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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麦其出自和田，至今也不多外传。如果不到
和田，就吃不到地道的库麦其。烤西瓜更是称奇。
这两道古老的大漠美食，是达里雅布依原住民对生
活的热爱和礼赞。

达里雅布依，又称大河沿，在克里雅河的闾
尾。大河沿的夜色纯净。老乡为我们远道而来特意
制作了沙漠烤饼库麦其。在托乎提老人带领下，先
和好面，放到面板上，不用擀面杖，而是用手一直
揉压面团，直到捏成像擀出来一样的圆形饼，然后
摊薄，把剁碎的羊肉和皮芽子撒在上面，再用同样
大小的另一张薄面饼覆盖上，将圆形的边口用力捏
合，一个库麦其就做成了。

老人先挖一个坑，用红柳枝在沙坑中燃一堆
火。火映红了老人的脸膛，在达里雅布依纯净的夜
色下，老人挥汗的一瞬间，一幅剪影定格在我的脑
海中。当红柳枝烧出一层炭灰，沙子也烧得发亮，
老人将库麦其埋入。过两小时，他说可以吃了，便
将库麦其从热灰中取出，啪啪啪几下拍掉灰，一个
焦黄的库麦其便呈现在我们面前。因为是热灰焖熟
的，其焦脆的皮咬起来咯吱作响，里面的肉和皮芽
子酥松浓香。这是需要好牙口的，否则你只能像个
外行一样，捡肉先吃，而不能如真正的大河沿老乡
般，伴随着响声将皮肉一齐入口，油从嘴角逸出，
满口生香。

还有烤西瓜。端上来的时候，冒着热气，使你
垂涎三尺。西瓜烤而不碎，盛汤不漏，已是称奇。
把瓜瓤掏去，放入羊肉，再合上，外瓜内肉，做法
独特。也有放尼雅黑鸡或墨玉乳鸽，再佐之以十几
种调料的。

烤西瓜要讲究火候，余烬发着红红的火光时还
不能烤，直至火暗，才将瓜放入。温度不能过了，
一过就瓜碎汤流，前功尽弃。烤上不一会，瓜里就
发出咝咝声响，四周散发出红柳余烬的木香，混合
着肉香弥漫开来，那滋味用文字怎么写得出来？

我感到时间仿佛停止，库麦其的魔咒，让我们
深陷其中。而烤西瓜的清香和肉弥漫在一起，只能
让你的味觉和嗅觉一同沉浸。我明白了老乡们为什
么一边手拿库麦其，一边忘情舞蹈，真正是生活的
滋味万年长。

老天津人都知道，在天津城东，有一
个叫“中山门”的地方。中山门不是门，
当然更不是城门。当年的老天津有两圈城
墙，内圈是老城厢，外圈的城墙，天津人
叫“墙子”。中山门在天津城的最外圈。解
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军队为加强城防戒
备，在天津外围设立了 15个以“门”为名
的军事关卡，如“复兴门”“民权门”“大
同门”等，“中山门”就是其中一个。据说
解放天津时，中山门一带的战斗打得很惨
烈，只这一个地方就牺牲了200多名解放军
战士。新中国成立后，中山门更加受人瞩
目，原因在于这里新建的一个工人新村——

“中山门工人新村”。
天津是工业城市，新中国成立以后，

有很多国营大企业，考虑到企业职工的生
活，国家建设了很多集中的企业职工宿
舍，当时叫“工人新村”。中山门工人新村
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天津建的第一个工人
新村，号称“天津工人第一村”。当时很多
国营大企业的职工宿舍都在这里，如天津
钢厂、天津自行车厂、天津发电厂、耐火
器材厂、国棉一厂等。这样大的一个聚居
区，又分属不同企业，就要分片。于是这
里分成 12个“段”。不同的“段”，是不同
企业的职工宿舍。段与段之间，由不宽的
街道分隔。虽然居住密度很大，但由于整
体规划合理，布局得当，也井然有序。据说在天空俯瞰，新
村呈一个巨大的五角星图案，不仅庄重大气，也很有工人阶
级当家作主的气势。

那时我母亲在国棉一厂工作，我家也在这里，住 10 段。
10段在中山门是最小的一个社区，街道只有30几米，大约10
几个弄档。所谓“弄档”，也就是一排一排的平房。但就是这
样一个小小的社区，在我的记忆里却有着无穷无尽的故事。

那时候，这条街上种的都是柳树，所以在我的小说里，
把这里叫“柳荫街”。小说的故事虽是虚构，很多人物的原型
却出自这里。也因此，很多评论家说，我这些小说，故事和
人物都很别致，也接地气，这就不奇怪了。我对这里的生活太了
解，他们说话的声音，身上散发出的气味，我都熟悉。

今天的人很难想象，当年的中山门是怎样的生活氛围，
邻里之间又是怎样的关系。可以这样说，和普通的大杂院完
全不是一回事。彼此不仅是邻居，在单位还是同事，有的还
在一个车间，甚至一个班组，大家都知根知底，谁是什么
人，什么脾气秉性，谁也瞒不了谁。偶尔家里有事，让邻居
上班给领导带个话儿就行。

那时候，能在国营企业上班是一件值得自豪的事。街上
遇到不讲理的人，或见谁干了让人看不惯的事，第一句话就
问，你哪个单位的？只要找到这人的工作单位，就什么事都
好办了。单位领导说句话，比警察都管用。其实换个角度
想，这也说明，那时国营企业的职工有很强的组织观念。尤
其年轻人，一旦参加工作，在单位首先接受的教育是，你从
此是一个国家职工了。于是，一种自豪感在心里油然而生，
连走路的姿势都变了。也因此，在那时，中山门工人新村的
风气很正，居民的素质也普遍很高。

工人新村的职工住房都是统一规格，每间实用面积约 14
平方米，月租金一两块钱。电水费是固定的，无论用多用
少，每月总共几毛钱。但用水不太方便。比如我家住的10段
街，街上只有两个公用自来水龙头。10段街虽小，居民也有
一两千人，这一两千人只有两个自来水龙头，显然不够用。
尤其到夏天最炎热的季节，水管压力骤降，水流变小，而人
们的用水量又增大，水龙头的跟前就经常会用水桶或别的盛
水容器排成长长的一队。

但住这样的平房，也有别样的乐趣。那时不要说空调，
连电扇也没有，即使到傍晚，屋里还是热得进不去人。下班
回来的男人们，吃过晚饭，就都端着沏了茉莉花茶的大把儿
缸子，夹着帆布躺椅，来到街上。三三两两坐在一起，抽着
烟，喝着茶，或说一些单位的事，或天南地北地侃大山。这
种沏茶的大把儿缸子很有特点。一般都是素白色，在中间最
显眼的位置用红漆印着一个大大的“奖”字，上面还有弧形
的一行小字，写明是“先进工作者”或“先进生产者”，抑或
是在什么劳动竞赛中取得优异成绩的奖品。所以在街上，用
这种大把儿缸子喝茶，也是一种茶誉，或者说是身份的象征。

天津有一位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刘文亨，说过一个 《学
评书》 的段子。讲的是有一位评书爱好者，在夏天每到傍
晚，吃完了饭，就到街上给邻居说评书。天津口儿天津味
儿，口头语儿俏皮话儿，能把一段儿 《三国》 说得让人笑喷
了。这也是中山门的人们夏天傍晚生活的写照。

当时我的邻居还真有这么一位，不光会说评书，古今中
外，天南地北，没他不知道的事。天津人把这种无所不知的
说话叫“白话”，把能“白话”的人叫“白话蛋”。他的大把
儿缸子上也有一个大大的“奖”字，而且缸子很夸张，大得
像个小痰盂儿。在街上“白话”一晚上，能喝三大缸子茶水。

现在想起来，确实不可思议，那时没有空调，也没电
扇，靠一把蒲扇，人们把一个一个夏天熬过来了，热归热，
似乎也没觉出怎么样。每天晚上，人们就这样仨一群俩一伙
坐在街上，一直到深夜。白天的暑气渐渐消褪了，才陆续回
到屋里睡觉。不过像我们这样的小孩子，则经常把凉席铺在
马路上，索性就这样在街上一直睡到天亮……

前不久，我因为办事，又到中山门工人新村去过一次。
当然，这时的中山门已经变样了，当年的平房没了，已经盖
起一片一片整齐的楼房。但街道没变，还能依稀看出当年的
格局。只是各家窗外悬挂的空调室外机和楼下停放的一排一
排私家车，提醒我，已经是今天了。

滁州行第二天，同行一位姑娘递来
一张纸，“老师，请给滁州写一句寄
语。”思忖片刻，脑海里跳出几个字：滁
州没有辜负欧阳修。可是当我提笔落
字，突然怀疑这个“滁”字是否写错
了？用手机查，拼音还没打全，字就跳
出来了——原来我们都已习惯了抽象

“敲字”，再不用一笔一划“写字”了。
如此一想，不觉汗出。

于是这一路我被滁州的“滁”字牵
引着，浮想联翩——看啊，这“滁”字
真够神奇，有山 （耳朵旁的“阝”），有
水 （三点水的“氵”），而身处山水间的

“我”（余），受先贤余荫庇佑，酒余茶
后，虚室余闲，也算是宽简有余的人生
了。我对滁州的印象简直都微缩在这

“滁”字里头！
山，当然是“环滁皆山也”的琅琊

山。谈滁州，欧阳修和他的千古名篇
《醉翁亭记》 怎可绕开。好比到绍兴兰
亭，总会邂逅王羲之和他的“天下第一
行书”《兰亭集序》；游沈园，必知陆游
写 《钗头凤》 的故事；登岳阳楼，总会
浮现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
之乐而乐”的千古绝唱……文人笔墨，一旦与风光
糅合到一起，成为名胜佳迹，便是永远抹杀不掉的
存在。

回想起 20年前的初夏也是来滁州，醉翁亭依然
是琅琊山的灵魂，眼前深壑幽美，朴茂依旧。亭前
据称是欧阳修手植的古梅被郑重地围了一圈短篱，
台壁上新描了4个字：花中巢许。是谁题写恐怕没那
么重要，古梅是否为欧阳修手植也不必较真，重要
的是今人对欧阳修的看重。当然那两块苏轼手书的

《醉翁亭记》碑刻更成珍品，已用玻璃罩子罩住，千
古风神永远藏在石头里了。

《醉翁亭记》写于欧阳修被贬滁州的第二年，是
他宦海沉浮的第二次被贬，外放 10 年，一路知滁
州、扬州、颍州、应天府 （河南商丘）、蔡州……越

“知”越偏，寻常生活也愈益艰难，中间遭逢好友尹
师鲁、范仲淹病逝，母亲病故，开封水灾家里被淹
……乐观的他涕然长叹“人生之穷，一至于此”。政

治失意和人生挫折是欧阳修的不幸，
然而却促成了中国文学的大幸，留下
了众多千古名篇。

40岁并不老却自封“醉翁”，醉翁
之意不在酒，在山水之间，在众宾
欢、与民乐，然“人知从太守游而
乐，而不知太守之乐其乐也”——看
看，多么清醒的醉翁，革新失败没有
摧垮他敢说敢言的勇气，主政滁州也

“不忽小官”，为政宽厚，治事简易，
宽而不纵，简而不略，安定滁州百
姓。百姓安定了，他乐得宴饮、写文
章、种树、游园、造亭子，为重写

《新五代史》、修《新唐书》做准备。
“平山栏槛倚晴空，山色有无中。

手种堂前垂柳，别来几度春风？文章
太守，挥毫万字，一饮千钟。行乐直
须年少，尊前看取衰翁。”欧阳修的这
首《朝中措·平山堂》我很喜欢，词风
清旷放达，大抵也是他人生境遇和性
格命运的写照吧。

欧阳修任滁州太守两年余，他行
游山间，结识琅琊山开化寺住持智仙
和尚，智仙为其建造小亭，欧阳修亲

为作记，遂有《醉翁亭记》。滁州成全了欧阳修，也
没有辜负欧阳修。蒙他恩泽，世代滁州人感念他。

再来说说滁州的水。“滁”字本意是水名，长江
一级支流滁河及清流河贯通境内。滁州南据长江，
东控京杭大运河，自古便是通江达海的“鱼米之
乡”。重游滁州，明光的八岭湖、来安的池杉湖尤为
印象深刻。八岭湖一带，缘岸而生的成片枫杨林完
全是野生野长的模样，沧桑树根和斜逸枝桠百态千
姿，笼盖四野。池杉湖也是湿地，从栈道上漫步而
入时我还没意识到它的面积之大，直到越走越宽，
越走越深，舟车并用时才得以见识千亩池杉林的蔚
然壮观。当真被震慑住的是栖居在树上的白鹭、潜
鸭、灰雁……说百鸟天堂也不为过。

最后借诗一联：“清风明月本无价，远山近水皆
有情。”这是欧阳修和苏舜钦诗句的集句联，刻在苏
州沧浪亭之上，那是又一个故事了，用在这里却是
恰当的。

本期华文作品版推出4篇作品。高洪波《我是一条洄游的鱼》讲述自
己26年后回到贵州开阳县的所见所感。洄游这个自然界的寻常现象被作家
赋予了新的意涵，在记忆与现实的交织重叠中，作家完成了一次精神还
乡。王松《洒满阳光的“中山门”》写天津中山门工人新村。远去的集体
宿舍时代，那些热闹惬意的消夏时光在作者生动幽默的讲述中再次鲜活起
来。陆梅《清风明月本无价》写滁州的山、水、人，一次访古之旅带我们
又一次认识了“醉翁”。丁祖荣《库麦其与烤西瓜》写新疆特色美食，浓
郁的生活气息扑面而来。 ——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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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麦其与烤西瓜
□ 丁祖荣

◎食话

洄游，在《现代汉语词典》上的解释很简单：“海
洋中一些动物 （主要是鱼类） 因为产卵、觅食或季节
变化的影响，沿着一定路线有规律地往返迁移。”拟这
个题目，出于不久前的贵州开阳之旅。那是一个山清
水秀的所在，我26年前生活过两个月的地方。

26年前我26岁，是解放军接兵部队的排长，在开
阳住的地点离县城几十公里，当时叫青禾区，现在改
为禾丰乡。在区税务所的小楼上，无电话、电视，亦
无报纸、刊物，居然顺顺当当地熬过了60天，而且是
在天寒地冻的正月里，现在想想真有些不可思议。我
在开阳接新兵，接那些住在深山箐上的布依族、苗族
战士，他们大多出生于上世纪60年代初期，普遍身材
不高、营养不良，我和武装部长曾拿着一根1.6米的竹
竿挨个儿比画，矮于竹竿的一律不要，让不少人遗憾
而去。剩下的体检、目测、政审，最后家访，四关过
后，这批开阳子弟便穿上崭新的军装，虽然还没有帽
徽领章，但威武挺拔了许多。他们由我们领着，先乘
汽车，再坐火车，“叮叮哐哐”地入云南赴戎机了。

那是 1978 年 3 月 5 日，青禾的士兵不少人第一次
到县城，第一次乘汽车，他们的新鲜感是异常强烈
的。一年过后，我们和邻国发生边境冲突，这批开阳
士兵在战场上表现英勇，不过其时我已转业回北京，
在 《文艺报》 当编辑，战事离我虽远，可内心从没少
过挂牵。后来著名的“老山英雄团”就出在我的部
队，电视连续剧 《凯旋在子夜》 表现的也是我的部
队。我们留在部队的战友们，当时一起当排长的伙
伴，由于战功卓著，有好几个成为将军，偶一聚会，
谈起当年，都感慨万千。

可见回忆本身就具备“洄游”的性质。此次走开
阳，于我而言，是一次从精神到物质的洄游。禾丰是
觅食的浅滩，我觅的食物是26年的岁月。

在雨中进入开阳县城，26年的变化使我认不出开
阳的旧貌。街道变宽了，两旁高大的楼房一如广东珠
三角的建筑；昔日的黑瓦木板房已属罕见；弥漫在城
中的煤烟气息亦不复存在；当年我们接兵部队驻扎过
的县委招待所门面犹似，实际上早已改造多年。听当
地人介绍，开阳产上好的黄磷，产富硒茶和大米，也
产煤炭和奶制品。不过照我看，开阳最好的资源是绿
色的大自然、绝美的风景，开阳的绿水青山是再多的
钱也买不到的。

雨仍在下着，猛然有诗句闪现：
故地二十六年前，
曾忆青禾雪漫天。
多情唯有开阳雨，
追身随影洗华年。
下午5时，驱车青禾。雨中走过当年山路，想起接兵

时的苦寒岑寂，想起正月间的大雪，感到此次洄游正是
时候。冬季的青禾与夏季的禾丰，注定有着不同韵味。

青禾依旧。仍是那条小街，仍是一些古旧建筑，
仍是小小的邮政所和小小的税务所，我住过的小楼加
高了两层，可我仍找到了当年住过的小屋。我还找到
了昔日工商所李所长的旧宅，这个河南老兵的家曾是
我多次就餐的地方，他的儿女们曾是我讲故事的热心
听众，如今他已搬回开阳县城。小屋没锁，推开门一
看，满屋的塑料拖鞋，已成为仓库……

在青龙河畔一家餐厅吃饭，雨仍在下着。喝着土
制的杨梅酒和黄果酒，看一眼波涛翻滚的河水。河水
猛涨，已满河槽，河水浑黄，早不见26年前冬天那消
瘦的模样。昔日坐在古桥下垂钓的儿童们，如今早已
人到中年。唯一不变的是被称为“玉龙捧金盆”的坝
子，坝子上的庄稼，还有高高的土司山寨马头寨，以
及餐厅对面那写着旧日标语的木制粮仓，还有河畔的
那株老柳树。

记得26年前我常漫步河边，这株老柳树在冬日的
阳光下像一株巨大的盆景，枝干峥嵘，引发人无尽的
联想。我曾把它想象成这块土地的守护神，并在日记
里企图描绘出它的古拙形象。现在老柳树在雨中傲然
挺立，枝叶繁茂，全然不是冬日里萧索的气象。于是
得一小诗：

散文诗乡我曾游，
无心补硒少年头。
青龙河畔柳仍在，
柳丝不系旧时舟。
有诗，有酒，有雨，有26年前旧景重现，我的洄

游便更有滋味起来。
禾丰现在的全称是禾丰布依族苗族自治乡，它昔

日所辖的两个公社：龙广和哨上，如今改为南江苗族
布依族自治乡。26 年前我曾走遍这几个公社的土地，
去应征新兵家中逐一走访，为此我写过 2 万余字的

《开阳手记》，详尽记录了1978年1月5日到3月7日接

新兵的过程，也顺便记下了一系列有趣的地名：懒板
凳、鱼上坡、石猫，还有关于龙广地形的民谣：“龙在
山顶望，金鸡配凤凰。脚踏狮子背，天鹅抱蛋卧两
旁。”凤凰寨如今成为旅游胜地，而且是从青龙河一路
漂流下去的终点站。晚饭毕，驱车到龙广，在凤凰寨
远眺，居然有大批白色的鸟儿栖居在寨中树林，像鹤
像鹭，但更大的可能是白鹇，它们是山寨的福音和吉
祥物，26年前未曾相见，此番相见真是缘分，只是暮
色迷离，有些看不真切。

回到开阳县城已过22时，匆匆放下行李，去寻找
惦念许久的李所长——李文轩。李所长今年 87 岁了，
抵达他温暖的家，重听他不改的南阳乡音，重品开阳
富硒茶，我的心一下子放松了许多。

第二天又走禾丰。正值当地一个特殊的节日：布
依族的“六月六”。其热闹程度堪比春节，有舞龙、舞
狮，有斗画眉、扭扁担，还有乡政府举办的大型歌舞
节目。雨自然早就停了，太阳热辣辣的，坐在烈日下
看演出，反倒怀念起昨天的雨来。演出是朴素而又深
情的，尤其是苗族少女少男们的“跳圆”，土司山寨马
头寨民们的花灯，还有开阳教师们的大合唱，都呈现
出一股罕见的朝气和热情，这气氛是我26年前所未曾
感受过的。

这一天，我还在马头寨找到了一位当年的退伍战
士，现在的乡村医生宋升鹏，他的侄子当年是我带走
的一名新兵。宋升鹏的生活条件不错，小日子过得有
滋有味。只是见面之后都感叹起岁月无情催人老。

对我而言，一条洄游的鱼，游到它当年觅食的沙
滩，掀起几朵轻且浅的浪花，而后一切复归于平静。
岁月如昔，亦如平常，开阳和青禾的山水依旧，只是
26年前一个“高排长”匆匆来去。初来时的身份是一
名接兵部队的排长，尔后由军人变成文人，由消瘦的
青年军官变成戴眼镜的中年干部，变成一条溯着生活
和生命的河道兴冲冲洄游的鱼，从这里洄游，直向更
远的远方。

《赶集路上》 邓文惠绘

《群山踞龙》 韦明华绘

《工人新村》 樊明体绘
（本版图片来自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