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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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说，世上有三种颜色的运动“鸦
片”：

滑雪，是白色“鸦片”；高尔夫，是
绿色“鸦片”；潜水，则是蓝色“鸦片”。

近年来，对这几项运动的热爱程
度，国人大有后者居上之势。据说，一
到国内的黄金周、节假日，东南亚热门
潜店的中文教练就供不应求。

在杜马洛特时，来自北京的小伙
伴 推 荐 我 去 当 地 较 知 名 的 哈 罗 德

（Harolds Diving Center）潜 店 出 海
APO 岛。报名时，我看到不少国人的

身影，还充当了好一会临时翻译。对这
些英文不怎么灵光，也敢在陌生海域
和异国潜导下水的同胞，我佩服之余，
不禁为他们捏了把汗。

在APO岛附近海域的第一潜，我
便遭遇了上升洋流。

当时，我正与两只海龟同游，突
然，开始不受控制地往上浮，任凭怎
么使劲点按 BCD（浮力调整装置）放
气都没用。幸运的是，只带我和另一
位法国小哥的潜导第一时间就发现
了我在上浮，立即抓住我的脚蹼，把

我往下拉，并作手势让我抓住附近
一块稍大的礁石；接着，潜导又“马
不停蹄”地去找我的潜伴——同为
OW（OPEN WATER DIVER，开放
水域初级潜水员）的法国小哥也“失
踪”了。上船后，潜导单独召集了我
俩，好一顿“批评教育”，并指导我们
如何应对海底洋流。第二次下海前，
潜导为我增加了负重带的重量，在
法国小哥的 BCD 口袋里塞了好几块
石头。这次，我们同样遭遇了洋流，
通过现学现用，总算抵抗住了，没往

上浮。
从 APO 岛回杜马洛特的途中，

我 和 几 位 来 自 国 内 的 AOW（AD-
VANCED OPEN WATER DIV-
ER，开放水域进阶潜水员）交流，他
们不约而同地说，也遭遇了海底洋
流。由于 AOW 更高阶，潜导带的潜
水员有四五人，有突发情况时，根本
来不及照顾每个人；因此，只能靠他
们自己解决。

现在想来，有点后怕——水肺潜
水中，快速上浮会导致“潜水病”，严重
者心肺功能受损会危及生命；更多则
是反思。

首先，面对突发状况时，不要慌
乱，不能逃避，要想办法驾驭。

我所受的教育中，面对危险、困
境，家长或社会舆论通常采取的方式
是禁止。譬如，禁止玩水，禁止玩火等。
而西方思维则更强调如何应对可能出
现的危险。在英文版的 PADI 教材中，
详细描述了各种开放水域中的突发状
况和处理方法；而不是说，既然海里这
么危险，那就干脆不去。

其 次 ，要 正 确 评 估 自 己 ，量 力
而行。

休闲潜水是项危险系数不小的运
动。每次下水前，我们都要和潜店签署

“生死状”，并承诺没有患一系列不适
宜下海的疾病。我在哈罗德报名时，工
作人员听了我的情况介绍，便建议我
参加一日两潜的套餐。尽管一日三潜
的性价比更高，我还是听从了工作人
员的建议。后来，在当中一潜时，我的
潜导告诉我，这个潜点洋流频繁且猛
烈，并不适合初级潜水员。如果，我当
时刻意隐瞒自身情况，就算潜店不会
去追查、核实；但最终陷入危险境地的
人还是自己。

最核心的一点是，在 PADI 的思
维模式中，即便你处于性别弱势、体能
弱势或有其他弱势，也必须承担起应
负的责任——“只有自己才能为自己
的生命负责”。

譬 如 ，在 水 下 ，即 便 大 家 都 是
OW，或 AOW，但每个人的水性和潜
水能力参差不齐。证书是有水分的。有
任何疑问，必须自己主动提出，甚至可
以临阵放弃潜水。按照潜水守则，任何
级别的潜水员都不能单独下海。但即
便有潜导、有潜伴，但在开放水域中，
大家都可能面临危险，你不能指望潜
导或潜伴为你的粗心或错误买单；他
们也得先保障自己的安全，才能对他
人施加援助。

吕克·贝松执导的《碧海蓝天》是
一部以水肺潜水为主题的影片。片中
男主角杰克（让·雷诺饰）这样描述“潜
水”：“慢慢滑向大海深处，就好像这滑
行永远没有阻碍，没有尽头⋯⋯”潜水
运动是如此魅力非凡；只是，在奇幻的
海底世界背后，需要我们近乎严苛地
遵守各项潜水守则，需要我们更自律、
更自省。

享受生命与珍惜生命就像一枚硬
币的两面，彼此相依，无法分割。

潜安，安潜！

张 琛 文/图

菲比寻常系列之三

APO 岛遭遇上升流
我出生于1982年，是地地道道的常

州人，我们这一代人曾经被称做“小皇
帝”“小公主”。我们的童年没有数码产品
娱乐节目、没有恐龙园和嬉戏谷、也没有
各种培训课辅导班，但我们有人民公园
花鸟玩具市场和红梅公园动物园、有南
大街新华书店和工人文化宫，我们有自
己单纯的岁月、简单的快乐。

因为家住得近，所以很小的时候就
去过文化宫了，可以说她一直伴随着我
成长。30 多年来我经历了改革开放中家
乡的巨变，也目睹了文化宫的不断变迁。

最初是跟着父母去文化宫的，隐约
记得大院里种了很多棵树，里面有座
庙，后来得知叫文庙大成殿，大剧场外
的几根柱子很是宏伟，来来往往的人也
很多。从老一辈口中了解到，那个年代
常州市很多重大会议都是安排在文化
宫召开的，所以平日里人很多。后来看
报道说上世纪 80 年代文化宫里还有溜
冰场，是当时年轻人热衷的场所，不过
我肯定没见到过，应该是我年龄小，大
人没带我进去。

我读的是新坊桥小学，在青果巷东
首，离文化宫是非常近的，当年春秋游必
去红梅公园，而当学校组织大家看电影
时，首选必然是文化宫剧场了。那时电影
正式放映之前大屏幕都会先播一段科教
片，算是一种科普方式，哪个影院都是如
此。我还记得当年小学组织在文化宫看
了一部叫《大气层消失》的电影，讲的是
毒气泄漏造成环境污染的事情，结局很
悲壮，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当时的延陵路是常州最繁华的一条
路了，文化宫也处在绝对市中心的位置，
对面是中联商场和常州饭店，一旁是香
港摊和韶山副食品店，再往西走可到南
大街。在娱乐项目和物质资源还不是那
么丰富的年代，文化宫商圈绝对是常州
人游乐购物的第一去处了。除了去文化
宫看电影，放学后我和同学也会去里面
看热闹，毕竟那时作业少，小伙伴也多，
小学生有大把时间玩耍，家又住青果巷，
晚上和大人散步都会走到剧场楼下，可
以说三天两头就会去文化宫瞅瞅，所以
对于她的变化我也是历历在目。进入 90
年代，文化宫正对面建起了购物中心，开
了迪斯科广场，文化宫周围也就更热闹
了，可以说常州人逛市中心必去文化宫。

因为地理位置，平日里文化宫公交
车站都是站满了等车的人，逢年过节时，
延陵路和平路十字路口必然是摩肩接
踵，人潮涌动过马路的场景今天来看都
很震撼，我印象中靠西南角的文化宫岗
亭里也一直都有交警执勤。记得读小学
那段时间，文化宫大院门是靠着延陵路
的，进门后要走一段路才到剧场，大院里
的树已经移走了很多，院内路的两旁开
起了小商店，卖磁带卖古玩，中间是游乐
场地。我第一次玩碰碰车就是在这里，看
的人比玩的人多，自己踩着踏脚攥着方
向盘在场内和其他人对撞，接触在天花
板上的电杆爆发出点点火花，引得场外
围观的人群阵阵尖叫，用现在的话说就

是感觉很拉风。文化宫剧场楼下的台球
室和游艺室也吸引了很多年轻人，不过
当年老师教育过学生不进“三室一厅”，
我和同学去了也就是围观的角色，心想
等长大些再来玩。90 年代看电影时还不
流行吃爆米花，所以剧场一楼设了食品
店，我进去买过零食，只记得花生米价格
比家门口小店要贵。

当年的文化宫大院是非常宽广的，
围墙东边有所中学，叫二十一中，母亲在
读时名为一初中，曾经是常州首屈一指
的初级中学，再往北走几步路就是教育
书店了，是当时学生购买各类教辅材料
的主要场所。读中学后，去文化宫的次数
渐少了，上世纪90年代末期文化宫进行
人防工程改造，大院变成了大广场，周围
一些老店铺不见了，二十一中则被合并
改名为实验初中，教育书店也不存在了，
延陵路与和平路都拓宽了。再往后，文化
宫广场上又造了喷泉、挖了地下商场，但
人气似乎已经不比当年了。在我大学毕
业工作后，文化宫又几经改造，苏宁电器
进驻过，延陵路两侧建了 BRT 站台，过
马路要走地下通道了⋯⋯老城区不断改
造，商业中心越建越多，人们休闲娱乐的
选择余地更大了，来往文化宫的人变少
了，文化宫已略显寂寞，周围没有以往那
么热闹了，远远望去，只有文化宫影剧院
还孤零零矗立在原地，见证着常州城的
不断发展。

近年来文化宫进行了修整，双层影
剧院设施全面升级、文艺体育培训中心
生源火爆。随着常州地铁工程开工，文化
宫广场正在封闭重建，今后文化宫站将
成为常州地铁枢纽站。有幸在市总工会
工作，每天可以站在窗前看着工人们在
施工现场挥洒汗水、看着新文化宫广场
逐渐成型。中联商场已经退出了历史舞
台，购物中心也将重建，文化宫的老邻居
们都改变了。时代在发展，历史在前进，
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文化宫会再成为城
市名片，重新成为常州人民休闲娱乐、学
习知识、陶冶情操的胜地。

当电视上的球星影星都比我们年纪
小了，当同学们都传来结婚生子的喜讯，
当每个月都在为高额房贷努力时⋯⋯我
们才意识到经历过的那段日子，已经不
可能再回去了。时间总要流逝，我们总要
长大，带不走的只有记忆，已经 60 岁的
文化宫就是我们童年的回忆，他伴随着
几代常州人的成长，带给了我们无数欢
愉的时光，他会永远刻在我们记忆中那
些意气飞扬的日子里。

陈希安

记忆中那些
意气飞扬的日子

飞机上拿手机掐字，味道不错。
人类自诞生伊始，迁移就成了成长

路上的必修课，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
方的过程，催生了忙碌和劳累，却也催生
了捋不清的乡愁。

高考时想着诗和远方，就一拍屁股
去了我所想的最远的地方。

从江南到了海南，不同的除了口音
还有温度，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
想到最多的，却是种种舌尖上的滋味。

我一直觉得，最能表达乡愁之类种
种情感的办法里，文字绝对是最无用的
手段。说再多的中秋佳节，如何诗意美
妙，不如闻一闻艾蒿的辛辣气息。写再多
的季节更替，不如摸一摸十全街上的梧
桐。描述再多的团圆，也不如给自己倒上
一碗冬酿酒，酒入喉头，隐隐泛起来的却
是家中昏黄的灯光。

对我而言，最忘不了的，却是一碗面。
在苏州时，吃面已经成了血液中的

习惯，满街都有的陆振兴朱鸿兴，好像那
时候能选择的东西也不多，也没有现在
所谓的选择恐惧症，饿了的时候大多是
去吃一碗面，再点一碗小馄饨，热气腾腾
的端上桌，面条根根分明又排列整齐。端
上桌了却不急着吃，要先用筷子将面挑
起，店里风扇吹着面上的蒸气，吹到给自
己脸上氤氲出一层水雾，像是这一碗面
条给人的拥抱或是温柔一吻。面条偏硬
的多，加了碱的机制面，能在嘴里分辨出
咬断每一根面条的力气，带着汤汁香气
在嘴里爆开，心里对这碗面的期待便是
得到了着力点，宛如一拳头打透了挡着
光的木板，从内到外地舒服起来。

除了单纯舌尖上的体验，更多的是
附着在味蕾上的记忆。

青团子里包裹的春天，肉月饼里埋藏

的团圆，萝卜丝饼里带着放学时的满足。
还说面。同样也有一碗面，记载了我

高中三年匆忙的记忆。
六中的早餐总是提供面条，三块钱

一碗，白色泡沫碗装着，浇头有雪菜肉
丝，香菇，扁尖肉丝等，因为价格便宜，味
道也随着分外好吃。每天早上的食堂窗
口，总能排起长队，教室里作业的传递带
着面条的香味，有时迟到了被老师罚站
在教室门口外面，表面不动声色，内心却
暗自得意：嘿嘿，料你也猜不到我背在后
面的手里还端着一碗面！听着老师早自
习的讲课声，自己却在门外偷偷吸溜着
面条，内心隐隐地透出点优越感来。

有时买了面来不及吃，便赶着去做
早操，做完操回来，面条吸透了汤汁，胀
成了满满一碗，有的同学就喜欢这么吃，
我是从来不会这样对待面的，觉得面条
泡得这般胀，便少了丰富的口感，可是看
着早操回来的同学吃得香甜，也忍不住
偷偷咽着口水，食意大动。

大学的寒暑假回家，总是还要和老
同学一起去六中吃碗面，吃着笑着，恍惚
回到了高中的时候，一下子当时的记忆
和感觉就都涌了上来，记忆里的人儿鲜
活明亮，说着笑着一起吃着这一碗面。

余光中各个时候有各个时候的乡愁，
可是我觉得，味觉是人所共有的，不分年
龄的思绪载体。在异地的饭点，每顿都是
看着手机上的软件，想着点什么外卖，惘
然间想到当初自己在苏州和朋友吃着聊
着笑着的情景，突然间就悲伤了起来。就
有一个忧伤的乐段，从耳际腾起，缭绕不
散，最终似乎是从鼻腔喉腔吞咽下去。

红眼航班上掐字，周围人都似睡非
睡，我想到机下迎接我的故乡，连吞了两
口口水。

刘泰然

舌尖上的故乡
青枝绿叶，在热水中恣意沉浮舒

卷。像飞天舒广袖，袖中还有太湖碧
螺、虎跑龙井、黄山毛峰、庐山云雾、武
夷乌龙、峨眉雪芽、六安瓜片⋯⋯等
等，一一抖落，一杯清香四溢的茶汤，
便在老茶客们感恩天地造化中吱吱有
声地咪进嘴唇，滑过舌尖，滋润喉壁，
落肚为安。

吞咽入喉，往往会伴随一声“嗨”
的感叹，像不自觉的呻吟，更像诗歌朗
诵中开头的那一声“啊，长江——”

“啊，黄河——”但喝茶人这声“嗨”后
面，似乎没有任何后缀。听得多了生联
想，我就疑心这声“嗨”，其实是对茶水
滋味的赞叹之余，也对杯中茶叶最后
归属的感叹。随着茶水续一次淡一次，
杯中茶叶渐渐走向残茶，走向年迈色
衰，最后就被弃之如弊履，让人感叹。

我听说，湖南人喝完茶要连茶叶
一同嚼烂咽下，这让我很觉得温暖。但
细细留心看看，似乎也还是一倒了之。

从感情上说，我以为这是对茶的
不敬。望着杯中雀舌一样的实在从感
情上说不过去。

我知道，残茶如果晒干了，放在洗
手间，是能够吸附和祛除异味的，这是
对残茶的一大开发。

我还知道，这晒干的残茶，还能
填充了做茶枕，有祛热解暑之功效。
我看到过上海作家陆星儿的散文，她
在怀孕期间，就开始为怀中宝宝筹备
茶枕，乐此不疲地收购办公室里同事
喝剩下的残茶，倒完人家的残茶，她
还不忘将人家的杯子细细洗刷一番，
以示感谢。但笑话也是有的。她这个
准母亲在收购残茶中，一心只有对腹
中胎儿的构想，没有发现有的同事杯
中茶是刚刚泡就，尚未啜半口，也被
她当做残茶给收拾了，并洗刷杯子。

同事当然也不会怪她，毕竟茶叶只有
这么多，可重新再泡。何况这茶叶又
没有丢弃，还在一个准妈妈的想象中
久久地沉浮舒卷着呢，在不久的将来
眠歌中甜美清香着呢。

只是，可惜陆星儿早早成了单亲
妈妈。更可惜的是，她又早早地去世。
我不知她儿子长大后，端起茶杯会不
会想到他的母亲，会不会哪天突然思
念难忍，抱起茶杯痛哭一场。

这是个伤心的话题，我们点到为
止。但犹可继续着星儿对残茶的开发，
写新的小文。星星点灯，烛照文思。

我倒是有了点思路。就是将残茶
晒干后，放在留给冬天穿的棉鞋里，让
棉鞋留有残茶的余香。想想看，到了冬
天，穿着这样茶香缭绕的棉鞋，那可真
是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脚下独好！

同理，眼下，我就将这个干残茶
请到了凉鞋底,光脚踩上去，碎末的

余香弥漫在脚底和鞋底，汗脚就不会
有异味。这样，也就不能不联想到陆
游《咏梅》中的佳句：零落成泥碾作
尘，只有香如故。这残茶与梅香瞬间
便没有了隔阂，她们完全可以平起平
坐，沾亲带故。

这样一开发，这样残茶思路一
拓 展 ，再 泡 茶 喝 茶 ，味 道 就 大 不 一
样。你看看杯中的飞天们，比女为悦
己者容的女子，更加巧慧灵动，更加
容光焕发。

这样善待一杯茶，就让自己无言
的宠爱，从上雅到下，从里雅到外，从
形雅到神，从前世雅到今生。

天地间万物，均能用一己爱心，捧
为圣物，自己也就顺带沾上圣气了。

不信，请依葫芦画瓢一试，保君这
天的茶一定会香在唇间，也香在脚丫。
走路，也就踏足在陆游的诗句中。

老 九

残茶与梅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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