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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欢垂柳，是自童年起就有的一
种情感。“千丝风雨万丝晴，年年长短
亭。暗黄看到绿成阴，春由他送迎。”
数十年间，这种感觉如同年年飘飞的
柳絮一样，竟一直没有中断过，与宋代
词人翁元龙咏柳的词句深相契合。

柳树是乡村最多的树木，无论是
乡野阡陌，还是塘畔沟边，特别是乡户
农家的房前屋后，都栽了很多柳树。
有的单株成景，有的蔚然成林，让浓荫
里的村庄，充满了宁静、清幽的氛围。
那时候家里的家具，盖房的瓦条，包括
烧灶的柴火，大都是出自柳树和杨
树。雨水淅沥的春日里，父亲随便砍
下几根柳树枝桠插在泥土里，培上一
圈土，过不了多久，那光秃秃的枝桠间
就会分出一些细细的枝条，枝条上爆
出嫩嫩的芽包，继而长成嫩绿的柳叶，
就有了“长条黄复绿，垂丝密且繁”的
美感。

老家门前大河边有两株枝繁叶茂
的垂柳，它们是做艄公的曾祖父栽下
的，后来家里要建房、打家具，砍伐了

很多树，唯独这两株柳树被爷爷执意
留了下来，被我们称为“爷爷柳”。数
十年的树龄，让黑黝黝的树身上布满
皲裂的瘿结，看上去就像爷爷脸上的
老年斑一样显眼，那条栓系渡船的缆
绳，在树身上勒出一道深深的绳沟，宛
若爷爷额上的皱纹。爷爷没有继承曾
祖父的艄公身份，而是成了方圆数十
里有名的鞋匠。

童年时代的“爷爷柳”带给我很多
快乐，爬上枝桠掏鸟窝，伸出长杆逮知
了，折一段嫩枝做柳哨，就是一片窄窄
的柳叶，含在嘴唇间也能吹出几个清
亮的音符，引来一片鸟的啁啾。下雨
的日子，我常常透过窗口看雨中的垂
柳，看柳丝在风中“娇软不胜垂，瘦怯
那禁舞”的模样，看柳丝下浮游嬉戏的
鹅鸭，就像观赏一幅水墨淋漓的画轴，
那长长的柳丝、柳叶因雨水的滋润，仿
佛绿得更浓，青得发亮。还有雨后观
柳，夕阳落晖，透过柳丝看树干，由下
到上，粗细均匀，分出的枝桠，就像被
几滴水墨随意勾勒，挑起千万缕青丝，

那种“含烟惹雾每依依，万絮千条拂落
晖”的意象之美，总是让我有一种阅读
抒情散文的感觉。有时披戴上艄公曾
祖父用过的蓑笠，登上缆绳系在树身
的小船上，用瓦片甩出一串长长的水
漂，然后坐在船头，看柳丝在一片氤氲
的氛围中轻拂的样子……至今想起
来，这些画面如此清晰，仿佛只是昨天
的旧事。

“柳条百尺拂银塘，且莫深青只浅
黄。”阳春三月，草长莺飞，办公楼外公
园里的一溜垂柳傍湖而立，叶落枝头，
柳帘泛黄。冬去春来，经过淅沥春雨
的滋润，柳丝爆出嫩嫩的青绿，便有了
唐代诗人贺知章笔下垂柳“碧玉妆成
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的意境，令
人感叹于生命在季节嬗递间的变迁与
造化。雨雾中，这些垂柳静立于湖畔，
颇有几分记忆深处的那两株“爷爷柳”
弯曲而又挺拔的模样。忍不住撑起一
把雨伞步入雨中，去近距离观赏，脚步
匆匆间，竟有了一丝近柳情更怯的乡
愁萌发。

○李笙清

垂 柳 之 恋

拾旧时光

○江祥财

舌尖上的记忆——纽囝肉鼎边糊

在我的灵魂深处，长久地记忆着
一种食物的美味，这份美味，虽然无数
次试图复刻，却从来无法超越，那就是
我母亲做的纽囝肉鼎边糊。

蚬子，福州方言称纽囝，纽囝是
一种淡水养殖贝类，呈黄褐色，味道极
其鲜美，蛋白质含量很高。它的外观
为心形，极小，最大的也不过大拇指甲
大小，小的只有瓜子大小。闽江是我
国纽囝的主要产区之一。锅边又叫鼎
边糊，是福州这一带一道有名的小吃，
凡在福州生长或长期客居福州的人无
不爱吃。当你身处异地他乡，心中思
乡的淡淡忧愁萦绕心头难以排解时，
一碗新鲜出炉的鼎边糊便能让乡愁烟
消云散。而离乡旅居海外的福州乡
亲，在异国他乡一听见“鼎边糊”三字，

就感觉自己亲眼看到了家乡的身影，
一碗小小的鼎边糊，凝聚了多少福州
人对于家乡的味道记忆。在福州的大
街小巷，一碗鼎边糊，再搭配上油条、
虾酥，那是多少老福州人难忘的记忆。

儿时在我的家乡福州马尾，占尽
秀美闽江的自然优势，那时的闽江中
盛产纽囝，江中退潮时露出的沙滩上，
随便捧上一把沙子，在水中一荡，就有
几粒金灿灿、黄澄澄的纽囝，儿时的我
经常与小伙伴们在碧水清滩的河中摸
纽囝嘻闹。记得小时候，我母亲就经
常把我和兄弟姐妹几人在河中摸到的
纽囝，做鼎边糊给我们吃。那时家里
比较贫穷，母亲做的“纽囝肉鼎边糊”，
虽然只有纽囝、腌制的大头菜尾、葱蒜
和虾米几样佐料，但却成了我们家的

美味佳肴。
早在做鼎边糊的前一天晚上，母

亲就已将大米放在清水里浸泡上一夜，
第二天一大早，母亲就用石磨慢慢把浸
泡好的大米磨成米浆，母亲说，米浆要
调成不稠不稀的比较好起锅，太稠容易
结块，太稀则不容易成形。接着要我放
一锅水，把清洗好的纽囝放在锅中，烧
大火煮熟，用菜铲不断搅拌，不一会纽
囝肉与壳子分离开来，这时就用漏瓢把
纽囝肉捞出，再把汤倒出待用，纽囝壳
则弃掉不用。这时母亲吩咐妹妹将葱、
蒜、芹菜，大头菜尾洗净。母亲将葱蒜
芹菜切丁，大头菜尾切碎备用。接下来
就是入锅，先将锅烧热，母亲就沿着锅
面刷上一圈的油，再往锅中倒入少许
油，将事先备好的大蒜、芹菜、葱，大头

菜放入锅中迅速翻炒，待油中冒出丝丝
葱蒜香味时，迅速倒入纽囝汤烧开，当
揭开锅盖，一鼎的热气和着香气升腾弥
漫，直扑鼻孔而来，只见母亲盛满一碗
米浆绕着锅面飞速地刷上一层米浆，立
即盖上锅盖，母亲说这时火要烧旺些，
米浆要浇快而薄。三五秒后，揭开，米
浆已在锅边烫成干皮拱起快脱落，母亲
就用菜铲铲下，就这样依次将米浆绕浇
二、三遍，再往锅内放入纽囝肉、虾米，
用虾油调准口味，烧煮片刻，一锅香气
扑鼻的“纽囝肉鼎边糊”就出锅了，刚出
锅的鼎边糊白脆薄润，汤鲜不糊，食之
细腻爽滑，清香可口。面对着这鲜香扑
鼻的鼎边糊，我和兄弟姐妹几个迫不及
待地想盛上一碗，每当这时，母亲总要
我们几个先盛上几碗给左邻右舍送去，

平常邻里哪家有做鼎边糊，也会盛上一
碗送给我们家。像涮鼎边糊一样，“一

（涮）即熟”，一碗小小的鼎边糊，在
送去送往中拉近了邻里之间的感情。

一家人乐融融坐在一起吃母亲做
的纽囝肉鼎边糊的情景，让我终身难
忘，虽然我母亲离开我们已经好多年
了，但我母亲做的纽囝肉鼎边糊的味
道，让我至今久久还难以忘怀。现在
每当我在马尾的街头看到鼎边糊时，
就忍不住吃上一碗。虽然马尾街头的
鼎边糊当中放了很多佐料，味道也很
鲜美，但我最怀念的，还是我母亲亲手
做的纽囝肉鼎边糊，因为，鼎边糊中融
入的母爱味道已深深烙在了我的味蕾
上，随生而生，永不磨灭。

下午茶

○江梦笔

《西游记》随感

○黄俊

文笔插天罗星斗

妖怪与唐僧，这是《西游记》里萦绕
不散的一个主题，几乎把整个基调衬托
成一片愁云弥望，“打打复打打，打妖岁
月长”。各种妖怪展示着强韧的生命力
与战斗力，变化出一幕幕炫目的幻境。
电视剧前，拍手称快的是小朋友，咬牙
切齿的也是小朋友，一些纯真的问题却
高深地如同哲学似的，将大人的大脑盘
出了一个巨大的盘丝洞：为什么不让孙
悟空翻几个跟斗去帮唐僧取经？唐僧
为什么这么容易“受骗”？悟空不听话
时为什么不直接念紧箍咒？为什么这
么多妖怪？……孙悟空在这个机变百
出的世界里疯狂上蹦下跳，就像与风车
战斗的堂吉诃德，而我们所注视的唐
僧，他的光芒却常常只剩下那件随身珍
藏的袈裟。他们遭遇的妖怪都有自己
生动的经历，有他们的狡猾与雄辩，这
其中有的是村生泊长的，有的是神仙的
宠物或坐骑，它们组装成这个纷繁的世
相，唐僧就在这之中经历着他步步惊心
的人生。

当孙悟空厚着脸皮请出它们的主

人时，所有的幻境一碰即碎。就在这
样一个强与弱、责任与阻碍、色与空的
博弈之间，隐约听到修行之人要面对
的主题“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
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

唐僧是一个怀揣着宏愿的人。在
真实的历史中，他就经历了这么段坎
坷的苦旅，十九年，五万多公里。在一
千多年前，这个旅途是九死一生的挑
战。从人生的角色上，唐僧是遁入空
门的人，是“无有挂碍”之人，是为众生
寻找生命的终极关怀的人；在世俗意
义上，他其实也在俗世里浮沉，经历着
更为琐碎的考验。他对所有生灵都充
满怜悯与慈悲，而这份大慈大悲恰恰
是以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的刚忍做
支撑，另一个侧面，也是佛教世界观与
方法论的投射。

唐僧最后抵达他所谓的彼岸，以
一己之力影响佛教界，不仅因为他所
具有佛性的力量，更是靠着非凡的毅
力与执着。我们都希望自己能像孙悟
空一样，飞上云霄，一个筋斗云十万八

千里。实际上我们都像唐僧在自己人
生之路上跋涉，遭遇种种困境，这是凡
人之路。

《西游记》中，唐僧西行一路，遇到
“老虎坐琴堂，苍狼为主簿”的这样情
节十分普遍，难道西天佛国就一定是
所谓的桃花源吗？非也，也有敲诈勒
索之辈。当一个精神高地也纠缠着不
和谐因素的时候，当现实与内心遥相
问难之时，修心之心如何不为所役？
翻译成佛教用语，大概可以归纳为“云
何应住、云何降伏其心”的问题，而佛
法无边，佛借心猿（孙悟空）回应：应无
所住，而生其心。

这样的故事可以提炼出默运的、
恒久的道理或更为广博的规律，它可
以引领每个时代的前列而不落伍。物
理空间意义上的“到达”也不意味着

“成功”，人生之路可以走得更宽广，比
“到达”更重要的是这一路滋生出的忍
耐、慈悲、坚守与智慧。对于每个人来
说，“人间正道是沧桑”，这漫漫人生
路，也是你我的修行之路。

“文笔插天，益壮山川景色；楼船
横海，弘扬史地光辉”，这幅由著名书
法家沈觐寿撰写、题刻在罗星塔公园
正门的楹联，妙笔诠释了罗星塔的壮
丽景象与无限风情。闲暇时，我与友
人驻足于斯，望闽江水潮起潮落，江风
撩拨拂面，那一段段钩沉往事不禁让
人心生浮想。

位于闽江马尾港侧畔的罗星塔，
是世界航海图中公认的国际航标、闽江
门户标志，素有“中国塔”之誉。史载，
闽江下游三水合汇处的福州马尾港，有
罗星山，旧时位在江心成一岛。后因建
造马尾港区而与陆地连为一体，在山顶
上屹立一塔，曰：罗星塔，砥柱海天。时
年，世界邮政地名称此处为“塔锚地
(Pagoda Anchorage)”。在过去几百年
中，从世界各地邮到马尾的信函，只要
写上“中国塔”就可准确寄达。

如果说，遐迩名声是罗星塔的容
颜，那么锥心典故则是罗星塔的底色。

据福建地方名志《闽都记》记载，罗星塔
为宋岭南柳七娘所建，柳七娘因姿容靓
丽被乡间豪强看中，遂设下圈套，诋其
夫罪，调入苦役。她随夫入闽，不久其
夫被折磨而死。她变卖财产，在此建造
一座石塔，为亡夫祈求冥福。塔下有山
突立水中，回澜砥柱，水势旋涡，如若

“磨心”，所以也称“磨心塔”。
阳春三月，山川清淑，旅人接踵。

入得园来，但见园内四时花木繁茂葳
蕤，簇簇参天古榕，紧紧相挨，郁郁葱
葱，如同一道绿色城墙，倾力环绕古
塔。若自塔内拾阶而上，至塔顶，视野
豁然开朗，一幅幅旖旎美丽图画，令人
久久无法释怀。

仰望巍巍宝塔，檐角上各镇八佛；
角下悬铃择，江风拂过，叮当作响。正
如，“舵楼风细听铃雨，月近家园渐觉
圆”。第二层塔上有一方塔铭，铭中

“中流砥柱，险要绝伦，以靖海疆，以御
外侮”句形象概括了罗星塔的险要形

势和突出作用。曾经读到“横江渡头
云水东，波回白马掳秋风。连山喷雪
何如此？好似钱塘八月中”句，明代林
世壁以诗将罗星塔观潮与杭州钱塘

“八月中”观潮相提并论，足见其壮
观。明万历年间，福建长乐籍博物学
家、诗人谢肇制赋诗:“龙睡空江冷，潮
归野渡横。棹歌中夜远，渔火不分
明”，把罗星塔下潮水幽静之美景写得
入木三分。

人说，历史总是在特殊的时间节
点给马尾以福音。早在 1866年，历史
选择了马尾而诞生了福建船政，铸就
了千年古港、百年船政的辉煌历史。

“名塔长留，直刺青天罗星斗；崇祠在
望，难忘碧血洒波涛。”这幅刻在公园
大门背面边柱上的楹联，不仅写出了
罗星塔见证福建船政之兴、梦想强国
的盛况，更道尽了马江海战之殇碧血
千秋、忠昭华夏的悲壮！ 《湖光山色》中国画 刘锋

马江诗语

本报地址：福州市马尾区魁岐路136号物联网产业创新发展中心3号楼18层 邮政编码：350015 照排：本报电脑室 印刷：福州报业印务有限公司 准印证号：闽（2017）352000004号 地址：福建省福州市建新北151号

○朏山樵子

癸卯春重游马限山

○一少

踏 春

为爱兹山胜，春来喜再过。
摩崖残碣在，沿路野花多。
戍角胸中涌，风樯眼底罗。
披襟榕荫坐，长啸复高歌。

○青芝山人

春 思

○镜江

春 满 金 鸡 山

○远之

惊 蛰

○幽谷

癸卯早春疫后游园惊艳

○柳叶刀客

马 江 春 潮

逝日留相忆，离情似藕丝。
芳心开豆蔻，春事谢荼蘼。
梦里花间酒，愁边月下诗。
至今怜嫩约，袅袅入幽思。

金鸡迎暖日，白瀑落寒壕。
拾磴观春景，凭栏听翠涛。
花开香气郁，人動笑声嚣。
满目风光好，老夫游兴高。

春暖风和新燕舞，江南丽日赏桃红。
应知节序惊雷响，百蛰苏醒出穴中。

朗日临风灼灼开，桃花人面斗妍来。
我疑天上御园种，移到西湖柳岸栽。

○王巍

题亭江白眉茶

岭上生嘉木，葱笼占早春。
言称涤烦子，名显竟陵人。
采叶归铜鼎，煎云沸绿鳞。
神仙犹羡煞，物我两沉沦。

晓日映罗星，春风抚塔铃。
人心期“两会”，潮涌马江汀。

○林玉琰

问 梅

岁暮苦寒深，花开每促吟。
闻香春识返，观影月来侵。
雪压枝犹壮，霜凌蕊不禁。
夺魁奚合以，可托乃斯心。

金鸡山似画图妍，灼灼桃园客比肩。
众里祈多行此运，偏难容我再沾边。

○游庐

野 游 即 景

春风乍暖野犹寒，信步携游意境宽。
柳岸凭栏帆影尽，天边暮鸟入林峦。

《雨过琴书润》中国画 黄德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