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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路花语

窗外，这鸟鸣
■ 袁仁成

一如我的身世

这鸟鸣出身草野

同铁芒萁和马尾松一同成长

杜鹃红时歌唱，松果落时歌唱

用石上清泉和松间明月

迎娶明天

后来斧斤披甲入侵

这鸟鸣被迫客居屋檐

房檐下的红薯秧和麦秸秆

成了弹奏它们浓密乡愁的

琴弦

如今黄山栾江南槐

成了守护一座城的屋檐

树上结着密密匝匝的鸟鸣

每天簇拥着晨光挤进我的房间

就像母亲轻唤我乳名

抚摸儿时的梦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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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的花、绿的草

季节到了三伏

足够热情与灿烂

我用一双眼丈量

家乡明亮的天空

在风雨中前行

守候多少的静寂

穿越时空的岁月

接受命运的挑战

总会有风谲云诡

家乡的每一条路

都会找到根路的尽头

真正的意图

等待着的一个人

会计算脚步轻重

用一双眼
丈量家乡的天空
■ 王双发

逛超市，在熟食区见有粽子出售，才
猛然想起，端午节要到了。

粽叶呈墨绿色，粽子鼓鼓囊囊，捆在
粽子身上的白色棉线很有形，很有质感。

我不确定这些蒸煮熟了的粽子有没
有芭蕉叶味。

粽叶是什么叶？我问营业员。
营业员愣了愣，很显然，她一时没反

应过来，她平时可能只遇到询价的顾客，
还没遇到问包粽子的叶的问题吧。

可能是芦苇叶。营业员的回答也无
把握。

我有些失望，我多希望她回答是芭
蕉叶，但她没有。

我对芭蕉粽情有独钟，因为我第一
次吃的是芭蕉叶味的粽子。

当时老家没芦苇，端午节包粽子就
只有用芭蕉叶来代替。

自留地里有几棵高大的芭蕉树，芭
蕉叶散得开，遮成一片浓荫，芭蕉结香蕉
一样的果，但没香蕉好吃，也没香蕉体
大，味涩，味淡。

我曾固执认为只有芭蕉叶包的粽子
才是正宗，这就好比刚孵化出的小鸡小
鸭把睁眼见到的都认作妈妈一样，我认
为芭蕉叶包的粽子是天下至味。

坡上，秧苗已青，玉米须黄，苕藤疯
长。初夏了，一切刚刚好，冷热相济，恰
巧这时段，农活也闲了，大家可以闲适心
情过端午。

老家把端午叫端阳，我不知其意，但
包粽子习俗是固定的。

这之前，芭蕉树叶常被砍来喂猪，砍
得勤，长得快。一到夏天，芭蕉叶就特繁
茂，宽大绿叶如张开的旗，随风摇曳。今

天芭蕉叶派上了正规用途。我们去割了
些芭蕉叶回来，先去掉中梗，撕成几段，
再剪成或宽或长的形状，焯一下水，让其
变软，后摊在筲箕里放冷备用。

母亲拿出家里存放很久的糯米，泡
上水，糯米在温水中晶莹饱满起来，一颗
一颗，透着油质的光。大抵此时，芭蕉叶
已冷却，母亲教我们先把宽芭蕉叶折成
漏斗状，然后往漏斗里装糯米，装米是技
术活，不能多，多了，粽子会澎炸，少了又
会散。一边装，一边用筷子轻轻将糯米
压实，装好糯米后，用窄芭蕉叶封口，再
用细棉线一圈圈纵横交错地缠，绕。

包粽子，我们笨手笨脚的，不是包
多，就是包少，包出来的形状千奇百怪，
看着都想笑，满屋子都有笑，那笑，在我
们童年里是最无邪的，最欢乐的，这世上
恐怕再也找不到那笑了。

浓绿色粽子在筲箕里一排排堆放，
煞是好看。

粽子进锅，盖上笋壳锅盖，柴火在锅
底烧，粽子在锅里滚，起码煮上几小时，
芭蕉粽才会熟，熟粽飘出的股股清香里，
满是芭蕉叶和糯米的味道，那味道从笋
壳锅盖的缝隙钻出来，缭绕着弥漫了整
个灶屋，我们围在锅边转，肚里馋虫早被
勾出来了。

锅盖揭开，那味更浓，母亲将粽子打
捞起锅，凉在筲箕里。

等会吃，等会再吃。母亲见我们偷
吃粽子的样子，就敲打我们的头。我们
可不管，我们不需要仪式感，我们就想尝
新，尝鲜，即使手烫得绯红，嘴烫得起泡。

清纯的芭蕉粽，糯香的芭蕉粽，浸润
着妈妈味道的芭蕉粽，香了我整个童
年。我永远也忘不了把芭蕉叶撕开那冲
鼻而来的芭蕉叶味道。

包粽子可上溯到东晋，范注在《祠
制》中说：“仲夏荐角黍。”那时就有夏至
角黍祭祀祖先神灵的习俗。角黍就是粽
子。吴均在《续齐谐记》里说，当年湖南、
湖北人制作粽子投江，以饲蛟龙，其本意
是为了避免蛟龙伤害爱国诗人屈原的身
体，后演化为端午节令美食，成为民俗流
传。

包粽子具体用什么叶子，取决于本
地条件，有用箬叶的，有用芦苇叶的，有
用芭蕉叶的，但在我的记忆中，还是芭蕉
粽最好！

这是一个既激动人心又叫人感
到忐忑的时刻。老金蹲守在炉子
前，又一批作品在经历火焰漫长的
煅烧之后即将出炉。十天半个月的
成果都会在下一刻交出答卷。接踵
而至的，也许是欣喜，也许是沮丧。

对于瓷器，土与火的关系令人
着迷，而从前的土烧窑更加难以控
制：温度、火焰等等，每一个细小的
因素都会带来无数的变量掺杂其
中。现在的窑炉相对好一些，可以
精准控制温度，但在炉子内，一切都
仍然是未知的，也是人力所无法控
制的。而这恰恰是瓷器烧制的魅力
之一。

终于，炉子的窑门打开了。
一股热气扑了出来。老金开始

坐下来招呼我们喝茶。窑内的温度
还很高，他要等一会儿，才能将炉膛
内的瓷器们捧出来。

就在这个时候，叮叮当当的声
响，不绝于耳。

那是瓷器上釉面开片的声音。
开片是因为器物表面的釉层，与胎
的膨胀系数不一致导致的。出炉后
的器物遇冷空气，釉面开片出现裂
纹，形成独特而自然的视觉效果。

南宋官窑的瓷器，釉面上绝大
部分都有疏密不一的开片纹路。这
种本来是工艺上的缺陷导致的瑕
疵，反而成为一种极为独特的美，成
为南宋官窑产品的重要特征，为后
世代代追慕与模仿。

开片的过程，会在之后几分钟
发生，也会持续几年内，器物的纹路
变化将贯穿整个的使用过程，这尤
其令人着迷。

开片的声音清脆悦耳，在老金
听来，几乎是一种享受。

老金二十年前来到杭州，就是
想重现南宋官窑瓷器的风华。他一
头钻进博物馆里，盯着一件器物，左
左右右，上上下下地看，一边看一边
琢磨，这个东西独特在哪里，釉质光
泽怎么样。但他很沮丧的是，琢磨
的时间越长，就越觉得不对，因为那
些看似很简单的东西，他却做不出
来。

他是丽水龙泉人，父母都在瓷
厂工作。耳濡目染，他继承父母的
技艺，十五岁就入行。但是，面对南
宋官瓷器物，过了很久他才明白，自
己的审美和文化修养还没有达到那
个境界，很多细微的美，他还无法深
刻地体悟到。

青瓷，是中国瓷器的发端。在
公元200年前后，青瓷率先在浙江
上虞一带烧造成功，完成由陶到瓷
的飞跃。从东汉晚期青瓷文化曙光
初现，到唐宋时期，青瓷工艺达到炉
火纯青的境界。

唐五代时，越窑青瓷中的精品
被称作“秘色瓷”，有千峰翠色的美
誉，成为进贡给皇家使用的贡瓷。
到了北宋，皇家专门设立了官窑，烧
造供皇宫内使用的青瓷。宋室南
渡，定都临安之后，也在临安设立了

官窑，以满足皇室祭祀、饮食、陈设、
赏赐之需。

南宋官窑的青瓷，在造型上推
崇古朴典雅、敦厚玉色之美。器物
造型极简，线条柔和流畅，转折明
快，结构规整，比例和谐，整体气质
既端庄凝重，又轻巧细腻。

南宋官窑青瓷的釉色，类似玉
质般的粉青、灰青等色泽，尤其是在
中后期，以薄胎厚釉为主，一层层上
釉之后烧制而成。丰厚的釉层，呈
现出典雅柔和的色泽。

南宋官窑青瓷的审美，与当时
以皇帝为代表的士大夫阶层的审美
水平紧密相关。宋代的美学高度，
非一般人所能企及。士大夫雅集高
会，烧香点茶，抚琴插花，吟词作
画。正因美学的高度极高，使得青
瓷的审美追求极简、沉寂、幽玄、寂
静之美。

所以，南宋官窑的青瓷，看起来
简单，背后却需要极高的美学沉
淀。老金也正是在一次又一次的尝

试之中，认识到这一点。他开始追
求器物在造型、颜色、气韵上那精深
幽微的差异。

中国制瓷史上有许多青瓷珍
品，只有南宋官窑是真正的皇家御
用瓷器。也因为官窑的青瓷烧造成
本极高，每上釉和烧制一次，就会出
现一批残次品，一道道上釉，一次次
烧，最后能留下来的珍品极其少
见。这种不惜工本的做法，在中国
陶瓷历史上，也只是在南宋官窑出
现。那些留下瑕疵的器物，无法流
入民间，只能全部砸毁，使得南宋官
窑瓷器存世量极少。

有人说，宋朝的风雅，正是在宋
词、宋画、宋瓷之中得以保存至今。

如今，老金用了二十年，才渐渐
摸索出了南宋官窑青瓷的烧造技
艺。从最初几年，辛苦数月做好的
东西出炉的都是废品，到如今对于
每一个细节精益求精的控制，使得
在他手中，能诞生一件件自己满意
的作品。觚、盏、盏托、纸槌瓶、折肩
瓶、梅瓶……一件件器物，都是比照
出土的南宋器物进行仿制的，从器
型到釉色、气韵，老金常常还是会与
一件器物默然相对很久，物我两忘。

也正是在这样与器物相对的时
刻里，他让自己穿越八百年时光的
隧道，回到南宋的某个午后去，烧香
点茶，抚琴插花，吟词作画。

仿佛也只有这样，他手中的一
件件瓷器才能注入灵魂，重新“活”
过来。

在这个午后，窑门开了，叮叮当
当的乐音，就在我们喝茶的时候响
个不停。

外婆已经八十多岁了，患老年痴呆
症多年，她连自己有几个儿女偶尔也记
不清，但有几个外孙却记得一清二楚，每
到端午节这一天，一定要指挥家人为外
孙们包一顿粽子。

外婆家在革命老区的一个小山村
里。那里是“红色娘子军”的诞生地。那
里的人们为“琼崖革命二十三年红旗不
倒”做出过许多贡献。

小村庄坐落在一片山坡上，五六户
人家，全都姓吴，叫吴村。村前是一条不
知道发源于哪里的小河，九曲连环，蜿蜒
而过。小河的南边有一座叫作“高郎岭”
的山，粽子叶就产自这山上。

游学在外地的我，常常怀念这个小
山村。逢年过节，一有时间都会回到外
婆家，看看老人叙叙旧。尽管她有时能
喊出我的名字，有时却忘了我是谁。

再过几天，端午节又要到了，我不由
惦念起外婆家的粽子。

外婆家的粽子是外婆一手操办出炉
的，最有农家烟火气。

包粽子的前几天，外婆就派儿媳妇
们到山上收割粽子叶。还特别叮嘱叶子
要挑长得肥大的，不能太嫩也不能太
老。粽子叶收割回来后，外婆意识清醒
时，会戴上一副老花镜，从成堆的粽子叶
里一张一张精挑细选。被虫咬过的、有
破败痕迹的，通通不要，之后招呼后辈们
把粽子叶拿到锅里用水煮开，使粽子叶

变软，然后晾干。
包粽子用的糯米，浸泡2～3个小时

后风干，再下锅加上蒜泥、蚝油、酱油等，
炒成金黄色。外婆家的粽子馅特别讲
究：有虾米粒、鱿鱼干、五花肉、咸鸭蛋，
咸鸭蛋只用蛋黄，这些馅要用文火炒成
半熟，最后把粽子叶捆成三菱形，可大可
小，灌入米和馅。

做完这些工序，粽子就可以下锅煮
了。外婆强调，一定要在老屋的土灶上，
用柴火煮，不能用煤气炉，说柴火煮出来
的粽子味道更香。平日里，粽子要煮上
8个小时，一锅能煮20多条。煮粽子需
要时刻关注火候，随时逐一翻转，以防夹
生或过火。煮熟后，再隔水蒸1个小时，
达到半干不湿的效果。外婆家的粽子不
同于其他地方的，油而不腻，耐嚼而不粘
牙，吃后满口留香，让人回味无穷。

在革命战争年代，粽子是战士们的
干粮。当年红色娘子军参加攻打文市炮
楼战斗，三天三夜久攻不下，靠的就是这
种叫作“粽”的干粮充饥，坚持到最后的
胜利。在那个物资极度匮乏的年代，粽
子是一种可以解除饥饿的抚慰。听母亲
讲，当年的粽子是粽叶包米粒，没有肉
馅。尽管如此，对于那个年代的小孩子
来说，已经是难得的美食了。粽子出锅
后，家里几个孩子一人只能分到三个。
母亲说，那时我总把自己的那一份抱在
怀里就走，尔后一个人躲在墙角，狼吞虎
咽，一口气吃完，生怕被别的小孩抢了
去。

如今，这个小山村里人们的生活好
多了，粽子的馅料也越来越丰富，但不知
道为何，我总是吃不出童年的味道。看
着那一个个从流水线上“流”出来的粽
子，我心里充满了惆怅。我再也吃不出
那种柴火味，吃不出那种亲情，也吃不出
那种乡愁了。

记得那一年的端午节，外婆家好生
热闹。一筐热腾腾的粽子出锅了，一群
孙子、外孙、外重孙们呼啦啦地往前冲，
抢着就要吃，全然不听大人“热干饭、凉
粽子”“凉了更好吃”的吆喝。这时有人
提议，我们是不是该给外婆家的粽子注
册个商标呢？就叫“外婆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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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午的清晨
■ 倪俊宇

艾香蒲绿沿着田间小路

走来，母亲将熹光与

艾束菖蒲挂在五月的门楣

露水将夜色打湿母亲的衣裤

一绺白发垂在她汗渍的

后背。哦，这让我至今

仍清晰记着那个端午的清晨

艾草苦涩的香驱蚊逐虫

祛邪气，除去良知上的蒙尘

蒲剑，守护平安的门户

亮着斩妖伏魅的绿光

母亲的爱意，沿茧指在

古老延续的民俗中洋溢

一股温煦祥和的瑞气

浸润着五月的庭院

带着艾草菖蒲的清香，母亲

为我牵来晨曦与彩霞

她的糙手编成“平安链”

那五彩丝绒柔柔绕在

我的小手上，她的手温

与为我辟邪祈福的心愿

长长久久绕在我的心尖……

老房子
■ 文博

独自蹲在村落中间

安静的神情

如一位可敬的老者

没有多少心思

旧时光一层一层地从

斑驳的墙壁流淌而出

院落空空荡荡

如梦醒时分空虚寂寞

围墙隅角的老树冠上

打着盏盏如煤油灯的星星

在寻觅那曾闪光的萤火虫

步履轻盈，怕惊动这万籁俱静

屋檐下巢中的燕子轻轻闪动双翅

惊扰了逝去的岁月

此时，我看到了月牙

满载着往事在夜空中游弋

“风雅”一词，源于《诗三百》之
“风”和“雅”，故，“风”之纯朴、婉曲、
通脱、丽逸，“雅”之庄重、穆和、典
丽、醇正，兼而有之。

初，多用于评价诗文；后，常用
来臧否人事。

为文，有“诗”之厚实，“骚”之浪
漫，即为风雅。

以“风雅”，臧否人事，魏晋之
时，即蔚然成风，此后，因偱沿用，遂
成习尚。

一袭长衫，临风飘举，风神潇
洒。如屈子峨冠博带，行吟泽畔，看
木叶萧萧而下，顿生离忧之苦；如曹
孟德，横槊赋诗，对酒当歌，叹人生
几何；如苏轼，月下长衫起舞，舞下
中秋的清寒，舞下千古的思念——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即为
风雅。

行为，落拓不羁，超逸豪迈，特
立独行。如刘伶，鬓插鲜花，乘鹿车
载酒而行，使人荷锄而随之，口呼

“死便埋我”，放浪形骸，乱世以全
生；如李白，仗剑独行，天子呼来不
上船，仰天大笑出门去；如柳永，檀
板轻拍，醉吟风月，才子词人，自做

“白衣卿相”，“忍把浮名，换了浅斟
低唱”。亦即风雅。

淳于髡、东方朔，滑稽者流。言
谈诙谐，风趣幽默，寓庄于谐。亦为
风雅。

然，风雅，又在神不在貌。心胸
荡荡，心无芥蒂，如清风明月，从容
洒脱，方成风雅。“风雅”，外超逸豪
放，内则端庄贤淑。风雅的内涵，是

“文”，是“儒”，是“正”。莽汉、悍妇，
与风雅无缘。

逻辑大师金岳霖，孑然一身，以
一大公鸡为伴，却自得其乐；季公羡
林（“燕园三老”之一），户外散步，常
有两猫“扈从”，季老以此消除清寂，
以此获得情趣；张中行（“燕园三老”

之一）案头清供：一只老玉米，一个
小南瓜。老人家嗅的是秋稼的熟
香，引发的是思乡的浓情。

此为“玩物”，却非玩物丧志，而
为玩物娱情，雅人深致，“风雅”之
至。

同为玩物，街头泼皮，深巷瘪
三，走鸡斗狗，玩虫弹鸟，狐朋狗党，
非人非兽。何谈风雅？

司马相如，虽形神飘逸，然琴挑
文君，偷香窃玉，携美人而潜逸。文
人轻薄如此，纵传为美谈，也只是风
流，难成“风雅”。

清朝遗老辜鸿铭，腹笥丰盈，堪
称饱学。却逆历史潮流而行，翘着
光绪的小辫子，招摇过市；又喜捧嗅
三寸金莲，逐臭之行，恶俗不堪。似
此，虽卓然不群，但又有谁会称其

“风雅”？
知堂老人（周作人），吃苦茶，读

闲书，写幽默自寿诗：
“前世出家今在家，不将袍子换

袈裟。街头终日听谈鬼，窗下通年
学画蛇。老去无端玩古董，闲来随
分种胡麻。旁人若问其中意，请到
寒斋吃苦茶。”此诗引一时风尚，堪

为“风雅”之楷模。
怎奈，日本入侵北平后，他竟然

“放下茶盅出门去，飘然一杖天南
行”，小事不糊涂，大事糊涂，变节而
沦为汉奸。如此，谁还敢赞其“风
雅”？

风雅，尽展文士风采，但又非文
士独享。

窗前明月，彻下蛩鸣，疏竹萧
萧，幽人独往。

闲敲棋子，雨夜待客，挑灯夜话
昔日情。

夜雨孤灯乱翻书，滴露研珠点
《周易》，红袖添香夜读书。美滋滋
的，是弥漫的书香。

行山阴道上，枳花积艳，看花
开花落；听禽鸣鸟啭，风光，目不
暇接。

此情、此景、此境，俱成“风雅”。
一老农，须髯白发，负暄于墙脚

之下，口噙一修长烟袋，烟锅清气袅
升，目半瞑，体慵懒。有一种“风”之
醇和，一种“古”之神韵。亦可谓别
具一格之“风雅”矣。

“风雅”，根于学养，出于本真、
自然，举手投足、一颦一笑，皆顺乎
性情。外则表现于言谈、举止。腹
有诗书，其精、气、神方存，故积学不
厚，“风雅”难成。

君不见，“追风”一族，“粉丝”
一派，无学无识，有形无质，盲目、
机械模仿，仅得其形似。徒生效颦
之嫌，做得个绣花枕头，落了个沐
猴弥冠。

培植“风雅”气度，须博学、深
思，儒雅不俗；须心不戚戚，光明磊
落，一身正气；须如水涌于泉，自自
然然。外虽超脱不羁，内却庄重肃
然。风雅，是养乎内，发乎外。

所以，欲成风雅，须先养品行。
一朝拥有了美好的品行，你就做得

“风雅”人，写得“风雅”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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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之韵》（国画） 马飞 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