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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夕会

旅 游

亚木沟探幽
明 德

    辛丑仲夏之晨，我们一家
随团游览了遐迩闻名的贵州第
一沟———亚木沟。朝暾渐朗，大
家紧随导游迈过红石桥，向西
穿过一片修篁来到谷口，开启
了该景区所推崇的“康养之
旅”。此时，发源于邻近梵净山
的盘溪河自西向东奔涌过来，
琤瑽作响，纵情唱着欢忭的迎
宾曲，同欢快游弋的溪中之鲰
和热情展臂的溪畔之树一起夹
道迎接我们的到来。一名团友
兴奋地说：“我怎么感觉是在爬
坡？”我笑而答曰，这就是典型的
“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

石径逶迤而去，清溪蜿蜒
而来。溪水时而奔流于右，时而

潆绕于左，使我们左右逢源。戍
守清涧或临溪观瀑的熊罴、猿
猴、鳄鱼等各种动物先后接受
了我们的“检阅”。不过，它们不
是“真的动物”，而是“逼真的动
物”。瞧，一块磐石上惊现木塑
双熊，老大睥睨远方，老二仰天
长啸，宛若动画片《熊出没》里
的熊大熊二。真动物大都隐匿
于密林深处同我们捉迷藏，如
林麝、苏门羚、穿山甲、黔金丝
猴等。飞禽似乎比走兽的胆子
更大，我们不时见到黑蝴蝶在
林间翩然飞舞，还有一只小鸟
竟旁若无人地飞到涧石上畅饮
甘冽的溪水。缘溪西行，渐入佳
境，沿途的叠瀑、清潭、碧池、奇
石、断崖等美景令人目不暇接。
此地溪水之清湛、空气之清新、

林莽之清逸、鸟啭之清婉、景物
之清幽，堪与庐山锦绣谷和张
家界金鞭溪媲美。
亚木沟的森林覆盖率高达

97%。游目骋怀处，蔼蔼多姿的
乌桕、楠木、合欢等古木或参天
而立蔽苍旻，或虬根蟠曲柯攲

斜，或柢生岩罅叶葳蕤，或树干
横生如卧溪。黄连、紫薇、曼陀
罗等植物与蕨草藤蔓彼此轇轕
互相映衬。无远弗届的苔藓像
丹青妙手一样把翡翠色溪谷里
的巉岩、石墀、桥墩、亭柱、护
栏、树干、茅檐、石像全都晕染

成了绿色。河谷中的原始森林
洵属名不虚传，其中的明星树
种包括能帮助人类抗癌的珍稀
植物红豆杉、植物界“活化石”
珙桐等。第二类树，我两年前曾
在张家界天门山珙桐园见识
过。
盘溪河中驰而不息的大小

叠瀑随处可见。有趣的是，在蘑
菇亭以东的山坡上居然惊现一
缕从叶尖流淌下来的迷你瀑
布。此叶虽真，却是一片落叶，
不知是哪位富有创意的游客将
其捡拾起来搁在护坡堤边缘而
扮靓了这道细如竹箸的小瀑
布。这恐怕是贵州最小的瀑布
了。从谷口算起，我们跋涉了大
约三刻钟，终于探寻到了谿壑
尽西边的绝胜之处———亚木飞

瀑。听其声，淙淙的旋律从竖琴般
的瀑布中飘荡入耳；察其形，唯见
一幅水晶帘高悬于山崖，轮廓呈
标准的矩形，好像被精心裁剪出
来的一样；观其势，势不可挡，节
奏却不疾不徐；挹其水，顿觉清冽
如深井之水。如果说黄果树大瀑
布是贵州瀑布中的豪放派，那么
亚木飞瀑就是黔瀑中的婉约派
了。

在此赏罢一帘幽瀑，我们原
本可以另辟蹊径攀登 699级台阶
至明朝古院经仙女湖、听泉亭、观
猴亭一线返回谷口。鉴于当天午
后需爬巍峨的梵净山，团友们都想
节省体力，遂从谷底原路踅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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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世纪 20年代至 30

年代，上海掀起了一股收
藏美女电影明星明信片
热，许多人为有一张漂亮
精致的美女电影明星“人
像艺术照”明信片而感到
兴 奋 与 自 豪 。
由此说明真正与明
信片结下情缘的是
美女电影明星，她
们曾一度成为了明
信片上的主角，更
是因为她们的美
丽、漂亮、时尚及大
气而深受明信片收
藏爱好者的青睐，从
而掀起了一波又一
波的明信片收藏热。

那是 20 年代
中期，上海电影业
进入蓬蓬勃勃的发
展期，从那时起女
性开始受新思想、
新文化的影响，解放思想，
敢于冲破封建思想的羁
绊，投身演艺行业，基本结
束了流传千百年的女性角
色由男性“男扮女装”的历
史。那些勇敢的新女性“逆
行”顶住了“好女不做戏”
的压力拍起了电影，甚至
还当上了主角。1925年，
第一个上明信片的美女电
影明星叫倪红艳，她是中
国早期参与拍电影的女性
之一，虽然她在当时算不
上什么大红大紫的明星，
但是她身穿紧身性感的泳
装、头戴漂亮泳帽、臂夹雨
伞、手握杂志、侧脸双目斜
视的那种不可一世的照
片，被制作成明信片刊登
在了当时的时尚杂志上
后，引起了一阵轰动，人们
在“惊叹”之余纷纷抢购杂
志和明信片。就这样，一位
名不见经传，没有参演过
几部电影的女演员竟然一
夜成名。此后，倪红艳再没

有在影坛上走红，但因为
她在那个年代大胆身穿暴
露肌肤的泳装出现在明信
片上而给人留下了浓墨重
彩的一笔———时尚之都上
海滩上第一个公开身穿泳

装的美女电影明
星。

明信片的广告
作用之大，是吸引美
女明星们更加爱上
明信片的主要因素。
以主演电影《人心》
与《战功》而名声鹊
起的美女明星张织
云，在 1926年举行
的电影皇后
评选中，夺得
中国首个皇
后，被民新影
片公司挖去。
该公司为了
提高企业知名度及

包装张织云，特地到太湖
风景区为其拍摄了一组性
感的泳装照。照片中的张
织云身穿一件黑白相间的
露臂泳装坐在太湖边的一
块大石头上，她头戴印花
泳帽，一手撑伞，一手做造
型手势，裸露着双臂双腿，
富有极强的视觉冲击力。
当照片制作成明信片推向
市场后，一下被抢购一空，
张织云的名字迅即家喻户

晓，人人皆知。
在那个媒体并不发达

的年代里，明星们通过明
信片来展示自己亭亭玉立
的身材、美丽漂亮的容貌、
提高自身的知名度确实不
失为是一种选择。从上世
纪 20 代末至 30 年代末，

几乎所有的美女电
影明星都上过明信
片的画面，有胡蝶、
谈瑛、黎莉莉、阮玲
玉、周璇、陈玉梅、
顾兰君、陈云尚等

等，其中胡蝶身穿鸿翔时
装公司春季新时装照片制
成的 5 张明信片还上了
1934年第 2期的《美术杂
志》。还有不少美女明星为
了给自己打“品牌”，与一
些著名照相馆合作拍摄艺
术人像照制作明信片，通
过出售“明星艺术照”明信
片达到博人眼球，宣传自
身，包装自己，提高知名
度，从而获得名利双收的
好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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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魏青龙二年），诸葛亮率军第六次北
伐中原，与司马懿相持于五丈原。前几
次北伐，都因为运粮不济，导致无奈而
返。这一次诸葛亮在渭、滨分兵屯田，准
备了比较充足的粮食，但耗了几个月，长期耗下去必将
重蹈覆辙，于是多次出兵挑战，司马懿就是闭门不战。
“亮乃遗懿巾帼妇人之服，”诸葛亮派人给司马懿送去
女人用的头巾、发饰和衣服，刺激司马懿，老奸巨猾的
司马懿表面上恼羞成怒，上表请战，心底里就是不接诸
葛亮的招，坚持按兵不动。“亮遣使者至懿军，懿问其寝
食及事之烦简，不问戎事。”在军情十万火急的当口，司
马懿对诸葛亮派来的使者，只字不问军事上的事情，只
问诸葛亮饭吃得怎么样，觉睡得怎么样，每天忙些什么
事。使者如实禀告：诸葛亮先生起得很早，睡得很晚，受
罚二十板以上的案卷，都要亲自阅览，吃得很少。送走
使者，司马懿告诉左右：“诸葛孔明食少
事烦，其能久乎！”他清楚诸葛亮已经患
病很久，吃得少，睡不好，整天忙，还能活
多久呢？不出司马懿所料，当月，诸葛亮就
在军中病死了。长期与司马懿两雄并立
虎掷龙拿的诸葛亮，最终输了。

如果说诸葛亮一生有教训的话，我
感到最大的教训就是不重视身体的健
康。无论在正史野史还是文艺作品中，诸
葛亮总是事无巨细，事必躬亲，辛劳忙
碌，不分昼夜。《资治通鉴》记载，有一次
诸葛亮的主簿杨颙，看到诸葛亮自己在
校对簿书，忍不住很尖锐地给他指出：作
为一国丞相，不能事必躬亲，劳苦体力，
透支身体，疲惫精神，整天忙碌得汗流浃
背，辛劳之极。“亮谢之。及颙卒，亮垂泣
三日。”诸葛亮很感谢杨颙的谏言，知道杨颙对自己的
忠告出于真心，可终日辛劳的他，没有丝毫改变。长期
生活在身体严重透支、心力交瘁之中，除非铁打铜铸，
血肉之躯怎么能扛得住？据一些专家根据史料研究，诸
葛亮患有十分严重的胃病、肝病和血吸虫病，经常吐
血，而这些疾病如果早点治疗，注重饮食，合理调养，是
能够治疗的，作为一国丞相，也是有条件治疗的。可诸葛
亮“臣必定竭尽股肱的力量，报效忠贞的节气，直到死为
止，”根本没有把自己的身体健康当成大事，心思全在对
刘备的承诺上，以至于 54岁就“出师未捷身先死”了。
他的对手司马懿则完全不一样，他知道自己斗智

斗勇斗不过诸葛亮，年长诸葛亮两岁的他，跟诸葛亮比
健康，比谁活得时间长。他潜心跟华佗学健身功法五禽
戏，根据中医原理，模仿虎、鹿、熊、猿、鸟五种动物的动
作和神态，编创了一套导引术，无论在前线军营还是在
河南老巢，一直拳不离手。长年征战沙场，他总是随身
带着一位大厨，不但保证吃好，更要保证吃得健康。史
载，有一次儿子司马昭火急火燎地跟他汇报前线战事，
可司马懿端着碗鱼汤，有滋有味地慢慢喝着，司马昭急
眼了，说：都火烧眉毛了，你怎么还有心思喝鱼汤。司马
懿嘴巴一抹说，就是天塌下来，饭总要好好吃的。
无论是曹操还是曹丕曹叡曹真，都一直防着司马

懿，“司马懿非人臣也，必预汝家事。”曹操跟儿子交待
后事时，就特地交待，司马懿要用，更要防。司马懿登上
三国舞台后可谓跌宕起伏，先后多次被曹氏家族一会
儿重用一会儿弃用。他知道什么事情要表现自己的独
特能力而使曹氏家族不得不依赖于他，更知道什么事
情要表现得很糊涂，减少曹氏家族对他的戒备之心。他
有极好的心理应对能力。打仗，他对付诸葛亮用得最多
的战法，就是耗，学乌龟，缩在窝里不动。然而，不与诸
葛亮正面交锋并非胆怯，而是高明的耗敌之策。
从诸葛亮与司马懿的精彩博弈中，我们可以看到，

健康对一个人一个团体有多重要。司马懿正因为懂得
健康的重要，时刻不忘健身强体，他活到了 74岁，靠健
康长寿“熬死”了曹操三代人，得以掌控魏国，“熬死”了
最强劲的对手诸葛亮，得以最终灭掉了蜀汉，成了三国
时期的人生赢家。如果诸葛亮不输在健康上，他能注重
自己的身体，使自己多活十年二十年，我感到三国的结
局是要改写的。

难忘菜汤面
戴 民

    1980年，我从部队退
伍回家。那时，一家五口人
仍蜗居在 20 平方米的两
间小屋里，两个妹妹已长
成姑娘，挤在一室多有不
便。每晚，我只得挪开北屋
那张八仙桌，靠窗沿搭一张
帆布床，勉强熬了半年光景。
也是凑巧，警局开始

组织夜巡，任务落在治安
科，每晚派三人骑一辆三
轮摩托，负责全区的夜间
巡逻。彼时，派出所夜间不
设门面服务，也没有报警
系统，遇上突发案件，都朝
警局打报警电话，值班室
第一时间设法通知夜巡的
人赶赴现场处理。夜巡按
线路和时段行进，巡逻组
会定点在某一处歇脚，故
而警局值班的人准会找到
这三人。夜巡组包揽了全
区夜间治安门面，辛苦当
然不在话下。

我不仅报名参加夜
巡，而且自愿顶上一个固
定名额，我盘算好了，参加
夜巡，利用“错时睡觉”，大
可解除我家的烦恼。科长
也正愁人手少，夜巡动员
工作难做，见年轻人自告
奋勇揽下一份“苦差事”，
人前背后没少夸我。
师父却有家难回。他

在郊区上班，周末才能回

市区的家，为了带我，也心
甘情愿顶了一个名额，加
上科里只有两个摩托车驾
驶员，两人相互轮流顶班，
事情就顺利摆平了。

头天巡逻组开张，遇
上三九严寒，一弯冷月悬
在半空，像把土耳其军刀，
寒光刺人。我们跨上科里
唯一那辆泰山牌“老坦
克”，排气管艰难发出一连
串“突突”声响，载着夜巡
组出发了。师父人窝在
斗里，袖着两手，微闭
双眼，我暗自苦笑，师
父打盹也不寻个地方。
迎面，北风劲吹，坐在
驾驶员后边，我翻起棉大
衣领子，裹紧脖子，努力撑
开眼皮，警惕观察周遭。巡
逻全程将近七十公里，这
才行了几公里路，身子就
冻得僵硬，脚踝被风刺得
生痛，眼下真叫硬着头皮
“兜风”，我不禁自嘲。

好歹巡逻到了第一
站，那是一家国营大厂的
门口，摩托车停靠门卫间
旁，我们三人猴急般挪动
身子，赶紧躲进温暖的门
房间跺脚哈手，三人面面
相觑，哑然失笑。灯光下，
师父拱起双手搓揉取暖，
棉大衣袖沿上有一片油渍
分外扎眼，我朝师傅挤上

一眼，忍不住说：“师父啊，
你那袖子管脏兮兮的，该
洗洗啦！”师傅却递上手
臂，神情诡谲笑道：“你闻
闻，什么味道？”我凑上鼻
子，一股浓烈的油耗气直
冲鼻际，且香又酸，透着板
油和葱姜味。我好奇问道：
“师父，只听得你好酒，未
闻你下厨，哪沾得一手油
耗气？”师傅还是一脸诡
谲：“待会你就知道啦！”

几近黎明，一路巡逻
太平无事，人却冻得个个
战栗，都怨肠胃轱辘，师父
示意驾驶员将车停靠在一
家饮食店门口。店里有个
胖胖的师傅望见我们，朝
师傅亲热地叫嚷：“老严，你
们辛苦啦！辛苦啦！快进
来。”师傅并不见外，吩咐
道：“老规矩，每人一碗菜汤
面。”

胖师傅紧紧袖套，见
我陌生，冲师父一笑：“新
来的？”师父颔首添加一
句：“汤头料放足点，让我
徒弟尝尝鲜！”胖师傅昂头
应道：“都坐，歇歇，铁保各
位满意。”

饮食店做的是大众饮
食，凌晨店里就忙开了，厨
房案板围着几个阿姨正在
揉面，瞧我们三个狼狈相
不住地偷笑。胖师傅掂起
勺子敲打案板唬道：“都闲
得发慌是吗？没见警察叔
叔累吗？”说完俯身扳动灶
头旁脚下电风扇开关，霎
时，旋起嗡嗡声响，炉灶口
呼呼串出火苗。
胖师傅左手抄起蒲扇
大小的铁锅，右手挥舞
勺子敲响锅沿，如同锣
鼓起点般节奏。锅子搁
炉口烫了片刻，胖师傅
挖小半勺猪油，须臾，

锅子吱吱作响，又朝锅里
丢一撮葱姜末，抓起一把
切好的新鲜肉丝，浇上一
小勺黄酒，锅子在他手上
翻腾数下，肉香飘逸起来，
再往锅里舀几勺高汤，放
入一把早已备好的油面
条，那油面条筷子般粗、半
尺长，摊在竹匾里个个神
色饱满，惹人眼馋。半支烟
功夫，锅子噗噗作响，胖师
傅掀起锅盖，往锅里扔一
把菠菜，这菠菜个小体胖，
根红叶绿，俗称“矮脚菠
菜”，起锅时，又淋上小半
勺猪油，胖师傅复敲打锅
沿，勺子在半空划出一道弧
线，停在脸前，像乐队指挥
终于画上一道休止符号。
这菜汤面要一碗一碗

做，我们让师父先尝。师父
鼓着铜铃大眼，怔怔望着
那碗菜汤面，模样要吞了
眼前这碗“秀色”。与我想
象一样，师傅旁若无人，尽
情享受他的“美食”，舌头
搅动劲道的面条，咀嚼声
响齿间，嘴唇沾满油花，不
时撩起大衣袖管，边吃边
擦，我恍然大悟，那脏兮兮
的油渍原出在此啊。

莫道师父吃相狼狈，
挨到我吃这碗菜汤面，也

顾不得斯文相。兴许又冷
又饿，一口汤下肚便浑身
温软，喝那汤如坠仙境，麻
烫鲜美，菜梗津甜，如甘泉
在喉，油面条滑爽，若美人
入怀，面对这碗菜汤面，恨
不得用尽一腔味蕾，吞了眼
前的“活色生香”。此刻，那
碗菜汤面，于我有一种苦尽
甘来劫后余生的幸福感。

那晚，我倒头便睡，一
觉到午后，从来没有睡得
这么香。我与菜汤面相伴
了数月，便调动了岗位，可
菜汤面老是萦绕在我心
里，直到今天，我依然闻得
着那香味，忘不了它浓烈
的情怀。

那碗菜汤面至少给我
带来两个感悟：首先，人活
一辈子食为天，珍馐佳肴
未必是美食。人作困兽犹
斗饿得眼花缭乱时，即便
箪食瓢饮粗茶淡饭，那一
刻在你也许就是美食。人
是食物的体验者，没了那
种饥寒交迫的盼头，再好
的食物也会厌倦。美食有
种“男儿有泪不轻弹”的玄
妙，恰在你最需要的时候
才会生出刻骨铭心的认
同，如此，美食一定会让你
生出浑然的情感和艺术韵
味，就像那晚厨师舞动的
勺子，我等忘乎所以地吞
食，有韵律、有情结、有念
想，更有境界。

其次，人大可不必抱
怨命运。只有放错地方的
垃圾，没有不可使用的材
料。一棵矮脚菠菜，一坨糙
面，甚或一勺猪油，普普通
通的食材，算不得什么，可
在那碗菜汤面不可或缺。
人也是如此，只要摆正了
自己位置，在哪儿都是有
用的材料。安之若素，偏安
一隅，是那碗菜汤面让我
明白的道理。

留
恋
之
绿
（油
画
）

李
思
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