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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潭岛隶属福建福州，东海、福州、海
峡，组成了它特殊的方位。平潭由 126 个
小岛和 700 多个礁岩组成，南北长 29 公
里，东西宽 19 公里。岛上地名多带有山、
洋、岛、村、湾、墘等字。独特的自然风光，
人文风华，再加上近来国际旅游岛的建
设，使它被誉为中国的度假天堂。

一

岩石是岛上散漫的子民，构成了多彩
景观。平潭岛石头独特，有品相，耐观赏。
亿万斯年，自然威力，时间磨洗，成就了平
潭岛上几大岩石风景。“半洋石帆”双峰耸
立，“海坛天神”安卧静穆，“南寨奇石园”
宏富奇雅……无一不拜石头所赐，千姿百
态，灵性造化，留下了大自然的生命痕迹。

位于王爷山麓的“滨海公园”，有一
处悬壁高耸的海岸，名为仙境，有仙人
谷、仙人井、仙人峰等景点。高耸的山
岩，小路崎岖，石阶蜿蜒，海浪喧嚣，
海风强劲。登高远眺，湛蓝的大海，飞
翔的鸥鸟，波光帆影，悦心怡目。

忽然，近处涛声如雷，从悬崖底部的
岩洞传来，如霹雳炸响，水拍石洞，卷起千
堆雪，这就是传说的仙人井？屏息往前，旁
无依扶，井底幽深，石壁陡峭，测试众人的
胆量。与几位同行小心前探，只见井底的
海浪翻作一团，前浪涌起，后浪凶猛，撕扯
撞击，水柱高扬。导游介绍说，“仙人井”是
平潭岛特有的“海蚀洞”现象，井深有41.7
米，底部有两个大洞通海，大潮时，巨浪可
高达井壁中部，气势磅礴，这一奇景被当
地人称为“仙井吼涛”。

这一带陡峭悬崖，绵延数里，岩石多
为火山石。地壳运动、海水侵蚀使岩壁抽
空，特有的倒灌反流，形成了海岸少见的
高深“海蚀洞”。奇特、壮观、惊心动魄，唯
天人可为，故命名仙人井。传说加演绎，才
可解释这自然的神奇。“造化钟神秀”，留
给人们关于自然力与美的想象与思考。

仙人不见，造化神功。

二

平潭岛，多为火山岩石，石垒成山，聚
石为景，礁石岩块妆成各种生动的物象。
其肖像逼真，雕像天成者，当数猴研岛。

猴研岛是“岛中岛”，一个花岗石的
世界，所谓“光长石头不长草”的海上
石山。海风侵袭，种子在岩上存留不
住，水分流失，根基不固，偶有几许草
木，也瘦骨伶仃。石缝中残存几株植

物，天可怜见，挣扎生存。然而，一片
泛金黄的巨大石山，匍匐在阔大的海天
世界，湛蓝与金黄，在天地间交织辉
映，亮丽、鲜艳，纯雅而高古。光光的
岛石上，虽缺少自然的生命，岩石却以
它另一种生命形态，展示出多彩和丰饶。

猴研岛的制高点是梦山，为主岛景
点。顶端一堵大石，独成山丘，秋冬之
交，阳光强劲，放射出金黄光泽。一巨
石横亘于前，导游说是岛上的老黄牛雕
像。为什么是黄牛？是因为色彩，还是
因为黄牛的秉性？回答说，也许两者兼

有。稳重、踏实、韧劲，是海边人们的
性格，也是海岛人的生活向往。这里的
石山，取名梦山，梦里依稀，有所寄
寓。风雨如晦的年月，大海凶险无常，
人们的梦想是，风调雨顺，海清河晏。

在梦山之巅，一个邮票式的门框造
型，嵌有中国地图，上面“中国邮政”

“68”的字样醒目，数字代表此处与台湾
最近的距离。邮票造型取自诗人余光中
的名句：“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诗
意情怀深植于几代人心，浅浅的海湾，
难以阻隔两岸同胞的情谊。

三

“平潭岛，光长石头不长草，风沙满
地跑，房子像碉堡……”这句民谣，说
的是平潭的石头厝。

厝，就是房子，普通民居。对于岛上建
筑来说，岩石是天然的材料。平潭石头厝，
最早的已风雨百年，既有民国的大石头
厝，也可见清代中后期的老屋。石厝结构
奇特，是研究闽南海洋文化的活化石。

平潭岛石厝，结构简单，做工简易。石
厝屋顶，条沟清晰，石块压实屋瓦，以防风
雨冲刷，讲究一些的，用水泥固定。最为称
道的是石头的巧用，横竖间距得当，大小
视觉得体，不经意间，天成为别致图案。材
质是花岗岩毛石或条石，灰白素雅。一般
沿坡而起，有四扇厝、排厝、竹镐厝的分
类。老旧的房子，多是单层。一些石厝，在
墙角收尾处，留有榫头式的墙头，好像没
有完工似的，当地叫“虎齿墙”或“留码
头”，意为盼望出海归来的船顺利回家，也
有的是因为经济原因，留有后手，以便来
日续建。给人以没有完成的感觉，其实
是有意为之，岛上的民居文化，浸透着
生活的智慧。

四

平潭的朋友说，如果从飞机上看，
石头厝点缀海岸景观，如同一座彩色城
堡。《环球人文地理》介绍说，平潭岛的
石厝，不仅是中国，也是世界上独一无
二的彩色城堡。近年来，由于国际旅游
岛的建设，这些古雅石厝成为旅游者的
打卡地，也吸引了一些有心人。

2015 年初，台湾的林先生来到平潭
旅游，奇妙的建筑、别样的风情，特别
是北港 70多栋石头厝让他流连忘返，心

有所动。他租了一栋石厝，改造为咖啡厅，
置办文创空间。之后，偶然听说君山上有
一处石头，敲击可发出动听声音，他几番
寻找，运回这些石头，并从中挑选出 10多
个可以演奏的，编号、试音、练习，几经尝
试，组成了一台特别的“音乐会”。2017年，
这些“会唱歌的石头”被搬上由东南卫视
主办的“华侨华人春节联欢晚会”，一曲

《茉莉花》引起轰动。从此，“平潭岛的石头
会唱歌”传颂一时。

沉默的石头，有灵性，也是时间与
历史的证物。浩浩时空，悠悠历史，关
于平潭的前世今生，这些沉实、厚重的
石头最具有发言权。

壳丘头，一个特别的名字，是平潭
新石器时代的遗址。平潭岛上，自上世
纪 80年代起进行考古挖掘，壳丘头遗址
出土有 20 多个贝壳堆积坑和一座墓葬。
初具规模的壳丘头遗址与在建的遗址展
览馆、遗址公园等，增加了海岛的历史
分量。遗址公园对面，是国际南岛语族
考古研究基地。南岛语族是东南沿海主
要的南洋岛国的特有族群。作为实验区
重点文化旅游项目之一，壳丘头考古遗
址公园以国际南岛语族考古研究基地为
核心区域，深挖平潭海洋文化，以“旅
游+考古”打造文化旅游新名片。

题图：梦山之巅邮票景观。资料图片
上图：平潭风光。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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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冻米糖”，听起来就是个香气四溢的词语。每逢
新年，它便飘荡浮现，令我垂涎不已。

腊月初的某个阳光灿烂的日子，母亲把当年新收回
家的糯米放在大锅上蒸熟，待到凉透后，小心地搬到阳
光下去晒。等到太阳稍微偏西失去了热情，便赶紧收回
家晾在厨房的阁楼上。窗户要关好，不然寒风一吹，糯米
饭被冻伤就没有了价值。连续几天的伺候，晒干的糯米
饭是晶莹剔透、饱满丰腴的，满满一洋铁箱。

然后发麦芽，两三斤小麦用水浸泡一天一夜，然后
放在饭箩里等它们发芽。为能使小麦发芽，饭箩往往都
是放在锅里，里面是适宜的温度。天冷时还要往灶里烧
一把小火。三五天之后，不见天日的麦芽（应该是胚根）
相互缠绕成团。煮锅糯米饭，凉却之后把麦芽放进去，一
起捣烂，加入适量温水，静静等它们发酵催化。大概三五
个小时之后，清澈的麦芽糯米饭水开始变浑浊，米的糖
分也就出来了。拿了做豆腐用的过滤的棉布袋，把糯米
饭麦芽滤出来居然是大半锅“糖水”（几乎没半点甜味）。
接下来，就是谁都会的熬糖了。

屋前的老杂树根早已劈好晒干，挑一担放在厨
房，细致的持续不断地塞进锅膛。从厨房到堂前，从
堂前回厨房，那沸腾的一锅水似乎没有半点变化。晚
饭吃好，锅碗洗罢，还有半锅水在熬着。那年月，晚
上又没电视可以消遣，小孩子的心思就是在熬糖上，
呆在厨房里抓耳挠腮地嚷嚷，“姆妈，还没好啊，还没
好啊”！不过，他们倒不是为了喝口米糖。因为锅底的
米糖往往是舀不起来的，直接用水洗可惜，母亲总有
办法，她会炒些玉米粉倒进去。糖把玉米粉亲密无间
地团结在一起，可以趁热搓成小糖球或是条状。凉却
之后，那硬硬的一块含在嘴里，半天都化不开，自然
也吃不完，味道足，十分过瘾！有的人家还要熬锅山
芋糖，小孩便有了两天的焦虑等待与幸福。

若是碰巧天公不作美，没大晴天，那就炒米吧。
烧着了大锅，那硬柴是不要的，总是火势凶猛，不听
使唤。最好是黄豆萁，身材娇小，添它火就旺。棕树
叶做成的扇形小畚箕和锅的弧度吻合的亲密无间。拽
出竹筒里炒了多年都漆黑的砂子，在锅里先炒得烫手，
温度适宜后，一小碗冻米倒进几乎冒干烟的锅里，用竹
丫扎的小刷把沿着锅底呼拉呼拉几下，冻米在瞬间绽开
成白净的胖子，母亲麻利地三下两下用小畚箕把炒米铲
进细筛，哗啦两下，砂子落回锅里，熟的炒米进了身后的
洋铁箱。孩子们嘛，自然是迫不及待地抓一把，塞进嘴
里，母亲在边上笑眯眯的：急啥急啥，别噎着！

约好师傅来切糖的日期，炒几斤芝麻，条件好
的，再炒几斤花生仁。切糖的师傅总是在孩童们的翘
首期待中，神气地姗姗而来，用拌糖的如同船桨一样
的板条背着个木头糖框，里面捆着一张芦席抱着几块
长方体木板。然而，令孩子们兴奋的是切糖刀，刀片
很薄，却是铮亮铮亮的，比家里的菜刀大三四倍，看
了都有点头晕目弦。

熬的米糖倒进锅烧沸腾之后，师傅用“船桨”在
里面不停地划着，时不时地弄一点上来，大拇指和食
指粘一滴，轻轻开合试探糖的浓度。万一不够要求，
还要放几斤白糖进去。熬好之后，炒米啊，芝麻啊，
花生啊，有的人家还有红绿蜜饯丝，全部倒进锅里。
拌匀透了，用干净的脸盆盛入放进面板上的糖框里，
大致抚平后铺上那芦席，师傅在上面把边边角角都踩
结实。撤去芦席，用专用木块整个人使劲压上去，瞧
着再也没不平整的地儿了，才把糖框取下来。

一整块硕大的冻米糖顿时呈现在面前，红黑白热
热闹闹的簇拥着，随着师傅手起刀落，那香味直入心
脾。在漫长的等待中，这美味终于来到人们的面前。
父母总是笑呵呵地拿起一块，递给身边人。我呢，自
然早就开始啃得不亦乐乎喽！

徽州冻米糖
江红波

京杭大运河，绵延千里流进
历史长河。凝聚了先贤智慧，浇
铸了古人血汗建成的这一人间奇
迹，让每一位到访者惊叹不已。

我有幸来到运河身边，目睹
了她古老又迷人的神韵。

这是杭州一段。我站在一座
不起眼甚或连个名字也没刻上去
的运河桥中央。

像这样不知名的桥有很多，只
要运河儿女聚居的地方，都有这么
一座。或是古老的石拱桥，仍在坚
持运作；或是由巧思的工匠搭建的
木板跨河桥。你可不必担心，它上
面照样走人跑车，和当年铁路上使
用的枕木一样了不起。再就是现代
的钢筋混凝土大桥。这样的桥如今
占了多数，气派、英武，隔老远就能
看到桥上那些镏金大字。

桥下，河面开阔，足有二三
十米。没有多少波澜，只是在两
边条石砌成的河岸上，有一下没
一下地拍打着。那响声丝毫不会
惊扰两岸的人们。河水裹挟着泥
沙，并非澄澈见底，许是千年的
沧桑，让我怎么也看不透。

古老的运河水就这样凝重地
躺在这弯曲的人造河道里。没有山
涧小溪的欢呼跳跃，没有奔涌江河
的咆哮激荡，更没有旖旎湖泊的映
日花红。就这样，运河像是睡着了。

忽然，不远处传来一连串清
脆高昂的汽笛声。抬眼望去，就
在前方河道拐弯处，驶来一艘轮
船，船顶上的五星红旗迎风猎
猎。近了，那发动机的隆隆声越
发低沉粗重，船桨击水声越发清
脆响亮。轮船扑面而来，很快占
满了我的视野。船头涌起一道水
坎，仿佛裹了件围裙。这个庞然
大物肚子里装满了亮晶晶的细
沙，压得船舷上差一点漫上水
来。驾驶舱里一个小小的船舵在
船员的手心来回转动，这铁甲威

龙很快钻过桥洞。扭头再瞧，船
尾水花飞舞，像是蜂蝶逐花。

此时，运河波光闪闪，一片
欢腾。激动的水波一阵强似一阵
地撞向岸去，绽放朵朵花儿。

运河醒了。
这时第二艘轮船鸣笛来了，

船头立着一位姑娘，鲜红的裙衫
轻盈地舞动着。她凝望前方，似
座雕像定格在我眼前。船速很
快，姑娘飘然而去。

接下来的船只来来往往通过
大桥，尤其是那没载货的空船，
船头翘起老高，像位披挂上阵的
巨人，乘风破浪，鸣着高亢的汽
笛与重船擦肩而过。

时 间 在 不 知 不 觉 中 过 去 很
久。我发现运河上的船只大抵是
运输沙子、石料等的货船。是
啊，现代交通工具五花八门，选
择余地很大，古老的运河已不再

像当初那样包揽南北客货运输的
大任。它是如此淡定地面对岁
月，默默承载所能承载的历史，
延续那段属于它的传奇。

只要靠着运河，几乎每家门
前或是屋后，都会弄出一些台阶
来，通往运河水里。台阶上苔痕
很浓密，里面的砖石被岁月和河
水剥蚀得失去棱角，却依然指引
着主人上下河水之间。

这时岸上一栋洋楼里走出一
个年轻的姑娘，她手端一盆衣
服，轻快地跳下那几级石阶，蹲
下身子，凑近河水，“哗哗哗”的
撩水声格外响亮。

船 少 了 ， 运 河 渐 渐 归 于 平
静。我也该走了，就让她好好休
息一会儿吧。

下图：运输船只行驶在京杭
大运河杭州段上。

龙 巍摄 （人民图片）

运河无声
董剑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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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城，原来叫茶洞，地处武陵山
脉腹地，深藏于湘西大山的褶皱里，
距花垣县城大约25公里，是湘西四大
古镇之一。

茶洞四面环山，背靠湖南鸾太
山，面朝渝东凤鸣山，左依黔东北九
龙山，右傍湖南香炉山，城北有清水
江蜿蜒流过。它地处湘、渝、黔三省
交界处，是一脚踏三省的边陲小镇。
在湘川公路建成前，南来北往的货物
运输全靠水路，茶洞由于特殊的地理
位置，逐渐发展成川黔东隅物资和农
副产品的集散市场。

青年时代的沈从文投身行伍时经
过茶洞，在这里小住了两日。他喜欢
独自坐在河岸高崖上，看船只上滩，
看船夫拉纤；他也喜欢跑到清水江的
船上，与船老板扯白话。这里的一草
一木，一人一事给沈从文留下了深刻
而美好的印象。

多年以后，沈从文仍对三省边境
像茶洞这样的小镇念念不忘。他在自
传里这样描述：“那些渡筏，在静静的
溪水中游动，两岸全是夹竹林高山，
给人无比幽静的感觉。十年后还在我
的记忆里，极其鲜明地占据了一个位
置。”这些极其鲜明的印象，成为沈从
文写作 《边城》 的灵感之源。1934
年，沈从文发表《边城》，虚构了古镇
茶峒，也将茶洞推向了公众的视野。
如今，边城茶洞已成为湘西旅游业发
展的一张闪亮名片。

抗日战争时期，茶洞由于地处深
山幽谷、远离战火，具备防空防敌的
地理优势，苏皖一带的逃难人群接踵
至茶洞，国立八中也由皖迁入，学生
时代的朱镕基就随着安徽流亡学生来
到偏远的湘西花垣县国立八中求学。

常德、长沙、汉口等地的商人也
纷纷涌入茶洞开店设铺，茶洞进入空
前繁荣时期。一到赶场天，从四川、
贵州来的桐油、倍子、茶油、盐巴、
山货等物资，全部集中存放到茶洞码
头。码头上商贾云集，摊担林立，人

流如织。每天数十只货船，密密麻麻
地排列在清水江两岸，满载货物的大
小船只来来往往，一派繁忙景象。每
当夜幕降临，河码头彻夜灯火辉煌，
夜市达旦，一河的灯影扑朔迷离，摇
曳生辉，把码头装扮成了不夜天。

战火熄灭后，随着苏皖师生和商
户离去，茶洞也日渐沉寂，退去了昔
日的繁华。

新中国成立后，茶洞经济慢慢复
苏。这个被人们遗忘的美丽古镇，再
次随着沈从文的 《边城》 声名鹊起，
不少游客慕名前来，寻找 《边城》 里
的人文景观、自然景观和民俗风情。
那古香古色的吊脚楼、年代久远的青
石板路、孤独的翠翠岛、黄永玉亲自
设计的翠翠塑像、独具一格的拉拉渡
船等景观，令人留连忘返。

如果端午节来茶洞游玩，这里便

人山人海，水泄不通。一年一度的赛
龙舟、抢鸭子成了一道别样风景。前
者让你见识湘西男人的血性和大山一
样刚硬的骨性，后者则让你领略到这
里独特的民俗风情以及谑玩中的无限
乐趣。那份热闹，让你仿佛回到沈从
文的《边城》。

近几年，边城茶洞旅游业日渐兴
旺，游客也日益增多，但仍不失宁静
之美，它没有浓重的商业气息，也没
有热门景点的浮华与喧闹，它一如沈
从文笔下描写的那样：“给人无比幽静
的感觉”。

边城茶洞，是一个适合人发呆、
让人怀想的古镇，是一个美丽动人的
古镇。

上图：边城古镇赛龙舟。
龙恩泽摄 （人民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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