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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之计在于春，一日之
计在于晨。早上其实应该吃
好，而不是马虎应付！对潮汕
人来说，早餐相信大多数人会
选择——咸包。咸包就是包
子，与流沙包、地豆包不同的
是，它的馅料是咸的，所以有
这个称呼。

我以前去包子店买包子
时 见 过 厨 工 制 作 咸 包 的 场
景。做咸包和好、发酵的面
团，然后揉成长条，被切成一
段段。拿出一段面团，使劲地
按出一个“大洞”，便把馅料
往里面塞，然后沿着“大洞”
的边角一步一步捏起来，形成
黏合状，一个圆形的咸包便制
作完成了。一看，足足有一个
拳头大小！如果不熟练，包咸
包一定手忙脚乱，包得很慢。
但是见到厨工做了多年咸包，
熟能生巧，动作极快，一个包
子二三十秒便大功告成了，而
且包得很漂亮。看圆滚滚的
咸包，就知道里面“料足”，十
分诱人。

袁枚在《随园食单》说：
“厨者之作料，如妇人之衣服
首饰也。虽有天姿，虽善涂
抹，而敝衣褴褛，西子亦难以
为容。”毋庸置疑，袁枚说得极
对，没有好的“作料”，总是美
中不足的，始终做不出真正的
好美食。咸包的“作料”更是
如此！包咸包的馅料是葛薯、
葱、瘦猪肉、煎蛋、炸虾，将它
们一起炒，然后调入酱料，掌
握火候，便能制作出香气诱人
的咸包。

咸包，一口咬下去，面皮
与馅料冲击着味蕾：那滑韧的
面皮、混着甘甜的葛薯、带着
辣味的葱、咸韧的瘦猪肉、酥
软的煎蛋、酥脆的炸虾让人瞬
间“百味交集”，脑中涌出了三
个字：真好吃！

制作咸包其实不易。包
子店的厨工约莫凌晨四点起

来，做面团，配馅料，然后一个
个放置好来蒸熟，大约七点，
就有顾客络绎不绝过来买。
咸包一个 4 元，比起 1 元的花
卷、流沙包等面食，价格自然
高了些，但还是有很多顾客钟
情咸包，认为味道冠绝，物有
所值。也是，有的包子店开了
几十年而生意依然红火，这是
一种传统饮食文化的“香火”
在延续啊！

咸包仿佛是有灵魂的，虽
然不是山珍海味，但它有潮汕
味，皮厚而料丰，有人吃一个
便能品尝美味和填饱肚子，也
难怪小城的人都喜欢吃这样
的面食。我在潮汕小城，虽然
不像在一二线城市工作那样
节奏紧张，要挤地铁，但是依然
有工作压力，谋生毕竟艰难。
咸包不同于肠粉等，有速食的
简便之处。早上起来，送完孩
子，便买一个包子、一杯豆浆赶
去上班，尽管如此，还是觉得早
上能吃好能吃饱。真感谢先辈

“发明”了咸包，这种早餐蕴含
人文关怀——解决了赶路人的
吃饭问题。大约是先辈明白生
活之不易、谋生之艰难吧，饮食
文化也映照现实！

当然，包子店卖的咸包
也各异，虽然馅料基本一样，
但细细品尝，却能够吃出不
同的风格。有的店做出的咸
包非常油腻，有时拿起包子，
手上就被沾上一层油水，原
来，馅料的油水已经“饱和”
到流出来，吃起来当然满嘴
是油，油腻的咸包当然不招
顾客喜欢，尤其是像我这样
的胖子。还有的包子店做出
的咸包干巴巴的，咬一口下
去居然感觉不到一点油水，
里 面 的 馅 料 自 然 没 有 浓 重
的香味了。

咸包不但好吃，而且会
让人想起少年往事，它是有
灵魂的……

1 月 22 日，“王璜生·珠江溯源记 1984/2022·巡回
展”将在广州图书馆开幕。展览曾巡展至桂林、昆明、
贵阳，最后一站回到广州。从 1984 年开始，王璜生与
挚友李毅结伴骑行，行程三千多公里，辗转粤桂滇黔
四省，追溯珠江的源头。王璜生除了在书信日记中详
细记载这段旅程，还以水墨写生、黑白胶卷摄影等多
元创作手段描绘了珠江沿岸地区的自然环境、人物状
态与民俗风貌，构成了关于珠江流域文化与精神象征
的丰富“考古”材料。

这些年在深圳生活，已经习
惯了每年元旦来临之际，在音乐
厅里伴着一场音乐会跨年。那种
感觉很特别，就像目睹一块新年
与旧年的界石，有一种标志性的
时间概念。那是随着指挥手臂向
斜上方猛一记挥洒，“唰”的一声
翻页，旧的一年就此一闪而过。
指挥的动作越是帅气，给观众带
来的感觉越爽。于是乎，深交的
新年音乐会，成了一个品牌。而
以往只演一场，近年来却不得不
增加至两场，仍然不能满足需求，
就又增加了一场，连演三场。

还记得三年前岁末之时，深圳
交响乐团连演三场新年音乐会的
情景。首场演出是在跨年的前一
晚，次场演出是在 12 月 31 日当
晚。晚上七点半开演，比平时提早
了半个小时。演出中间休息不过
一小时，便马上进入第二场的演
出，从十点左右一直演到十二点，
直通跨年。观众乐此不疲，狂喜有
余。有的看完第一场并不离席，而
是接下来再看下一场，为的是跟乐
团一起跨年（当然已经买了两场的
票，也有个别的连看三场）。然而，
乐队的演奏员们可够辛苦的了。
他们重复着三场不换样的演出，带
着第一场的汗水与亢奋，旋入第二
场，还有接踵而至的第三场！

印象最深的是去年的年底，
明明是三场演出，三场的票，却早
已告罄。然而，由于疫情原因，仅
仅演出了一场，其他两场遗憾取

消。买到票的观众只好退票。那
仅有的一场演出，让跨年的那一
瞬间如此辉煌，如此难忘。适逢
新年钟声敲响之际，那份潮涌的
激情，在千人观众席上磅礴荡漾，
形成热浪奔涌。全体观众起立鼓
掌，叫好声不绝于耳。沸腾的场
面已经不能用“爆棚”一词形容，
简直就是决堤！

而深交的演奏员们，则不断
往观众席上抛着吉祥物，那是牛
年的牛娃，抛出了一片喧哗与狂
欢，煞是热闹。

女演奏家们那一刻都成了仙
女，她们身着赤橙黄绿青蓝紫的
各色艳丽裙裾，让平时以严肃音
乐铺陈的舞台，顿时春风满园，鲜
花绽放。

刚刚过去的 2021 年 12 月 31
日的新年音乐会，仍然沿袭了以
往的台风，只是女乐手更加年轻，
更加靓丽。因为一批资深美女已
经退休，而补充进来的新鲜血液，
带着西洋留学的洋范儿，风姿绰
约。担纲指挥的还是八零后的音
乐总监林大叶。这位深交历史上
最年轻的总监，其轻盈抒情的执
棒，与乐队的音色完美融合，仿佛
施了魔法，让现场掀动阵阵狂澜。

在上半场中国曲目中，最受欢
迎的是刘雯雯的唢呐。这位上海
才女吹奏的《百鸟朝凤》，简直把唢
呐吹神了。在她玲珑剔透的技巧
中，将各种鸟的动感神态细致描
绘，就连羽毛的灵性颤动，都筋脉

可感。这让我联想到前年，在加拿
大皮埃尔·佩拉多剧场举办的欢庆
中国年的专场音乐会上，我就领略
了中国唢呐的神吹魔力。那是同样
年轻俊俏的张倩渊，她也是吹奏《百
鸟朝凤》，其绝活儿在于：一口长气
刚健绵延，恍若从舞台吹到了雪
野。这口长气带来观众的热烈掌
声，而掌声停下了，长气仍在穿越抻
展。据说这是中国民乐的绝活——
循环换气法，民间叫作“鼓腮换气”，
已经在西洋木管乐器演奏中使用
了。她的非凡技艺征服了海外观
众，简直把异国的那场大雪吹化了。

那场演出使我意识到，纯中
国味道的音乐如同中国的菜肴，
一样令异国他乡的观众如痴如
醉。就像深交在德国纽伦堡演出
中国交响诗《我的祖国》乐章间的
合唱时，德国人组成的合唱团唱
得声色并茂，令台下很多观众为
之涕泪一样；就像深交大提琴首席
卡伦在 2022 新年音乐会的上半
场，深情演奏《我和你》的优美音乐
中的那份深情和优美，仿佛他演奏
的不是中国音乐，而是他所在的国
家亚美尼亚的娴熟旋律。

从这个角度而言，中国与世
界的音乐已经相融相印，中国演
奏家与西方演奏家，不仅可以同
台而且能够同心。只要是好的，
就会受到欢迎，就能打动人心。

或许，这就是深圳新年音乐
会的魅力，就是鹏城人喜欢在音
乐厅完成跨年的原因吧。

去国大半生，乡愁无疑是最熟
习的情怀。而排遣乡愁，便捷之
法是读古诗。稍感惋惜的是，限
于阅读范围，以还乡为题材，朗朗
上口的有限，不是“未老莫还乡”
就是“儿童相见不相识”。正向描
写，因反复传诵而失去新鲜感的，
是“每逢佳节倍思亲”，“天涯共此
时”。遂起疑问：乡愁是不是给

“写光”了？
近来读《随园诗话》，频繁出

现的惊异是：感人至深的诗句，被
岁月埋没的真不少。以下两句，
摘自《除夕》：“今夜不眠非守岁，
防他有梦回家乡。”作者郑德基，
清朝人，当的是穆太守的仆人。
我以为，乡思至此，也许算“写尽”
了。且想想，一年中专为团圆而
设的夜晚，栖迟他乡，守岁的古老
风俗依然恪守，但这被人描摹为

“回归‘种子’状态，为春之萌发作
准备”的举措，拥有别样的意蕴
——预防做梦。

本来，梦非人可控驭，没有预
写剧本，作彩排，才正式出台这回
事。凄冷此夜，拥被而眠，梦也许
美，也许糟糕。不过，因白天受尽
思念的煎熬，入梦之后，最大的可
能，不是回到遥远的家乡，就是看
到依闾望儿的亲娘。若然，岂不
心如刀割？是故，不合眼，堵死梦
入侵的渠道是必要的。

今夜，我和这位被袁枚誉为
“青衣名士”的草根诗人一样，异乡
度除夕。不能不对家山遥指歉意
——没有守岁。为什么呢？家谱

能守，记忆能守，祖屋能守，问题是
守多久，是否守得完整。然而，岁
月怎么守？饶你是最佳“守门员”，
光阴之“球”总能射门。比平日晚
睡一个小时，看了几台华人庆祝春
节的文娱节目，午夜将临，便去找
周公。却难以入睡，格外服赝郑德
基的诗句——警醒着，对乡梦的偷
袭严防死守，是做得到的。

今日之我已成老翁，如果能回
家乡过春节，一定守岁一次，以填
补生命的空白。地点须选在村中
的祖屋，一个人足矣。神龛在阁
楼上，带薰衣草香的线香插在四
周，端坐于酸枝椅上。四五十年
前祖父也这样坐着，咕噜咕噜地
抽水烟筒，我却远离烟草和酒
精。蟋蟀唧唧，风声在天井的铁
皮盖上滑过，一串琶音滚向北边
的古老碉楼。

陪伴的是回忆。那是上世纪
的五十年代，我家乡并无彻夜不
睡的风俗。别说小孩，大人也只
是早起而已。我家在小镇开文具
店，相当殷实。晚间，我和弟妹早
早就寝，为的是明天起个绝早，摸
黑到街上捡“炮仗”。上床前，踌
躇满志地检视床头，那儿有崭新
的衣服、袜子和鞋子，母亲或者祖
母放的。和郑德基的诗句相反，
梦没有例外地充满红包的喜庆色
彩。凌晨四五点，第一波鞭炮在
远近炸响，必被惊醒。大人昨夜
点的煤油灯破例没被吹熄，是一
年中仅有的“长明”。灯光中，穿
上带樟脑味的衣服，必定太长，要

卷起裤腿。鞋子也太大。然后，
神气活现地走下木楼梯。在楼梯
口响亮地说：“嫲嫲，周年旺相！”
这一句，是老人家教的，大年初一
第一次开口必须是它。祖母从弥
漫油香的厨房里走出，呵呵笑着，
好好，大吉大利！边说边把冰凉
的一小块塞进我嘴里，那是红
糖。年年如此，直到家道败落。
数年前，我最后一次回到老铺子，
通二楼的木楼梯已朽坏，一步踏
坏一块板子。扶手还在，也许留
下稚嫩的手印。

一幕幕恍如昨天。
陪伴的还有冥想。黑暗中，对

面墙壁上的炭相依稀可辨。相片
中的祖父、祖母活过来了。祖父
背唐诗的声音，祖母叫唤猪崽的
声音。想到自家在地球绕过的圆
圈。继而，无所思。只有黑暗，浩
大无边，默默涌流。继而，鸡声和
爆竹声争先恐后，春天莅临。

并非巧合，不止郑德基，苏东
坡的《除夜野宿常州城外二首其
二》有：“病眼不眠非守岁，乡音无
伴苦思归。”更往上溯，唐人高适
的《除夜作》有“旅馆寒灯独不眠，
客心何事转凄然？故乡今夜思千
里，霜鬓明朝又一年。”三首写除
夕夜的“客心”，均涉及“不眠”。
高适守旅馆寒灯，直抒怀抱。苏
东坡呻吟于病。郑氏作为晚辈和
模仿者，诗句直白，以“防止做梦”
别开生面。论冲击力，我愿逆名
人效应而行，选郑氏这两句，它们
堪称乡愁之绝唱。

广州黄埔的蟹山、中心城区
的越秀山，相距约25公里，都不
是很大，尤其是蟹山更小。但山
不在于大，也不在于高，有故事
就好；这些故事令我难以忘怀。
巴金曾言：“往事依稀浑似梦，
都随风雨到心头。”对我来说，
确实如此。

我青少年时居住在蟹山脚
下的黄埔铁路宿舍。蟹山，因
其山形酷似爬行的大红蟹，故
而得名。黄埔港，装卸货物的
长臂吊机林立，江面上停泊着
世界各国巨轮，曾被评为羊城
八景之一的“黄埔云樯”。江对
岸有闻名遐迩的黄埔军校旧
址，两岸广袤的农田中随季节
不同生长着成片的青菜、禾苗，
香蕉或甘蔗。涨潮时，珠江水
反流入河涌，江水清澈见底；退
潮时，滩泥中爬满了横行的蟛
蜞、欢蹦活跳的跳跳鱼。

童年的时光很快乐。我和
同伴们在夏天的课余或节假
日，必定到铁路桥下宽阔的河
涌里游泳，退潮时在河滩上用
竹箕捕鱼捉虾。在河涌边钓
鱼，钓蟛蜞，在禾田中钓青蛙，
还经常到百米之外的蟹山旧炮
台玩。在山顶放风筝，晴空万
里时能眺望到远处的越秀山电
视塔。

蟹山顶上有民国时期建的
欧陆风格的八角亭、四方亭各一
个，两亭之间是清代建造的炮
台。炮台遗址尚存巷道、牌坊式
巷门、藏兵洞、炮池。巷门、巷道
牌坊中央阴刻“蟹山台”三个大
字，右阴刻“光绪十一年孟夏吉
旦”一行小字，左阴刻“钦命两广
总督部堂张钦命广东巡抚部院
倪记名总兵署广州协锐勇巴图
鲁、邓安邦督造，绘图监造同知
衔陈棨熙”四行小字。炮台上安

装德国克虏伯兵工厂造的20厘
米转轨后膛远程大炮一门。

辛亥革命时的 1922 年 7月
9日，大元帅孙中山在越秀山镇
海楼被当时的粤军总司令陈炯
明军围攻，当孙撤至珠江河上的
永丰舰，从天字码头经黄埔长洲
岛的鱼珠江面时，就是被驻守在
蟹山炮台的叛军开炮击伤军舰，
处境险恶。1963 年，炮台大炮
被移到广州博物馆（镇海楼）门
前陈列。

越秀山历史悠久，其主体以
西汉时南越王赵佗曾在山上建

“朝汉台”而得名。山上有清代
所建一座石牌坊，上面刻着“古
之楚亭”四字，还有镇海楼、古
城墙、四方炮台、孙中山读书治
事处碑、伍廷芳墓、五羊石像等
景点。

位于越秀山镇海楼的广州
博物馆，于 1929 年 2 月正式对

外开放，为我国最早期创建的博
物馆之一。镇海楼始建于明朝
洪武十三年（1380），距今已有
630 多年的历史，被誉为“五岭
以南第一楼”。公园所处区域，

“镇海层楼”、“越秀层楼”以及
“白云松涛”，自元代以来一直
是“羊城八景”之一。

越秀山这地方，在我一生
中也曾留下无数美好的回忆。
小学时，在老师带领下，我们
集体从黄埔出发前往游玩，在
湖中划艇，在岸边摘葡萄。弹
指一挥，几十年眨眼间就过去
了。不知多少次，在镇海楼下
抚摸着从蟹山迁移过来的那门
大炮，在越秀山体育场观看中
外足球队的比赛，与妻子谈恋
爱时去镇海楼参观历史文物，
孩子出生后还带他一起观看五
羊 塑 像 ，在 公 园 的 游 乐 场 游
玩，让他骑那门大炮……

□朵拉[马来西亚]

元亨利贞（国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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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愁是不是给“写光”了？
潮汕咸包

□彭伟栋

袁枚说得极对，没有好的“作
料”，总是美中不足的，始终做不出
真正的好美食

从蟹山到越秀山 □陈东明弹指一挥，几十年眨
眼间就过去了

□刘荒田[美国]

家谱能守，记忆能守，祖屋能守，问题是守多
久，是否守得完整。然而，岁月怎么守？

在音乐厅跨年 □刘元举

随着指挥手臂向斜上方猛一记挥洒，“唰”的一
声翻页，旧的一年就此一闪而过

每天上午阅读、写作或画
画三个小时后，心灵和眼睛都
需要歇一口气，往往给自己冲
泡一壶茶，捧着杯子面对窗外
的大树，有时候，大树和我说
话，有时候，我跟大树倾诉心
声，这是每日里最美好的午间
休闲时光。

窗外有五棵大树，在不同
的季节里，默默地告诉我时光
的流转。春节前差不多掉光的
叶子，老在清明前开始纷纷萌
出嫩绿新叶，其中三棵长着小
叶子的树，趁我没注意，开出颗
颗粒粒的毛毛球样的花，一球
一球地将深深浅浅的红，搁在
它们自己喜欢的位置上来看
我。浓浓淡淡的红，这里那里
间杂在相对生长排列整齐的绿
叶之中，仿佛炫耀自己的光彩
般，以媚人的酡红招呼我：嗨，
我们又见面了！眼花缭乱的我
需要四处搜索寻觅，起初还放
下茶杯去数数，越数越乱了套，
最后放弃愚笨行为，只余赞叹，
同意徐志摩说的：“数大便是
美。”

那样美丽的红色球球花还
在一朵一朵互相争艳的时候，
另外两棵大树也在同一时期把

一串串黄色小花绽开在树梢
上。绚烂夺目的黄色串花，可
不是那年在台湾初次相遇的金
急雨吗？

我们这里都以英文称呼这
黄色串花，叫 Golden shower，翻
译过来就是黄金浴，可我们一
定是见它在雨天着急，一下雨
它便急急飘落，颜色又是金黄，
中文称它“金急雨”。台湾人另
有叫法，唤它“阿勃勒”。这有
点怪的名字，让人好奇黄串花
的源头：原产于南亚南部，从巴
基斯坦南部往东直到印度及缅
甸，往南直到斯里兰卡。分布
在缅甸、斯里兰卡、印度以及中
国大陆的南部、西南部等地，生
长于海拔1000米的地区。

“阿勒勃”不是台湾话，是
我的误会，它是梵语 āragvadha
之音译。恍然大悟间我看见一
句吃惊的花语：“生命就该浪費
在美好的事物上”。

这说的是不是我呢？什么
事也不做，就捧着茶，啜一口抬
一下头，专心看花儿随风纷飞，
随雨飘落。然而，如此美好浪
漫的事物，怎么可以说是浪费
呢？

生命中的美妙时光往往稍

纵即逝，必须随时随地牢牢掌
握，把幸福一点一滴慢慢堆砌
累积呀！

晨运时光，我把红色的毛
毛球花和黄金阿勃勒的照片拍
了发给朋友，很得意地炫耀：每
日清晨，在温暖的黄金阳光下，
踩一地华丽的黄金花地毯慢
跑，有时红色球花也会噗地掉
在地上，澄亮的金黄让我的晨
运增加豪华气派。

快 乐 当 然 要 与 好 朋 友 分
享。

朋 友 当 初 听 说 我 买 房 子
时，建议选择大路边的那套，价
格一样，路边的房子应该更有
价值呀！然而，我选了靠里边
这栋，不好意思坦白，究其实，
为的就是窗外这五棵大树。

平 常 聊 天 不 提 花 树 的 朋
友，我便以为他不懂，但他回来
的微信是：“你叫雨树的，看着
叶子和花形，应该是合欢树，至
于你说的黄金阿勃勒，我看起
来却是铜荚花。”

青翠的小叶子相对并排密
密生长着，下雨的时候，雨滴穿
过合并的叶子落下，雨停之后，
叶子中间储藏的雨水仍然在滴
落，这是南洋人称之为雨树的

原因。因为太动听悦耳，便没
去寻它的学名，原来叫合欢树。

不 知 名 的 花 树 本 来 就 好
看，合欢树这名字让红花绿叶
添加了柔情，纳兰性德那首“惆
怅彩云飞，碧落知何许？不见
合欢花，空倚相思树”说的可是
这合欢树上毛茸茸的红球花
吗？合欢有合家欢乐之意，花
因名字变得更美，也因名字教
人不禁添了惆怅。

他还给我发来被纠正的黄
花照片。一片金黄色的串花，
在 照 片 里 无 声 地 喧 嚣 盛 放 。

“虽然这两种花都是澄黄色，
也都串联生长，但是，阿勃勒
的花瓣更长更薄些，你注意看
呀，花朵全是往下垂生。你照
片里鲜艳的黄色花，姿态是往
上长的。”

我 没 法 等 待 隔 天 晨 运 时
间，迫不及待下楼去看花。仔
细观察金灿灿的黄色小花，果
然是一串串向上昂扬，每一朵
都指向蔚蓝天空和火红太阳。
原来我们的记忆居然会欺骗自
己。在台湾认识的阿勃勒和眼
前的铜荚花虽然外貌相似，却
是两种花呀！

姿态有分别的黄色串花，

既有同样的璀璨，也有同样的
凄美命运。盛开时光短暂得就
只有一天两天，有时甚至还不
到二十四小时，这说的是遇到
下雨。风来雨到，娇嫩的澄黄
绚亮禁不住风吹雨打，一瓣一
瓣，一朵一朵化成黄色小雨在
空中飘荡。黄花雨落到地上，
铺满一地艳美绮丽的黄地毯，
提供了我晨跑时光的奢华和浪
漫。

11 年来，春节过后不久，
窗外的大树不会忘记铺开一条
豪美的金黄跑道，让晨跑的人
刚起床，就充满愉悦和期待。
红花和黄花有时候落在我身
上，有时候就掉在头发上，跟我
回家……

准备搬家的时候是 12 月，
午间喝茶对望窗外的大树，茂
密葱郁的叶子仍然青翠欲滴，
只不过红色黄色的花都还没绽
开。我拍下了几张繁茂叶子的
照片，发给朋友，告诉他，搬家
最舍不得的，是窗外的五棵大
树。

此 刻 我 在 新 房 子 的 露 台
上，望着绚丽的朝霞把辽阔的
大海染成金碧辉煌，一边想念
老房子窗外的五棵树。

五棵树
每日清晨，在温暖的黄金阳光下，踩一地华丽

的黄金花地毯慢跑，有时红色球花也会噗地掉在

地上，澄亮的金黄让我的晨运增加豪华气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