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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陀山很久没有去了，虽很
近。但无疑是一个好地方，足够你
在这里欣赏海山美景，心向佛念，自
然也能获得不一般的体验。

四季风景变幻，不变的是如流的
人群，在万千人中，你独立于此，心生
无限感慨。就像此时，望着禅院前的
荷塘里满塘的枯荷，古塔古寺远远近
近，周身是影影绰绰的行人，上桥下
桥，穿过廊道亭院，参拜礼佛，古树下
香烟缭绕，仿佛置身世外，这样的场
景，岂能不心生流连？

当然，自然的风景之外，更有一种
缘分。在芸芸世间，在海天佛国，你不
是一个人，而是与性情中人结伴而行，
又见了相约的人，看似简单的相聚，或
许一生也只有这样一次机缘。

洪兄在普陀山的一个很上档次
的会所干事，一表人才，平时修身养
性，参禅理佛，学以致用，也算修得
一身仙气。

参观了会所的精致布局，隔着落
地窗晒着暖暖冬日，坐在蒲席团上，
用过了会所的高档自助，身心俱静。
喝过了老乡民宿“来舍”的茶，来到了
千步沙，柔软的沙滩，暖和的阳光，徜
徉在海天之间，心情舒畅安逸。

折返的途中，遇一片林地，洪
兄说是无患子树。树下都是一颗
颗小果实，果实无壳，表皮带肉，新
鲜的如玉，好像龙眼荔枝的果肉，
干的则黑红，抬头望枝头，还有许
多正挂着。俯身捡起一颗，剥去肉
质，显现一颗黑亮的不规则内核，
略如扁豆状，一头有核眼，周边带
着絮白，核坚硬有质地，果然是制
作珠串的好料。

在这个圣洁的海天佛国，能与
这小小的无患子相遇，也该是一种
缘分，或者有很多人路过这里，但未
必知道它的来历，也便擦肩而过了，
或许有很多人虽知道它，但时间匆
忙，为了赶赴更好的风景，心想着这
珠串应该是可以轻易买到的吧，也
便错过了它们。

同行者便开心地捡拾起来。大
家的心里已经想好了，带回去收拾
一下作珠串。回了家，清洗，去肉，
一阵收拾，用小钻手工钻了孔，很不
容易，手指也伤得几处，但内心是快
乐的，因为它的纯天然的质地，不规
则的大小，没有过多的机械加工，带

着些许的纹理，不至于过度圆滑，显
得颇有些天地的灵气。网上购得专
业的弹性绳线，串了珠子，正好搜寻
到一颗带着喜字的白色瓷珠，就顺
便当了装饰，整体效果还不错，珠子
在不同的角度反射着凝练的光，拿
在手里，还有有模有样的。

平生散淡，乡里巴人，想高雅也
不到火候。对珠串之类，并无脖挂
手戴之好。唯独对这串自制的无患
子珠串情有独钟。破例藏在外衣口
袋里，时不时拿出来看它几眼，抚弄
几下，如似朋友相见。

无患子的别名不少，又称“菩提
子”，释迦牟尼佛当年就是使用无患
子佛珠作为念珠的。据佛经记载，
释迦牟尼佛35岁时在菩提树下悟
道，降服了自己的心魔、证悟了般若
觉性、获得神通智慧无碍，真正的得
道成佛。所以，称此树为菩提树，也
就是道树、觉树的意思。

时时抚之，脑海里便常常闪现
出那几句话有名的偈语：菩提本无
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
惹尘埃。很多年在某一位同学的口
中得知，便记住了它。当时我还没
电脑还不知上网，理解得似是而非，
我暗自想想，它肯定是禅意的。

如今，网络是很方便的，源出
的故事也便可以轻宜百度。话说
自禅宗一祖达摩开始，传到弘忍大
师，已经是第五代禅宗。这天弘忍
大师命众弟子在墙上写偈语，希望
能找到第六代传人。最热门的继
任人是大师兄神秀，骄傲地在墙上
写下：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
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他自以为
必得衣钵真传。故事的结局是，一
位厨房里并不识字的带发小伙夫
却更高一筹，了解事情原委后请人
代写了上述的偈语回复，也最终得
到了大师的亲传，为了逃避师兄的
追杀，他一路逃到了南方的广州光
孝寺，他便是后来的六祖慧能，并
将禅宗发扬光大。

故事于我，已经是很久远的了，
权当听之悟之。成不了佛成不了高
人，当个普通人也是极好的。心中
有佛，人人皆佛。所谓修为高低，总
还得以心为本。借无患子的存在，
时时告诫自己，纠正自己的言行，我
想那也便是自己的佛了。

无患子
□姚崎锋

人们常说，“吃在广州”，从古
老传颂的“山珍海味”是最佳的美
味佳肴这个意义上来说,沈家门的
“吃”更具特色。

沈家门的饮食文化的魅力，在
于她的“当家菜”生猛海鲜和饮食
结构的多元化。

如今，沈家门有多个饮食场
所：海中洲饭店、东方大酒店、华侨
饭店、港都海鲜城……有中餐、西
餐、快餐、农家餐……有传统的美
食，也有现代的美食。只要根据你
的需要,总可以寻到烹饪各种菜肴
的饭馆，无论是外地的游客或本地
的居民，都可以根据你的爱好和需
求作出不同的选择。

沈家门的饮食结构的多元
化，首推的是古老传统美食的“名
牌”。现在街头巷尾早、中、晚餐
饭店星罗棋布,许多古老传统美
食“名牌”，在那里都得到传承和
发展。如巴哈鳗干面、邓阿瑞酒
酿圆子、俞阿庆大饼油条、张阿三
馄饨、长脚梗阿青的肉粽和羊肉
粥……

南宋著名诗人曾作一首诗：
“世人个个学长年，不悟长年在目
前,我得宛丘平易法，只将食粥致
神仙”。是的，粥在夏天更受欢迎,
特别是对于女性来说，既是美食,
也是减肥的佳品。

自从连岛大桥开通以来,我
在公交车上常遇到许多来自全国
各地的游客。有一次，当我问起
他们来这里旅游的感受时，他们
赞不绝口地说：“这里的海洋风光
好看，旅游景点好玩，生猛海鲜好
吃!”随后，大家异口同声地又重
复一句：“这里的生猛海鲜特别特
别好吃!”

旅客们的这个“特别特别”给
了我深深的感悟：是的,现在交通
发达了，海鲜全国各地都有，可是
这里的海鲜是“现捕、现烧、现吃”，
放到锅里烧烤时都是活蹦乱跳的,
这样的海鲜全国各地都有吗？说
实在的，只有这样的海鲜才独领风
骚，才真正称得上“生猛”和“精
品”。

旅客们这个“特别特别”还使
我追忆起儿时的时光。那时沈家
门地区各家各户，凡是宴请贵客或
结婚时办酒席，真少不了最具当
地特色的“四大名菜”：风鳗、钓带、
肋鱼、呛蟹。这“四大名菜”味道鲜
美，营养丰富。

记得 1957年我在虾峙工作
时，一位船老大告诉我一件事：有
一年,他的十八岁儿子跟他上嵊山
捕带鱼，时隔三个月后回家，一进
家门，他娘竟认不出这个亲生儿子
了。这小伙子从小体弱多病，个子

矮小，脸黄饥瘦，可这下回家却变
得红光满面，身高体壮，体重长了
10多斤。才3个月啊，竟有如此突
变，这不就是风鳗、钓带、肋鱼、呛
蟹所提供的营养的威力吗？

沈家门街头海鲜餐馆不少，但
可能是图“生猛”吧，无论是外地游
客或本地居民都往往舍近求远，喜
欢到海边去吃海鲜。

几年前，沿着滨港路由西向
东，从“舟海饭店”到半升洞码头，
依次排号，共有67家餐馆，那里就
是全国著名的“沈家门海鲜夜排
档”的聚集中心。

人们一到那里，首先映人眼里
的是一派迷人景象：白天的一切悦
然被迷雾的夜色和五光十色的霓
虹灯化成海市蜃楼，碧波荡漾的海
港模糊了,而倒映水面上的缤纷光
柱和万家灯火则交相辉映,流光溢
彩，铺金叠翠，犹如繁星倒悬。

停泊在港边几条古色古香的
“绿眉毛”游船上歌舞升平，不时传
来悠扬悦耳的“结网舞”的乐曲声
和“舟山锣鼓”的敲击声……

餐馆内外，熙熙攘攘,人头攒
动，馆馆游客爆满，桌桌座无虚
席。在那里各种美食品种十分
丰富齐全，各种“名菜”可谓应有
尽有：红烧大黄鱼、粉丝鲳鱼、醋
溜鲨鱼、清炖鱼、富贵虾、葱油大

螃蟹……
提起葱油大螃蟹名不虚传，确

实是这里一道知名度极高的“当家
菜”。它的菜料是大厨师亲自从
“国际水产城”选来的。大厨师选
蟹的经验是:一看“角”、二看“壳”、
三看“纹络”，用这样的菜料烧出来
的葱油大螃蟹味道鲜美，色香俱
全，让许多食客流连忘返，吃了还
想吃，越吃越想吃。最离谱的是有
一次，四个大学生小伙子竟一下
点了六盆大吃起来,看得周围的人
目瞪口呆。

沈家门饮食结构的多元化,除
了大力发挥当地的优势外，还广招
“精品”，海纳百川。

每当举办民俗民间文化节或
观音文化节时，“北京烤鸭”“潮州
卤水鹅片”“台湾油炸冰激凌……
千里迢迢、纷至沓来。在滨港路海
边摆起长长的摊位，做起耀眼的广
告，吸引四方游客蜂拥而至。

如今，沈家门夜排档也暂时搬
到了东港，新址位于东港希尔顿酒
店对面的海堤上，夜幕降临时，一
长排橘黄色的篷房成了海边一道
亮丽的风景线。

大海啊，母亲。舟山渔场是您
的拳拳赤子，今日的沈家门已成为
全国饮食的荟萃之地，人们怎能忘
却你慈母般的哺育之恩！

吃在沈家门
□胡汉杰

雨 后 郑宝森/摄

几十年前的往事，慢慢地淡忘
了。

刻骨铭心的那些事，总是挥之
不去。

——题记

上世纪六十年代，江浙一带
的农村家家户户都用铁锅煮饭炒
菜，灶台有两口锅，大的叫尺六
锅，小的叫尺四锅。大的那口锅
用来煮猪食，把野草、葛藤、革命
草等猪食塞进锅里慢慢地烧着，
烂了，可喂猪了。小的那口锅用
来煮饭、炒菜。灶是用石块垒起
来的，这年代农村购不到水泥，父
亲从后山的黄泥坑里挑来一担又
一担的黄土，堆成一堆，挖个坑，
倒上水把稻草、麦杆剁碎，掺在黄
土中，用钉耙捣，用脚踩，做成一
团团的草芹泥，粘在乱石上。灶
炉是椭圆形的，里边刮得很光滑，
灶门两边竖两块砖，那是灶堂里
的火焰冒出来用作挡热遮灰的，

灶的右边放一只风箱，若是树根
或硬柴很难旺火，只要用风箱一
推一拉，发出“刮嚓刮嚓”声音，火
头就旺起来。随着风箱的节奏，
火苗跳跃着，忽闪着。

在两口锅的中间，放了一只烫
锅，或瓦的，或铝的，伴随着灶间炊
烟的袅袅升起，火焰把烫锅里的水
也烧热了。烫锅的水供农家老小
喝水、洗脸、待客。它在农家虽不
能创造物质财富，却给予小小温
存。它的低调、它的沉吟，它的品
格……好像我的母亲。

父亲过世时才五十岁，母亲才四
十几岁，大女儿才八岁，儿子上初中，
母亲还年轻，但她没有改嫁，大妹三年
级就缀学，跟着母亲下地干活了。她
瓜子脸，一张樱嘴，皮肤小麦色的，五
官精致，一双如水剔透的眸子很亮。
小妹才三岁爱哭，每当母亲要下地干
活挣工分的时候，她怕孤单，害怕一个
在家，总是哭着闹着缠着母亲。有一
天，母亲马上要与生产队员下田拔秧

了，小妹又“呜呜”哭着，两只小脚在地
上乱蹬着，母亲被她缠得实在没有办
法，就拿来柴草点燃，抱起软弱无力的
小妹往火堆吓她，倏时，小妹被吓得昏
了过去，母亲豆粒般的泪珠潸潸滚落，
头发顺着泪水黏湿在颊畔，她又哭起
父亲来“苦命人呀，你走了，我们怎么
活呀，呜……呜……呜……”母亲的
悲号，使跟她下田干活的男女停住了
脚步，再次流下了同情的泪水。

烫锅是有灵性的，对于这个家
的遭遇它也恻隐有知，烫锅里的水
凉了。那是失去亲人之后，一家人
陷入悲哀，几天没有生火烧饭了。
小妹病了，母亲慌了手脚，于是，母
亲再次把柴火点燃，开始为小妹熬
粥做饭。烫锅又有了温度，烫锅的
水慢慢地、慢慢地升温了。母亲抱
着小妹，坐在这灶间那把椅子上，
轻轻地咏着当地歌谣：“摇啊摇，摇
到外婆桥，外婆地里拾棉花，舅舅
摘来一朵枇杷花……”大妹端着脸
盆，帮母亲从烫锅里舀来热气吞雾

的水，母亲温馨地给小妹好看的小
脸上擦着泪痕……母亲再度泪下，
烫锅心头也涌动着一股无法言语
的情愫。

烫锅的热水父亲再无福享受
了，烫锅的灵心在隐隐作痛，只
怪自己太渺小，太无力，不能为
这个农家带来幸福和快乐，它不
知道能做些什么？它自卑低调
的吟着：

我不如它，锅铲叮铛厨中刹
唯见粗食嫩菜香喳喳
我不如它，碗盏盆勺厨中插
唯见炊烟迎风砂
我不如它，水淹半缸素颜色
唯有葫芦瓢飘相思活
我不如它，灶堂红光牵魂魄
唯有暗夜泪花撒
……
烫锅不会再回来了，换成了张

口可吸的矿泉水，而对于它被几代
人受过的甜、酸、苦、辣的存在，祖
祖辈辈无法释怀！

烫 锅
□张松才

收到胡汉杰老师的《碧海涛
声》，我兴致十足地立即拜读了。读
着他的文章，我竟不知不觉地走进
了他的世界，这个世界似曾相识又
妙趣横生。随着一篇又一篇文章的
品读，我一会儿拍案叫绝，一会儿会
心微笑，一会儿赞叹有加。

读完全册，我掩卷默想。我想，
能写出此类文章的人，至少具备了
以下几个特质：

首先，必须是一个对生活的有
心之人。在每个人生活历程中，身
边所经历的人与事，几乎一样多。
但是，能够对身边的人与事进行细
致入微观察的并不多。能够把观察
到的人与事进行深入浅出的梳理并
形成妙不可言文字的就更少。所
以，胡老师不但是生活的有心人，而
且是一个热心文学创作的有心人。

其次，必须是一个生活阅历丰
富的人。生活阅历丰富既要有纵长
的时间维度，也要有广阔的空间宽
度。从纵向讲，人需要足够的长寿，
因为只有长寿，才能经历生活足够
的时间跨度。也因为只有长寿，才
能对生活经验的积累达到足够的丰
富。也因为只有长寿，才能对每一
起生活经历进行历史的比较，在比
较的审视里找到事物的理性定位。
所以，文中记叙的每一个故事，都具
有它特定的历史记印并且与当时当
地的人文俗习相交融，使故事在共
性意味之中注入了鲜活的个性特色
而放射异彩。从横向讲，人的生活
需要有一定的空间跨度，需要有曲
折沉浮的生活体验。只有饱经风霜
的人才能体会每一缕阳光的温暖，
只有与老百姓休戚与共的人，熟谙
世故人情写出来的文章才会是有血
有肉，而不是矫揉造作无病呻吟。

三是能写这种文章的必须是一
个对生活心怀乐观向上的人。文章
记录了作者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悟，
既倾注了对生活的热爱，也流露了
对生活的无限眷恋。可以感觉到，
作者在对生活甜酸苦辣的细腻描述
中，始终保持着乐观向上的基调。
虽然有那么多的遗憾与无奈，但文
中流露的只有今后如何改变的急切
愿望而不是消极沮丧。对社会的每
一个进步，哪怕是一个小小的改变，
作者也是那么的欢欣鼓舞。

令我特别欣赏的是《流金岁
月》中的三老篇—《当你老了》《说
老》《活到老真好》，还有《我的小伙
伴》《狗》《猫》《牛》《鹅》，《教坛拾
穗》中的《望子成龙众生相》《关于
就业》，《值得深思》中的《麻木声中
的预警声》《这管用吗》《望而却步》
《蓦然回首，灯火阑珊处》，《朝花夕
拾》中的《暖流》《悼词》等等。这一
篇篇美文，情深意重，读来令人感
慨万千。

此外，我还特别赞赏作者的写
作风格。通俗而朴素的语言犹如民
歌的旋律，读来轻松自如，浅显的文
句不失优美，细腻的描写不失流畅，
口语化的造句却能脱去粗糙与随
意，显得朴素精致。对人物、事件甚
至于对狗、猫、牛、鹅的描写都能达
到“精微真确”的程度，的确是把那
些描写对象写活了，写透了。在一
篇篇，一章章的字里行间，不但让读
者清晰地看到了作者所叙述的人、
事、物的形像，同时也使我感悟到了
作者蕰含的内心情感。读着《碧海
涛声》，我此时此刻的心境犹如一个
遨游于胜境的精灵，乘着作者打造
的方舟，在微波荡漾的文海里，时起
时伏，感同身受……

《碧海涛声》读后感
□虞央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