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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到南京參加一個文化活動，午餐時
吃的便飯，八菜一湯，葷素各宜，簡約而實
惠。其中有一菜一湯引起了我的興趣，那菜
式是薺菜肉絲炒年糕，滿滿一大盆，堪稱海
量，眾人一見都驚訝叫出了聲，品嚐之，年
糕的滑糯、薺菜的清香和肉絲的鮮嫩都很突
出，吃得每位朋友都嘖嘖稱好，說這道亦菜
餚亦點心的炒年糕委實好吃，既能令人胃口
大開，也能讓人胃納充實，是點心當菜的範
例，尋常中有不尋常的創意。大家正品嚐着
炒年糕，一道熱騰騰湯上桌了，看上去像是
雞煲什麼的，因為湯鍋麵上一層黃橙橙的，
幾乎看不到熱氣，當大家開始用勺子舀它的
時候，卻意外發現除了雞塊，居然還有一隻
隻小耳朵模樣的縐紗餛飩沉浮其間，又是一
個驚喜，這不是在雞湯裡下了一把小餛飩
麼？這不能不說，又是一個點心入饌的極好
創意。
點心入饌、點心當菜其實是很傳統的一種

做法，無論酒家飯店還是尋常家庭，不經意
間就會來上那麼一招，薺菜肉絲炒年糕就是

一個範例。記得我母親就經常會將這道亦點
亦菜的炒年糕端上餐桌，引起我等兄弟姐妹
的歡呼雀躍。早年食品供應緊張、什麼都要
憑票的年代，炒年糕中即使不見肉絲的蹤
影，只要在薺菜或白菜中兌點兒豬油，那一
股香鮮已經讓我們饞涎欲滴了。那時吃炒年
糕通常是就粥的，如果佐飯的話未免太過奢
侈啦，而且薄粥搭配炒年糕也是罕有的享
受，只有在臘月年糕上市時才得以品嚐得
到。與炒年糕相近的點心入饌者還有癟子
團，也多半是臘月裡才有得享受，磨粉過年
了，有了糯米粉就有了吃癟子團的希冀。
相比之下，年糕入饌的機會更多，如今盛

行的川菜湘菜中的香辣蝦香辣蟹燒雞公，都
必放年糕，寧波條頭年糕抑或手指年糕之
類，只要放入香辣蝦、香辣蟹或燒雞公，立
馬變得異常美麗動人、美味宜人。只要那款
香辣蝦或蟹或雞登場，相信大家筷子率先搛
的就是入味透了的年糕，有幾塊年糕墊飢，
品嚐別的美味佳餚才有料啊。
曾經在洛陽吃過那裡的特色燴麵，燴麵也

是點心入饌的一個範例，而且有着悠久的歷
史。中原人挺實在，常常把麵食當作菜餚來
烹調的，燴麵中葷菜素菜都分量足足的，然
而它們都是輔料，真正的主角是闊且滑爽的
大刀麵。我在品嚐燴麵的時候，就看到有的
客人用燴麵當下酒菜呢，真正的點心當菜，
兩全其美！比之江南有些吃客就着一碗湯麵
吃老酒要豐盛多矣，現在江南麵館吃早麵的
時候還時常能見到下酒就麵的吃客，當然，
條件改善，就酒的麵當屬澆頭麵啦。麵澆頭
就酒，麵澆頭吃盡了，留一口酒，澆入燙燙
的湯麵裡，酒香共麵香升騰，這是老酒客老
麵客認定最佳的境界。
我吃過的同樣將點心入饌的還有淮安的小

魚鍋貼、徐州的地鍋雞，都將麵餅貼在煮魚
或煮雞的鍋沿，讓麵餅充分吸收主菜的湯汁
味道，自個兒也成了菜餚，讓品嚐者感到分
量足足的，耐飢又好吃。
話得說回來，南京人將小餛飩下在雞湯裡

當菜餚也是個不錯的辦法，我將依法炮製，
使之佳餚美點兩全其美！

中國文壇，賈平凹是謎一樣的人物。出生在農
村，生活艱苦，初中一年級因「文革武鬥」停
課，兩年後拿了個初中畢業證書回家務農。因能
寫毛筆字能編打油詩，被家鄉水庫工地聘用，後
因表現出色被推薦上工農兵大學。26歲榮獲全國
首屆優秀短篇小說獎，至今出版長篇小說16部，
短篇小說、散文、雜文等各種文集幾十部共一千
多萬字，榮獲茅盾文學獎、魯迅文學獎、人民文
學獎、美國美孚飛馬文學獎、法國費米那文學獎
和法蘭西文學藝術榮譽獎等國內外各種文學大
獎，作品被翻譯成英、法、德、俄、日、韓、越
等20多個國家文字出版。除了文學上的成就之
外，賈平凹還研究書法、繪畫和文物，取得了一
定的造詣，受到收藏市場的青睞。走在西安城
裡，隨便拉住一位行人問問，沒有不知道賈平凹
的。這樣一個人物，你說不是謎是什麼？
3月18日去西安參加中國作協舉辦的一個會
議，臨行心裡閃過一個念頭：到西安，見賈平
凹。要見賈平凹，可不容易。據說他的家門前，
每天登門拜訪者絡繹不絕。本以為會議期間能見
到他，但開幕式上傳來消息，他因感冒不能出
席。後經私下聯繫，賈平凹答應20日下午在家見
我。
20日下午5時，我扣響了賈平凹家的門鈴。叮
叮噹噹的門鈴響後，身穿夾克的賈平凹先生開了
門。沒有傳說中的傲慢和冷漠，平凹先生熱情地
將我請進他的家門。欲換拖鞋，他不讓，將我請
到書桌前坐下，親自為我泡上一杯綠茶。接着遞
給我一支香煙，我告訴他我不會吸煙，平凹先生
將煙收回，我以為他要吸，結果他將煙放在了書
桌上。書桌上放着一個很大的墨盤，平凹先生在
墨盤前坐下。簡要詢問了這次會議的情況後，說
他這次會議由於感冒，只見我一個人，回去不要
講，我點了點頭。平凹先生翻閱起了我帶去的散
文集《童年的酸鼻子樹》。這是我去年出版的最
新散文集，一年之內出了3版。平凹先生先看封
面，問我是兒童文學作品嗎？我說是寫故鄉、故
土和童年的作品，只不過出版社出於市場營銷，
按兒童文學作品來設計出版罷了。平凹先生看看
封底，再看序言，接着翻閱篇章，有的篇章他還
看得特別認真，臉上不時浮起微笑。

借此機會，我參觀起了他的工作室。上下兩
層，挑室建構，200多平方米。每個房間地上隨
處堆放着書籍、石雕、磚刻、根藝、缸盆，靠牆
都擺着木格玻璃櫃，下三格放書，上三格放古
董，櫃子頂上擺滿各種出土文物，有的是陶罐，
有的是佛像，有的像兵馬俑。那些佛像瓷的、陶
土的、銅的、半身的、全身的，都有，慈眉善
目，低眉順眼，給人一種佛殿的深邃。曾聽人說
賈平凹書房陰氣重，我看這是一種佛緣，平凹先
生在這種莊嚴肅穆氛圍中寫出的文章，是能夠洞
察世事萬物，打動人心的。
賈平凹的老家在陝西商洛丹鳳縣棣花鄉，父親

是鄉村教師，母親是農民，生他之前，母親兩次
坐炕都沒落住娃娃，於是將他降生在金盆鄉。平
凹先生是1952年農曆2月21日出生的。那年春
節，老家院壩門前來了一位白髮蒼蒼的叫花子，
大伯給了些食物，離去時，叫花子摸着門板說，
這個院子要出一個貴人呀。大伯以為是奉承話，
沒想到一個多月後賈平凹出生，20年後賈平凹在
家族眾多姊妹中脫穎而出，成為了大學生，這在
當時的農村，可是不得了的事情。賈平凹大學畢
業後到陝西人民出版社任文學編輯。19歲以前的
賈平凹沒有走出過秦嶺那片大山，大學時投稿屢
屢不中，1974年開始發表處女作品，1978年榮獲
全國首屆優秀短篇小說獎，此後一發而不可收。
知道賈平凹，那是20世紀的1983年的7月。那

時的我初中畢業後因家貧輟學，不甘心受命運的
擺佈，一心想通過文學創作改變自己的命運。一
個偶然的機會，讀到了賈平凹的散文《醜石》，
文中的藝術力量深深地震撼了我的心靈，於是我
想盡各種辦法，去找賈平凹的書籍來讀，《山地
筆記》、《心跡》、《故里》、《臘月．正
月》、《愛的心跡》，一本本書籍猶如一扇扇窗
戶，帶給了我一陣陣清新的氣息。那時剛剛打開
國門，實行改革開放，火熱的文壇正盛行意識流
風潮，意識流是從國外引進來的藝術表現形式，
用一位著名評論家的話來說，就是讓你讀不懂。
賈平凹則不然，他寫他的商州農村的故事，寫他
的人生感悟，寫他的親情，寫他的友誼，寫故鄉
的民風民俗。他的作品鄉土氣息濃，情感味重，
讀他的文字，感覺特別舒服。這在當時流派叢生

的中國文壇，是一股清新的氣息。真正讓賈平凹
名聲大噪的是上世紀90年代初長篇小說《廢都》
的出版。這部毀譽參半的長篇小說引起了極大的
爭議，貶責者說它是當代《金瓶梅》，給予無情
的批判，稱讚則說它反應了浮躁的社會現實。民
間私坊傳言，此書遭到了新聞主管部門的查封，
但傳言愈多，讀者愈多，書市上出現了不少盜
版，賈平凹處在了風口浪尖上。這以後，他很少
拋頭露面，有人說他玩起了失蹤……
一晃時間過去了幾十年。書桌前和賈平凹談起

這些往事時，他默默地聽着，不時「哦」、
「哦」回應兩聲。從對賈平凹的仰慕，談起了對
他作品的喜愛。我知道賈平凹不喜歡別人說他的
散文比小說寫得好，但事實上，他的散文讀者要
比小說讀者多得多。於是我給他開了個玩笑，說
我經常上他的當，從書店裡買了一本他的最新散
文集回去，扯開塑封後發現裡面只有兩三篇新文
章，全是舊文。話一出口我就後悔，真怕他生氣
了。不料他淡淡一笑，說：「是哦，是哦，我也
給出版社講了多少次了，要他們不要這麼做。」
於是我們又聊起了四川，聊起了成都，聊起了眉
山，聊起了我的工作，聊起了當代文壇上大家都
熟悉的人物。由於他已經翻閱完了我的散文集，
聊起來一切都是那麼的自然和親切。他說他以後
到成都打電話給我。
不知不覺中，時間過去快一個小時，我知道我

不能再打攪他了，於是提出合影。兩個人怎麼合
影呢？平凹先生說，我們自拍吧。於是我拿出相
機，拍了好多張。平凹先生還伸出兩個指頭掌穩
相機，我們拍了好幾張。接着我要平凹先生幫我
在他家照幾張，平凹先生照幾張後，說後面那四
個字沒照下來，又站上凳子，為我拍照。
離開的時候平凹先生執意將我送到電梯門口，

忽然問起我的屬相，也許是在研究人生的緣故
吧，他是想看看我們的緣分。進了電梯，在電梯
門即將關攏時，看着我向他揮手，說以後再去看
他，他也向我揮揮手，說，「下次去了聯繫」。

話說白泥位於元朗西部，面臨
后海灣，對面則為深圳蛇口，此
乃觀賞日落好地方，沿岸俱為泥
灘，部分為蠔田，出產流浮山生
蠔，兩條主要鄉村上白泥村及下
白泥村均轄屬廈村鄉；白泥範圍
很大，從鰲磡石到稔灣之間的海
岸地帶俱屬白泥範圍，當中從北
到南，可分為上白泥、中白泥與
下白泥，三者之間被圓頭山延伸
到海邊為山咀所分隔；上白泥鄰
近深港西部通道的港方落腳點鰲
磡石；中白泥地勢最為突出；下
白泥以南則為屯門稔灣，則為新
界西堆填區所在地；現時有不少
攝影發燒友於黃昏前往此處，此
為有「最美日落」之稱的下白
泥。
白泥村陳家園遺址1997年5月

被發現，原為菜地，以陳姓菜園
而得名，在1999年，展開發掘
工作，遺址面積廣大，南北長
320公尺，東西寬60公尺，文化
層有二；上文化層出土遺址有工
棚柱洞4個、灶址9所、長方形
沙丘淺坑墓及3座窯址，人骨全
朽，有陶器5件及石錛1件，距
今約3,500多年，相當於商代廣
東青銅器時代早期文化遺存；出
土陶器及石器達200多件，距今
約4,000餘年，約為夏代。
白泥碉堡在下白泥村平安堂對

面果園為一幢兩層高青磚屋，由
興中會革命元老鄧蔭南所建，那
是革命黨人由南山半島私運軍火
的基地之一。
流浮山在元朗西部，靠近后海

灣，盛產海鮮，原址在天水圍以
西，廈村以北的一座小山丘，流
浮山在上世紀60年代多次受華界
海盜及武裝分子所侵擾，其中

1970年更發生三名蠔民遭華界人
員殺害慘案。
流浮山南面可經流浮山道前往

天水圍、廈村、洪水橋及屏山等
地。沿后海灣岸邊的深灣路，向
東北面通往尖鼻咀，向西南面則
可前往沙江天后廟、上白泥、下
白泥，再連接稔灣路、龍鼓灘路
可到屯門區，由於新界由西北堆
填區設在大水坑河一帶，港府在
1991年按道路工程使用及補償條
例刊憲，永久封閉稔灣路其中一
段（新界西堆填區的入口設有大
閘阻隔），因此市民無法利用稔
灣路往來屯門至元朗。
流浮山尚有一座已棄用的前流

浮山警署，在流浮山山東街 1
號，在1962年啟用，在2002年
流浮山警署與天水圍警署合併後
停用，外牆以藍白色為主調，天
台設有作反偷渡之用的瞭望台，
署內設有報案室、會議室及羈留
室等；元朗區議會計劃在不久將
來開發警署為旅遊點，以吸引遊
客前往流浮山；至2018年，發
展局公佈活化成香港導盲犬學
苑，由香港導盲犬協會營運，設
有展覽與導賞，從而介紹警署之
歷史、建築特色及流浮山的蠔業
與漁業發展。
尖鼻咀原稱龜山，在元朗西

北部，東臨流浮山，北臨后海
灣，鄰近米埔濕地，擁有大量
紅樹林，故尖鼻咀鷺鳥林被當
局評定為具特殊科學價值地
點；警察在尖鼻咀設有警崗，
執行監視與反偷渡，附近山頭
設有觀景台，鄰近並無高山，
可向東遠眺米埔，冬季可看到
候鳥群飛的景致，向北則可眺
望后海灣及深圳景色。

■葉 輝

白泥與流浮山

點心入饌 兩全其美

歷史與空間 書若蜉蝣

■吳翼民

■羅大佺

豆棚閒話

文在寅送書《90後來了》的啟示■雷曉婉

生活點滴

■江 迅

謎一樣的賈平凹（上）

如水立秋
韓國總統文在寅又送書了，這回給青瓦台所

有同事送的書是《90後來了》。這是文在寅年
內第二次送書。8個月前的春節前夕，即1月
30日，文在寅贈予下屬同事《積澱之路》一
書。記得2017年12月訪華期間，文在寅曾將
自己親筆撰寫的傳記《命運：文在寅自傳》中
文版贈與國家主席習近平，此書憶述文在寅30
多年的跌宕人生，出版於2011年，在韓國銷
量早已突破百萬冊。
據首爾的一位外交官說，文總統酷愛讀書，

也喜歡送書。文在寅在休假期間的閱讀書單，
往往在韓國閱讀界成為熱議話題。2017年，文
在寅在夏季休假期間閱讀的《明見萬里》，在
社交網絡披露後，旋即登上暢銷榜。2018年休
假期間，文在寅閱讀的《國手》、《少年來
了》、《一同流淌的首爾時間和平壤時間》等
書被公開後，頓時成為韓國熱銷書。2019年韓
日爭端加劇，文在寅取消休假，但仍不忘給手
下同事送上適合休假時閱讀的書籍。
據說，送禮品是有講究的。送圍巾——我永
遠愛你；送睡衣——我給你我的全部；送口香
糖——我希望跟你交往很久；送杯子——和你
在一起一輩子；送戒指——你永遠屬於我的；
送傘——我在任何情況下都要保護你；送鏡
子——你別忘記我；送項鍊——我要你在我身
旁；送香煙——我討厭你……那麼送書呢——
我相信你很聰明。
當下，青瓦台休假季，文在寅認為「聰明」

的同事閱讀此書有助於理解新一代人。他贈

書，還寫下寄語：「了解新一代才能為未來做
準備，才能解決他們的苦惱。誰都經歷過年
輕，但現在我們對20多歲的年輕人了解多少
呢？」
《90後來了》一書作者任洪澤（音譯），在

企業負責新員工培訓。全書以案例為主，講述
了剛進入社會，並引領當前文化和消費趨勢的
「90後」年輕人的特點。在韓國，「90後」
年輕人對執政黨的支持率不高，文在寅送此書
顯示他與年輕人溝通所做的努力。
所謂「90後」，是指1990年1月1日至1999
年12月31日出生的一代公民，當下年齡是從
19歲到29歲的年輕一代。在中國內地，「90
後」普遍為獨生子女。「90後」的理念與老一
輩國人有很大不同。社會上不乏對90後的批
評，但90後作為「富有朝氣，勇於擔當的一
代」的社會形象，依然是大多數人所認可的。
在香港，這兩個月來的暴亂，主力軍卻是

「90後」。除下口罩，摘去頭盔，脫卸眼罩，
露出的多是青春年少。在背後「大人」的縱容
下，他們已是一群暴徒。暴力成性，就是一種
罪惡。遭遇辱打的警察，不忍心還手反擊，抹
去血淌着汗含着淚說：「他們也是中國人，他
們還是孩子啊。」每一時代有每一時代的使
命，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特點。「90後」群
體勇於擔當而頭腦簡單，年輕氣盛而缺少磨
礪，對他們多些包容的心態，當然沒錯，但更
需要的是對他們多些正面引導。
「90後」是富足的一代，集寵愛於一身，衣

食無憂。「90後」也是貧窮的一代，絕大部分
時間不是在工作，就是在加班，有資料顯示，
56%的「90後」沒有存款，租不起一居室，用
六位數的密碼保護着三位數的存款。「90後」
是特立獨行的一代，個性和叛逆大多源於他們
不想被控制，堅持人格獨立，因此，在離開校
園，踏入社會的第一步，他們就堅持與控制源
脫離大部分關係。
剛剛讀了新書《郝柏村回憶錄》，這位台

灣前「行政院長」在書中批評馬英九任內廢
除軍法制度，並任由義務兵役制被破壞。
「我無法理解，近30年來，幾乎所有『主
張』『台灣獨立』的人，往往都是逃避兵役
和反對徵兵的人。他們甚至導致廢除軍法制
度，使軍紀蕩然無存」。難怪民進黨前主席
施明德說，老將軍回憶錄中的批判值得掌權
者深省。一味討好年輕人換取選票，不是真
「愛台灣」，不配做台灣地區領導人。這樣
被縱容、呵護的新世代，也不配做台灣未來
的主人翁。
這話說得多果斷，「不配做台灣未來的主人

翁」。同理，香港的這幫暴徒青年，也應該讓
他們嘗到施暴後需要付出的代價，這也是一種
「引導」。當局應該列出黑衣暴徒名單，包括
年輕人，如果沒有深刻的自我反省，今後大學
不錄取，公司不錄用，內地不能去。青年興則
國家興，青年強則國家強。但現在的政府，現
在的校長，現在的成年人，一味討好年輕人，
這種縱容容易導致錯誤政策。

不知不覺間，立秋了。
立秋了，就會發現，前腳剛立秋，後
腳就一下子跨入了沉靜而博大的秋之意
象裡，令人眼睛一亮。
秋應是國畫大師，以大地為紙，氣候

為筆，創一大水墨畫，色彩淡淡然、明
明然，意境深邃悠遠而又蘊藉，雖不熱
烈，但別有風味。看這幅圖畫上，秋的
山是「秋山明淨而如妝」，秋的水是
「秋水共長天一色」，「秋色連波，波
上寒煙翠」。秋天的山水，一言道不盡
的都是端莊與悠遠。
與其它季節相比，秋自有自己別致的

格調：沒有春和景明的妖嬈迷人，但有
天高雲淡風輕揚的韻致；沒有夏的濃綠
熱烈，但有綠中帶黃、莊稼成熟的沉甸
與沉實；沒有冬白雪皚皚、千山銀蛇的
雄壯，但有收穫碩果的充實與滿盈。
秋的筆法細緻，無論寫意還是工筆，
皆入微入裡，令人賞心悅目，但秋主要
還是擅長於工筆的。遠山含黛，黃綠層
次分明，斑駁相雜；秋波不興，藍綠如
無瑕翡翠，雜質全無，秋就這樣，一筆
一畫，絲絲縷縷，畫出了國畫安詳與幽
遠的內涵。
秋還頗具質感，走到哪裡，都能找到
沉甸甸的感覺。無論是低垂頭顱的紅高
粱，還是綻開笑顏的大豆，都給人以豐

收在望的充實感。但是，秋的秉性就是
那麼的不張揚，從不喧鬧、噪聒，靜靜
默默，沉靜如水，一直寧靜到收穫時刻
的到來。
秋天的土地包容萬千，藝術地創設了

天地的大美而又不言。看秋之田野，盡
顯蒼茫渾黃，裸露出的，卻是真實、深
厚的地母胸襟。千里沃野，莽莽蒼蒼，
恢弘大氣，雖承養着世上萬物生存、給
養，但不自傲，不道虧。世間萬物生
靈，從大地中來，又復歸於其中，這種
包容萬物而不言的胸襟、氣度，誰能與
之相比？秋真是大匠，造就了這天地間
的大圖景，他運用大手筆，成就大傑
作，轉眼間，便令人間異然一新，他動
作揮灑自如，作品渾然天成。
蒹葭萋萋，白露未晞。空氣中的污

濁，隨水汽凝露為霜，天地間，就一片
潔淨了，顯現出一種特別的輕柔與溫
情。梧桐樹的葉子，是秋的使者，總是
在立秋之後，便開始翩翩下落，讓人們
見一葉而知秋。踏着滿地的落葉，在咯
吱咯吱的響動中不禁讓人想到，在四季
的輪迴中，人們許多的日子，就這樣被
無情地碾壓去，令人內心惶惶。
秋之味道，是說之不盡的，但應享而

不言，這也算是與秋的調子與內涵合轍
押韻、成為一體了。

浮城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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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鄉子
伯天施學概鞠躬

踏月耕雲。
紫荊園裡共晨昏。
祗覓清澄心上引。
殷懇。
悅耳天音情不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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