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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径通幽

耦园双偶筑诗城

清泉

收藏小记

铜器之美

刘云燕

佳节词话

中秋拜月

吴文生

老一辈人对中秋节重视程度绝不亚于
春节。在我的孩童时代，年迈的父母此时
要为快要成亲的儿女请来“先生爸”“看日
子”；乔迁新居的“日子”多数人也是喜欢选
择在农历八月十五的前后；生意人则在为
制作中秋月饼精打细算；镇上供销社根据
市场的需求和当时男女青年赶时髦的特
点，早早就将紧俏物资“的确梁”“双风布”
布料进货入库；来自千年古镇的镶牙齿工
匠生意骤然火爆，男女青年的牙齿原本是
雪白坚固的，为了时髦，非要在一个醒目的
位置上左镶金右镶银，尽管价格不菲但也
在所不惜。小孩子，最关心的，是有没有月
饼吃。其实不用我们开口，父母早已把孩
子们的心事排在过节的“重要议事日程”。

我家有三套月饼模具，一套是两个狮子
玩耍绣球。中间一条缎带刻有“吉祥如意”
的字样，一套是牡丹图案，再一套是“百鸟朝
凤图”，全都是用坚硬的荔枝木雕刻而成，图
案的制作非常精美细腻，做月饼的工艺流程
也是一件辛苦又细腻的体力活，先把经浸泡
过的粳米在石臼里舂成米粉，在米粉里掺有
各种佐料和水搅拌，把拌好的米粉放进模具
压成月饼，用旧报纸垫底，放进大铁锅蒸
熟。我们捧着刚蒸好的月饼一蹦一跳地跑
到外面和小朋友们相互比较，看看谁家的手
艺精、味道好。到了晚上，和父母坐在草席
上，等到月亮升至正中，在月饼上面插上一
炷香，对着月亮和父母各拜三下，口里喊着：

“拜中秋，拜月饼，拜到爸妈牙齿长！”。做完
这些后，盛一碗清水，对着月光，把一根针放
置其中，让针浮于水面上，看看月光下的针
像啥形状。父母说：“要是像米舂，就是五谷
丰登的好年景，要是像蚂蟥，就是天旱不下
雨颗粒无收的坏年景”。

八月十五这一天，可以说是青年男女
的天下，小墟上万人空巷，来自周边方圆十
几里的青年男女行走在不太宽敞的街道
上，每个乡镇、每个村庄男女的衣服裤子颜
色和款式都不同，头上戴的竹头帽、帽子的
绑带也不一样。如来自蚂蟥岭脚下村庄的
人群，我们管他（她）叫“过朗景”，姑娘们头
上戴的是“平头竹帽”，帽下垫一条毛巾把
小脸蛋遮住，穿着的衣服显得很挤而且很
短，风把衣角一撩开肚脐就裸露出来，外地
人看到这场景捂住嘴巴笑，但对于她们来
说已是习以为常。更有意思的是，在她的
腰间，系着一串长短不一的钥匙，钥匙中有
几把是开旧式铜锁用的，走起路来钥匙碰
撞声叮叮当当地响。

“永昌景”的姑娘们穿的衣服则比较
宽松，但裤脚特别大，当地人说是“唐装衫
配大脚裤，行路好比人摇橹。”，因其裤头

大，穿裤时要左搭右折再用一条布带绑
紧。头上戴的是“尖头帽”，帽的下沿印有

“205”的数字，在阳光照射下闪闪发亮。
那年头没有化妆品，女青年的嘴唇、眼睛
都是原汁原味的青春颜色，在身上抹了少
许爽身粉的，就算是奢侈的妆了。村里这
些各具特色打扮的年轻姑娘，简直就是移
动的“服装展”，她们就是通过自己的衣
着，向人们展示自己的青春美和朴实勤劳
的气质。年轻的姑娘和后生，通过八月十
五这天的聚会来寻找心中的“白马王子”
和“窈窕淑女”。赠送月饼是最好的表白，

“八月十五中秋饼，等哥买给咱侬拎”。
大半天的“逻村”（逛街）之后，接下来就

是男女相约到传统的地点唱起儋州调声，如
上世纪60年代的光村调声地点就有“江基
头”“摆椋”（一棵土坛树）、“黑捞坡”，木棠镇
有“王河捞”，中和镇有“赶鸡坡”等等。当你
身临其境，看到调声有如排山倒海，一个个
如痴如醉的壮观场面时，你才真正领会“儋
州自古多歌海，山歌唱出百花开，村村都有
山歌手，山山水水是歌台”的深刻含义。待
到太阳西斜，他们才依依不舍分手，此时此
刻，男青年是多么想“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
后”，但是，作为当地的习俗，农历初一和十
五，女方是不在外过夜的，为了不让男方尴
尬，女方委婉地唱出两句歌：“除开初一与十
五，几时哥嘱侬都来”，听到女方这句通情又
达理的安慰，男方立即回应：“只要侬有心来
逻，解放牌车载侬来”。

铜，本性温润，气质浑厚。沉稳中不
失风雅，铜器制品更是让人喜爱。

流连在一家铜器店里，入眼处摆放着
十二生肖的铜器，各个精巧可爱，拿起来，
握在手中，有沉甸甸的质感，每一件都制
作精美，散发着铜器特有的光泽。旁边是
一盏铜壶，古朴而有风韵。铜壶的壶面上
雕刻着心经，字体苍劲有力。旁边的一位
小姑娘介绍说：“早在史前时代，人们就开
始采掘露天的铜矿，用于制作武器、生活
器具。”把壶拎在手中，壶把处的铜打磨得
十分光滑，看上去古香古色，颇有韵味。

铜香炉也是常见的铜制品，是历史悠
久的传统工艺品。它有各种样子，用来熏
香，或是用来陈设。在铜器店里，我看到一
款非常精巧的铜制香囊。据说它的造型来
自大唐盛世。白居易曾写过：“拂胸轻粉
絮，暖手小香囊。”在《孔雀东南飞》中也曾
有“红罗复斗帐，四角垂香囊”的记载。外
壁的铜球转动，盛满的香料始终重心朝下，
因为这种精妙巧思，当时的达官贵人爱极
了香囊，最有名的便是杨贵妃，身戴香囊，
在皇宫花园嬉戏时，也用香囊散发的香味
逗弄蝴蝶。小小的镂空技艺，铜球香囊散
发着迷人的香气，让人爱不释手。

还有一盏喜鹊的铜香盏，更是构思巧
妙。喜鹊自古以来都是人们喜欢的鸟，是
好运和福气的象征。喜鹊登上梅花枝头，
更有喜鹊登枝之意。喜鹊的旁边是一个
铜制的香盏，人们可以把香插入其间，当
香气袅袅婷婷之时，那喜鹊似乎也活灵活
现，呼之欲出了，让人不禁连连称妙。古
代的匠人总是“有形必有意，有意必吉
祥”，代表了绵长的祝福和期望。比如铜
匠做铜南瓜，南瓜的瓜瓤中有很多瓜籽，
保佑和祈盼能够多子多福，子孙满堂和人
丁兴旺。南瓜还搭配蝙蝠，寓意福运连
绵，而南瓜搭配瑞兽，寓意福寿双全。

我突然被一个精巧的铜簸箕吸引。
在金黄的一只小簸箕上，堆满了收获的花
生和玉米，都金灿灿的。花生和玉米粒都
清晰可见。而在小簸箕的一角，一只可爱
的小老鼠探头探脑地看着这些粮食。这
个小把件取名为：“五谷丰登”，看上去实
在是构思巧妙，做工精湛。一件普通的铜
器制品，竟然可以如此让人怜爱。

有人说，好的铜器就要八千锤，一把
铜壶是匠人用锤子一下一下敲出来的，少
一锤都不行。一把纯手工的铜壶要经历
八千多次的锤炼，打磨，才能锻造出如婴
儿肌肤般的质感。原来，如此精美的铜
器，是经过了千锤百炼，才有了温润质朴
的美感。其实，人莫不是如此，必须经历
岁月的磨炼，才会豁达而温润。

铜器之美，美在其形，其实我更喜欢
它的质朴。物以稀为贵，它没有金子般的
昂贵，却一样散发着金色的美感。它懂得
自己的平凡，却依然愿意经历锤炼，把自
己塑造得更美，也更值得收藏。

臊子面是我最喜欢吃的面食，现在每
个周末，我都会去吃一次。

臊子面是陇东地区的传统面食。臊子
面做工考究：先用猪肉、黄花菜、木耳、鸡蛋、
豆腐、蒜苗及各种调料做成臊子；再用碱水
和面，反复揉搓，然后在大案板上擀成厚薄
均匀的面皮，用菜刀切细，在锅内煮熟。食
用时，先捞面条，再舀臊子。汤多面少，则臊
子鲜香，汤味酸辣，面条细长，筋韧爽口。红
红的辣椒油、绿色的葱花飘在臊子汤上，汤
色红白相间，吃上去别提多香了。

记得小的时候，母亲给我们姊妹几个
经常做臊子面吃。上世纪70年代，我们家
的粮食不是很充足，基本上吃的是玉米面，
很少吃小麦面。一般家里来了贵客或者我
们姊妹几个过生日，母亲才在那张两米见
方的大案板上为我们擀上一顿臊子面吃。

我们家很穷，所以我对过生日也很淡
漠，因此现在也很少过生日。

端午节那天，母亲一大早就和好了
面，在我们那张2米长×1.5米宽的核桃木
案板上揉揉搓搓，然后用一个枣木擀面杖
开始擀面，不到20分钟，就擀成了一大张
薄的可以看穿的面皮。接着她麻利地来
回对折几下，再用刀顺着面皮的边缘快速
地切了起来，一丝丝的细细的长长的面条
在母亲的刀下整齐地排列开来。当时我
很惊叹母亲切面条的速度是那么的快、
准、稳，而且一边和别人说话一边切，有时
候不看刀也切得很准！

等那个很大的铁锅里的水沸腾了，母
亲就提起面条，手在空中一抖，面条就散成
了丝状，一根根面条下到了锅里。在大锅
旁边有一口小锅，比较小，我们叫“后锅”，
是用来盛热水或者做臊子汤的。此时里面
已经盛满了红红的香气扑鼻的臊子汤。

长长的面条捞在碗里，然后再盛上红
红的辣辣的臊子汤，就着母亲亲手腌制的
咸菜吃起来，别提有多香多美了。那长长
的面条一头在碗里，一头在肚子里。当
时，陇东俗话说：臊子面一头在碗里，另一
头在院子里，就是形容臊子面的长。

因为是我的生日，母亲在开水锅里还
为我煮了一个鸡蛋。我过生日的时候，一
直是这样——吃臊子面和煮鸡蛋。就是
现在过生日，我也会让妻给我做一顿臊子

写食主义

永远的臊子面

黄炎

面，然后煮几个鸡蛋，就算过了生日。
在我当兵的几年时间里，因为离母亲

很远，就吃不上臊子面了。但当时我在支
队政治处负责放电影，一位来自陕西宝鸡
岐山的组织干事知道我喜欢吃臊子面，就
让他母亲经常做好了岐山臊子面，叫我去
吃。我还是过足了臊子面的瘾。

每次回家探亲时，母亲问我想吃什么
时，我就说吃臊子面。母亲给我擀一顿臊
子面，然后煮一个鸡蛋放在碗里。去年回
老家，看母亲擀面时瘦削憔悴的背影，发
现她擀面时很吃力，动作也不如以前那般
熟练了。我突然意识到，母亲老了。

如今，我在离家有万里之遥的海南工
作生活，与母亲隔着千山万水，再难吃上
母亲做的臊子面了。臊子面成了我永远
的牵挂！

苏州城沿着平江河往东，从苏州仓
街一路拐进来，耦园的大门就掩在小新
桥巷内，小桥流水里质朴的农家墙院里，
有着大隐隐于市的淡然。

耦园曾经历无数风雨，前后损坏修
复了数次，园主更换了几位，园子为清初
雍正年间保宁太守陆锦所筑，名为涉园，
园名取自陶渊明诗句“园日涉以成趣”，
即现今园林之东花园。陆锦在园内凿池
引流，构筑了浣花井、觅句廊、流香榭、红
药榔等八景。清同光年间沈秉成重构
之，增西部之园。

耦园虽小，中国著名的园林大师陈从
周先生评价它：“以楼环园，以水环楼。此
园其能引人入胜者，且尽泉石一端而已。
相地得宜，因地成景，耦园可谓得环境之
先……沈解园事，修葺得宜，住宅与园林
之参错组合，一反常规，吴中当推此园。”

一入耦园，顿觉有丝丝暖意生出，整
座园林散发着出世的超逸与入世的情
爱。此园小而婉约，她的亭台楼阁，曲水
假山，织帘老屋……每一处景致都浸润
着爱情，是静婉的风景。只因这些都浸
润了沈秉成与严永华的爱情故事，令整
座园子散发着浓浓的情味。

沈秉成，字仲复，号听蕉，自名老鹤，
浙江湖州人。历任苏淞太道道台、安徽巡
抚等职，曾因进谏而罢免官职，又遭丧妻失
子之痛。在最失意之际他遇上了耦园最
破败的时候，他买下园子。偌大的宅屋三
面环水，只留一个出口，沈秉成终日与宅院
为伴。此时的耦园虽精美，却若其主人一
般同样是清冷的。宽敞空旷的住宅，两旁
是东、西花园，东园载酒西园醉，整个耦园
唯一的出口还对着三张高冷的城墙。

他失意，但却不曾放弃生活，于是他
遇见严永华，那个小他十五岁的江浙才
女。严永华，字少蓝，浙江桐乡人。永华
聪颖过人，承其母性，自幼便能吟诗咏
词。她工丹青擅诗词，人品兼美。少时
其父在滇为官，曾随左右，后因母病，便
回浙江，曾著有《鲽砚庐诗钞》等，还与其
夫沈秉成共著《鲽砚庐联吟集》三集六
卷，为诗坛增添亮丽奇葩。

至此，耦园有了女主人，是“耦园住
佳偶，城曲筑诗城”的耦园。永华之诗清
丽脱俗，她曾作小诗描述耦园生活：小有
园林趣，当春景物新/名花如好友，皓月
是前身/风过松多韵，云来石有神/素心
终不改，天际想真人。

诗中所述风景，可见沈夫人当年少
女情怀如初。有了女主人的加入，耦园
有了大的改观，从凄冷到温馨，从寂寞到
欢快，不过恍惚之间。此际，沈秉成携继
妻严永华，按着性情重新设计自己的生
活。他寄情于苏州，在城弯里藉着涉园
的旧址，在原先破败的假山水池的周边
修亭筑廊，还因地制宜地增建了中厅，扩
充了西花园，使花园东西对称，这样的花
园在古曲园林中别具一格。

光绪二年（公元1876年），沈秉成日
思夜想的花园终于峻工。他与严永华极
为欣喜，将之命名为耦园。耦字意味深
长，将沈秉成种种的心愿——隐居、爱意
统统包含其中，让奔波多年的他终于如
愿以偿，他当即作诗：何当偕隐凉山麓，
握月檐风好耦耕。

虽无法改变三面临水的格局，但从
耦园正门进入，过了一个过廊，所有的凝
重感便统统消散，整个人都浸润在温暖

耦
园

里，光明柔和。亭台楼阁、小桥流水、曲径
长廊，有小女儿的小桥流水小家碧玉，也
有大丈夫的风姿俊朗爽利大气。

园中的景致，无不成双成对地设置
着。睹物思人，以情看景，仿佛可见他夫
妻两人在西花园里会客宴饮，在双照楼上
驻足远望，在织帘老屋里谈诗作对，妻子
在“吾爱亭”弹琴，丈夫便在“听琴轩”聆听
陪伴。丈夫把妻子的诗词刻在花园廊亭
石柱处，为妻子不绕路在受月池专修了整
座园林唯一的桥——宛虹小桥。

每一处耦园的景，都留着这对佳偶恩
爱的影子，他二人在此你侬我侬，诗词酬
唱，哪怕后来耦园损坏再建，遇到再多的
主人，园林里关于他们爱的见证却一直流
传下去。也许太甜蜜了，短短八载，才女
严永华在沈秉成复仕任上病逝。之后的
耦园，唯在梦中……

据传后来沈秉成又回到了耦园，睹物思
人，相思凄苦。沈秉成68岁时与亡妻天国
聚首。如今再观耦园，经历了人世间的恩爱
与离别，浪漫与温情仍镌刻在一处处动人的
景致里，温暖着我们。耦园双偶在曲水流波
之间深情吟唱，筑起一座爱的诗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