最后的

“苍凉手势”也没有被人看到——她在
美国加州韦斯特伍德市罗彻斯特大道
的公寓孤独死去。她孤僻寡情、与世隔
绝、我行我素；她那残缺不全的爱情、
婚姻观更不要提了，单说她的生活自
理能力，只怕大部分的女性都要在她
面前昂起骄傲的头颅嘲笑:“看！你连

最基本的护理也不会！”
不过也有值得推崇的“完人”，如

王阳明。他有数百段让人内心强大的
句子，这不是单纯的口头宣扬，而是他
用自身的实践和艰苦的磨练总结出来
的“心学”。正如梁启超对王阳明的评
价：“他在近代学术界中，极其伟大，军
事上、政治上，亦有很大的勋业。”他的
一生中历经贬谪、受诬、辞官、病老等
人生中的不幸，而正是这些不幸放大
了他的“卓越”。明朝这段历史充满了
荒诞和不羁，王阳明这股清流平衡了
那个时代的缺陷。可是，历史千年才出
了一个王阳明，谈何容易？

于是，我们感受到的是，这个世界
生性凉薄，从不给世人一个完美景象。
给予一个优点，必然附加一个缺点，原
来上帝造人的时候也讲究“中庸”，可
见世界绝不是简单一个好与坏就可诠
释明白。

王阳明说：人的宿敌只有一个，就
是自己。于是，王阳明又说：圣人这个
行业没有统一的标准，唯一达成共识
的是，这是个操作性不高且吃力不讨
好的职业，古往今来除了屈指可数的

几个人可以算作圣人外，就剩下若干疯
子和神经病自称实现了这一理想。

可我以为，芸芸众生要感谢那些追
逐“圣人”这个职业的疯子与神经病们，
没有他们整日里的呱噪和吹嘘，只怕人
在凉薄的世界里的潜能和激情也荡然无
存。人的惰性与生俱来，只是我们自己体
会不到它的存在。等我们开始审视并意
识到惰性的存在时，或许是它已经影响
到了自己的生活和学习。既然惰性这般
隐晦和可怕，缺少疯子与神经病世界的
人生岂不是彻底要被毁掉？如同好人和
坏人的界限是相对的一样，生性凉薄的
世界里真的潜藏着无尽的可能与机遇。

明白了这个道理，你还会再怨天尤
人吗？我想不会了，至少我不会了。我又
想起王阳明的那句话：“人世间所有的战
斗，剥除了各种外衣之后，都是心战。”于
是，我更加坦然——我似乎看清了世界
的本质，也渐渐明白了自己为何还没有
达到自己理想的状态。所谓的理想，永远
没有尽头。唯有在凉薄的世界和行走的
路途中保持一颗坚忍、乐观的心，才能慢
慢走向理想，才能接近理想。这时，快乐
才会到来。否则，一切皆是空谈。

经秀美

这个世界生性凉薄

乐行天下乐行天下

生活意见生活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