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毗陵，常州的别称，地处长江和
太湖交汇处，为江南核心区域。这
里物产丰饶，日常饮食多姿多彩、千
变万化。翻开《毗陵味色》，馄饨馒
头阳春面，青菜豆腐银鱼羹，五十篇
散文讲述常州家常饮食，如展开一
幅锦绣长卷，炊烟袅袅香气氤氲中，
丰富的食俗关涉史地人文风物掌
故，展现着悠久醇美的吴地风俗社
会风貌。

第一篇《八月十五蹲鸱甜》，就
让我这北方人大开眼界。鸱，想象
中凶猛的鸟，怎么甜？原来蹲鸱，芋
也！鸱鸮蹲下来，就不是鸟了，是软
中带糯的芋头。很形象吧！每到八
月十五，常州人家家户户烧芋头。
蹲鸱还是文人墨客笔下名角。《史
记》《汉书》有记载，古代文人骚客对
它歌咏再三，陆游、王显世、八大山
人都留有诗句，以“海上生明月，天
涯共此时”唱绝千古的张九龄还有
段与此相关的故事——

“张九龄时任宰相，听说大将萧
炅因战功而自傲，恰逢八月中秋，张
总理派人送礼物到萧府，附了张条
子，意思是中秋到了，送点蹲鸱与你
过节。可怜的萧将军，回了封信给
总理大人，说芋头收到了，那个蹲鸱
没有看到，是不是给差人吞了？请
张总理明鉴。张总理将萧炅的回信
在朝中传阅，成为朝堂著名笑话。”

“桃花流水鳜鱼肥”“正是河豚
欲上时”“莼鲈之思”“周妻何肉”，与
饮食相关的诗词典故妙闻趣话在书
里琳琅满目俯拾皆是，读起来却并
不沉闷冗赘，而是被解说得妙趣横
生。作者在《别趣》中说：“一直想写
一篇不扯到古人、不引用典籍，纯粹
就饮食说饮食的文章，却找不到合
适的食物。”江东之州，常州为大，古
代多少文人墨客、帝王将相与此地结
缘！一条鱼，一碗肉，一缕面，不是牵
扯到吴王阖闾，就是西晋名士张季
鹰，要么刘禹锡，要么苏东坡，占尽风
流。要想避开，谈何容易。所幸的是
文章博学却并非食古不化，一切自然
展开，读者在悦读中体会：作者着意
展现的是“常州人千年不变的生活”，
以真挚的“一瓣心香”化为文字，“为
常州食物留下点念想。”

常州襟江带湖左右逢源，天赋
美食，突出一个“鲜”。《常州三鲜》将
这里的“地三鲜”“树三鲜”“水三鲜”
一一道来，语言也不拘一格地鲜灵
鲜活：“清明以后，长江水温回升
……青春期的鱼们，尤其是鲥鱼、刀
鱼、河豚这三种，属于鱼类中的早熟
青年。早熟青年的特点，是会谈恋
爱，不教自会。荷尔蒙丰富，多巴胺
爆棚，面容姣好皮肤紧致行动敏捷
浑身散发莫名其妙的香氛让异性难
以自持。”什么能鲜过青春期恋爱的
气息！读到此处，何止食指大动，心
都激动呢。作者张戬炜是地道常州
人，生活之泉的长久浸润，才有这样
独特的体悟和想象力，才能把这“水
三鲜”描述得活色生香。

怎样烹调才能保护和发挥食材本
身那来自江湖的鲜，常州人自有绝
招。《水火之上》告诉你老常州人怎么
蒸：“蒸刀鱼的最高境界，是不入甗
甑。把刀鱼钉在锅盖上，沸水蒸煮。
374.5℃的水蒸气中，十分八分钟后，
揭开锅盖，盖上仅剩鱼骨一具，鱼肉，
丝丝缕缕，落入汤中。”锅盖想来是木
质的吧，热气蒸腾中，灶旁静候刀鱼入
汤的一定是温婉聪慧的女子，她简直
是把细腻与柔情都调进汤中了。要多
耐心多热爱，才能构想出如此奇妙的
烹制手法，真是个中滋味，岂可言
说。“于水火之上，得食物本味”，作者
的食趣与情趣所在，更令人回味。

吃什么，怎么吃，接下来当然是为
什么这么吃，这就是一方水土与历史
文化孕育交织形成的风俗。风俗具有
普遍性，用书里话说是“人人懂，家家
办”；风俗也是独特的，书里还说“此地
与那地的人，生活习性不一样”。《冬季
胡葱烧豆腐》《家祭菜》最能体现常州
人独特的风俗习惯。作者探索考据，
引经据典，层层剥茧，得出结论，令人
信服。

常州历来被誉为“千载读书地”，
文教之风昌盛。富庶之地，百姓知书
达理，更懂得刚柔相济。《青石浮玉》讲
青鱼，青鱼头部一块能硌碎田螺的神
奇“石头”，“常州这座城市，城市性格
为‘南人北相’，就是说，虽然是南方城
市，但天赋禀性，却是北地性格，嚼得
烂石头打得动铁……譬之于鱼，青鱼
虽然眷恋江南，但其性格，也是‘南鱼
北相’。”“欺软怕硬没意思，要吃就吃
硬货——青鱼吃的是田螺……青鱼头
部有一块骨头，田螺经过时，被这块骨
头一压，壳破肉出。就像人类会吐鱼
刺一样，青鱼会把田螺壳吐出……那块
神奇的骨头，名字叫‘青鱼石’。”心性好
强，咬钢嚼铁，也温和敦厚，善精打细
磨，一碗剩饭也能吃出滋味来，读《剩饭
之美》，江南人的精细节俭，对食物的耐
心善意，全在其中。残羹冷炙在常州人
手里“能弄出泡饭与炒饭这两种令人想
念的美妙风味来，可见餐桌上所用功夫
之深”，把剩饭的滋味拌合着浓浓的乡
土记忆端给读者，作者的笔力着实令
人叹服。认识常州风物，认识常州人，
读此书可窥一斑而知全豹。

作者深谙“食”与“天”齐的道理，
他对食物的敬惜和热爱源于祖母，源
于江南人敬天畏命的天性。应该是喜
爱得着迷，所以对食物的描绘充满诗
情画意，美得让人叹为观止。读过这
本书，再进厨房，发现自己的目光都不
一样了。

让我肃然起敬的，更在于作者勇
于求真，善于揭示历史真相。比如他
对野生黄鱼、松江鲈鱼、鲥鱼、中华绒
鳌蟹等灭绝生物的描绘和追思，让人
看见人类是如何享受自然、亲近自然，
然后失了边界，使双方濒临险境。读
之不禁叹惋。

《毗陵味色》，丰美妖娆，耐人寻
味。读来读去，禁不住舔舐嘴唇，身在
北国，想念起江南。

于 勤

常州出品

耐人寻味的《毗陵味色》

年初《清平乐》剧热播，还原了宋
仁宗在位42年治天下的官家生涯，生
动描摹出一幅北宋太平盛世的社会图
卷。清雅明秀的古韵服化道，起伏跌
宕的剧情流转，自带槽点的主角人设，
频频抢占微博超话热搜，似一盅疫情
家居季里的功夫普洱茶，直至5月中
收官终了余味犹然。

不过纵观仁宗盛世，不乏插
曲。《清平乐》41集皇子最兴来染瘟
疫不幸早夭，长公主徽柔一同染病
大难不死奇迹般康复。边追这部宋

宫剧，边关注到商务印书馆推出的
韩毅研究员的《宋代瘟疫的流行与
防治》——一部中华古代疾病史研
究的学术力作。

韩毅先生为中国科学院自然科
学史研究所研究员，主攻医学史和疾
病史。通读全书，著者功底扎实，治
史严谨，论证详备。宋史研究专家王
曾瑜先生欣然为之写书序并高度评
价“治史者往往不懂医，而懂医者往
往不懂史……韩毅先生显然深知此
理，决定广泛研究中国古代医疗史

外，也学习中医理论，这当然是要下
苦功夫的”。

据著者统计，宋代约发生了293
次传染性较强的疫病。书中仅宋仁
宗时期，便列举出不下30次地方疫
情史料，回望安定祥和的仁宗时期，
实质上亦常年饱受大小疫情的滋扰，
疫情给仁宗治国安邦带来了严峻考
验，抗疫政策的制定也离不开朝臣的
群策群力。

宋代疫情死亡率高，传染面广，无
力研制疫苗，究竟如何来应对疫情危

机呢？宋朝政府大多勇于作为，施行
多项政策控制疫情蔓延，不少官员也
亲力亲为，个别甚至牺牲在抗疫事业
之上。传统中医药也派上了大用场，
如苏轼所撰《圣散子传》，宋代广泛应
用于治疗疫病、伤寒和瘴疫等。中药
圣散子价格低廉，卓有成效，仁宗嘉佑
年间“得圣散子痊活者，不可胜记”。
运气说也被纳入疫病预防，提倡顺应
节气，预防疾病。同时，民间也积极发
挥自身的力量，捐赠钱物，救恤民众，
主动开展自救。

不过，宋代应对疫情也存在许多
局限和不足，如对疾病成因缺乏科学
的认识，“信巫不信医”，染瘟疫者无钱
买药或乱服药物致死，或被亲属狠心
遗弃，“阖家避之，病者多死”。

1934 年 1 月，沈从文回故乡湘
西，给妻子张兆和写信道，“一本历史
书除了告我们些另一时代最笨的人相
斫相杀以外有些什么？但真的历史却
是一条河……我看到小小渔船，载了
它的黑色鸬鹚向下流缓缓划去，看到
石滩上拉船人的姿势，我皆异常感动
且异常爱他们。”

疫情凶猛，人生逆旅中难得的空
档期，沉潜数月静心阅读洗去胸中尘
垢，参悟生命本源，观照无量世界。哪
怕戴上防护口罩，心与心的距离也未
应疏远，共读璀璨星河的万千姿态更
延展了我们的渺渺人生。新冠无情人
有情。惟望疫情退散，夏木成荫，阳光
洒满每一处生命的罅隙，蔚蓝晴空乍
然重现，度过一劫的人类一早醒来便
是渴盼已久的新生。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
春”。岁月长河永不尽流，历史上华夏
儿女屡屡经受疫情风波的考验，依旧栖
居大地生生不息，勠力守护共同的家
园。而历经此次疫情的冲击和洗礼，我
们更须常怀敬畏之心，善待天地万物，
悲悯人世疾苦。历史洪流不会因一次
新冠而淤滞，路绕过这一段蜿蜒曲折定
会越走越宽。

长河不尽流
蒋正聿

麻糕，或者确切地说大麻糕，大
多数地方喊烧饼。泰兴的黄桥烧饼
就很好吃，咸鲜松酥，只是个头小了
点，顶多两口就可以吃完一块。

老有人爱追溯历史，说常州大
麻糕起码150年了，因为洪亮吉写
过“白云溪倪婆制糕，葛仙桥汪三制
饼”，我翻《洪亮吉集》也没找到饼是
麻糕的说法，那饼说不定是“虾饼”，
常州的“虾饼”也很有名的。我看黄
桥烧饼也说150多年历史了，其实
这两种东西食料、做法差不多，只是
大小之分而已。真要寻根，《齐民要
术》是本很好的出生证。

常州大麻糕椭圆形，所以也有
说它“草鞋底”的，很形象，这喊法主
要是因为那时吃大麻糕的大多是那
些穿草鞋干体力活的人。

我的文友很多，时常收到各种
礼物。比如雍措会给我寄康定的鲜
松茸，赵勤会给我寄新疆的糜子酒，
黄璨会给我寄甘肃的“三泡台”，我
回寄些什么呢？常州的萝卜干还是
大麻糕？好像只有梳篦还算可以拿
得出手的东西。如果我寄盒大麻糕
给贾浅浅，说这是我们常州的特产，
她大概会啃了两口皱了皱眉嘟哝一
句，没法和肉夹馍比。

因为，我看见“常州大麻糕”字
样也会头皮发麻，口干舌燥。

在我老家西夏墅镇上一条巷子
口的大麻糕摊上，依然摆放着这些
器具：面缸、擀面杖、馅操、刷子、撩
里、桶炉和铲子。做麻糕的师傅熟
稔地完成和面、醒面、搅拌、揉搓、成
形、烘烤的工序。上等猪板油、上等

白面粉、优质脱壳白芝麻——麻糕，我
自小钟爱的椭圆型：香脆松软、馅酥味
鲜、葱香扑鼻。烘麻糕的圆柱形铁炉，
炉内表是积得厚厚的坚硬灰泥，将反
复擀捶擀扁、皮薄中厚的糕坯贴入烧
热的炉内，小火烘烤，四五分钟铲出。
这里制作考究,注重火候,做出来的麻
糕，虽没有金黄色的神韵，可层次分
明：先剥一层芝麻脆皮，然后揭了很薄
很酥的一层油皮，再揭很有咬头的一
层面皮，再揭中间有味道的一层馅皮，
再一层馅、一层面、一层油、一层脆
底。皮薄酥重，口感独特。不像流水
线上纪念品式批量产的常州大麻糕，
基本上只剩虚名：芝麻少、面皮僵、油
馅薄，一块麻糕就三杯水还咽不下去，
让人生恨。小巷口制作麻糕的师傅，
就像《貂之舞》中的“提拉抬爷”，有耐
心，愿意消耗体力，为了证明自己还活
着，还有用，还够强壮，还没有老……
事实上又不得不老了。

五毛、一块、三块、五块、八块、十
块，我所熟识的“椭圆型”大小没变，价
格不断涨，我担心的是，十五块还没来
的时候，这好手艺又被丢了，想吃也吃
不着。这不，再次到街头寻觅之时，已
经找不到。有的也只是电烤箱做的麻
糕，长方形，小，每个一两块钱，便宜，
却没有了远古记忆传递而来的碳火气
息。

常州大麻糕是桶贴的大麻糕，得
一出炉就吃，哪怕我从麻糕摊拎到家，
耽搁了十几分钟吃，那就不能太令人
满意了。那十几分钟恰恰是就着一碗
热腾腾的豆腐汤享用完一块大麻糕的
最美好的时光。

张羊羊

故乡的食物

麻糕

夜里的公交
空荡
三两个打工仔
棉被舍不得放在
地上
油漆桶也可以成为
行囊
一卷胶带、一双旧鞋
是林林总总的
家当
瘦削的
脸庞
有目光
穿越灯火阑珊
目的地
还在车灯照射不到的远方

张业华

夜里的公交

炎炎烈日炙烤着大地，蒸烤着这
座闻名的火炉之城，以及市中心这片
华光大厦的建筑工地。

午后的简易工棚内，工友们一个
一个光着臂膀，裸露着上身，穿着仅仅
遮羞的大裤衩，或四仰八叉，或蜷身侧
卧，很随意地躺在那一张张简易竹片
床上，享受着这一段难得的午间小憩
的惬意时光。

然而，工棚内的我，此时却没有丝
毫的睡意。因为，再过一个多小时，我
就要离开这片工地，离开不远处那幢
也有我砌过砖块的华光大厦，离开省
城，回到我的家乡去了。

我把扔在竹片上的几件简单的
衣服收拾完后，又从枕头底下抽出了
那几本趁雨天工地休息时，去新华书
店购得的《黄金时代》《青春》和一本
小说《人生》，还有前十多天分别从家
乡寄来的三封信！这三封信皆是我
村中小学老校长先后给我捎来的。
当我的目光再次投注在信封上遒劲
有力的钢笔字时，我的眼前仿佛又浮
现出了老校长那充满慈爱、充满期待
的目光——

那时，暑假还刚开始。一天中午，
我和二哥，刚刚从自家责任田忙完农
活回到家中，老校长便从门外追随着
我们进了屋。“小陈啊，你要去南京打
工，可有这事？你进城去寻些活计做
做，挣点钱贴补家用可以，可不要一去
不复返哦。”“咋会呢？”我回应道。“你

也知道，这些年来，咱村中小学，几乎
没有增添过一位教师。这不仅是镇上
没有分配指标给我们，最主要的是，咱
村镇中有资质可担当教师一职的人太
少太少，就我们全乡，这两年像你这样
参加过高考，没被高校录取回乡的高
中毕业生有几个？”

说完，他放下我二哥递给他的茶
缸，又开始说了起来，“今年暑假没开始
的时候，我就和其他两位校领导商议过
了，决定让你在秋季开学时，仍旧跟原
先教授的班级，继续担任班主任。”停顿
片刻，他又说道：“过两年，等教育局给
咱们边缘穷困老区机会，让一些复式班
老师带职进修，允许考师范的时候，我
也推荐你去，你看行不行？”

听老校长如是说，我没有发声回
答，只是轻轻喟然一叹。然后站起身，
给校长的茶缸里重新续满了开水。

他像是明白我的心思一样，立
即用目光紧紧地看着我，用另外一
种非常低沉的语调，重新跟我交谈
起来。

“小陈啊，我知道你一个月只拿三
十元不到的代课工资，确实是少了
些。你暑假里是不是暂且不要去省城
做工？留在学校，协助我做些校内杂
务，我会争取给你一些假期补助。”校
长也知道，我们合同制教师，在寒暑假
里，没有工资可领，可怜的乡财政是没
有这份支出预算的！

面对老校长这一番情真意切的劝

说和挽留，我仍然没有过多的言语，只
是轻声地对他说道：“校长，等过一段
时间再说吧。”校长不再勉强，也没再
对我说些什么。于是，他站起身，跟我
作别。

经过一整夜的思考，翌日一早，我
还是怀着一种对新生活的迷恋和向
往，提上简易的行李，迎着山间弥漫的
晨雾，踏上了通往小镇去的弯弯小路，
乘上了开往省城去的每天唯一一个班
次的长途客车。

“吱嘎，吱嘎”！我飞扬的思绪，被
对面床铺上传来的辗转反侧声截断
了。我注意到，这声响是住同一简易
工棚内我同村小学同学小虎翻身发出
来的。这时我发觉，小虎面对着我，

“是不是来劝你回去教书啊？你是不
是有些傻，你读高中把脑子读糊涂了
吧，你不会计算啊，咱们在这工地上砌
一个月的墙，挣的钱就抵得上你在我
们乡下教半年的书了。再说，你教书，
寒暑假又没有工资发给你。听咱村小
明说，工资每月还不能准时到手。你
还是留在这里，跟我学习学习砌墙手
艺吧。过不了三五年，我保证，咱们都
可以回老家造房建屋去。”

我矛盾至极。我何尝不会计算
呢，我高考数学可是得了八十七分
呐！我会算出，我教半学期书所得
的工资、奖金、津贴，合计起来也不
及在华光大厦工地上打短工，辛苦
四十五天挣的汗水钱多。这些钱，

还躺在我的口袋里呢，可此时此刻，
我的手中攥着三封老校长沉甸甸的
催促信！

也许是小虎的嗓门变大的缘故
吧，住在同一工棚里面午休的其他工
友，有很多人都被闹醒。

“陈老师，你看来还是吃不了这里
的苦哦！”他们劝说至最后，几乎都是
同样的话语。

“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工棚
外，一阵急促的哨子声传来，那是下午
工友们开工的信号。

看着一个个相继离去的背影，我
真想对他们大声说“不”。时间已经不
允许我再作犹豫，我必须立刻动身，让
小虎用借来的自行车，载着我，从金陵
窑厂附近的工地所在，赶赴中央门长
途客运汽车总站，不然，我今日就无法
赶上回乡的那辆班车。

提着简单的行李，坐上小虎骑行
的自行车后座，我离开了这片挥洒了
我四十五天汗水的建筑工地。我再次
看了一眼那日渐向上提升高度的华光
大厦，那幢曾有我参与并砌过砖块的
还未竣工的高楼，心里默默地思索起
来，教书，不也是另一种“砌墙”么……
我乘坐的汽车，在经过近四个小时的
长途奔波后，仿佛驶进了另一个天
地。这里，青山绿水，清风送爽。广袤
的田野上，一片片嫩黄色的稻谷随风
荡漾，给开着汽车玻璃窗的人们送来
了一阵阵稻谷的清香。

夕阳西下。当长途汽车在小镇车
站停靠时，当我的双脚刚刚站立在家乡
的泥土地上，眼前出现的一幕，让我的
双眼在突然间变得模糊：一群我先前班
上的学生，冲着我围拢过来。他们一边
争先恐后地喊着老师，一边抢过我手中
的行李……

前面，老校长站着，笑着。

王亚龙

返乡的步履

吉金留影之万岁 (颖拓） 高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