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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日子没通电，一晚上黑漆
漆的，早早就睡下了，就是养的
驴儿叫几声，都响亮得紧，晚上
看个东西，点上煤油灯，鼻子都
给熏黑了哟，嘿嘿……”

黄河岸边，小村宁静，北长
滩村的老人倚柱而蹲，慢悠悠地
诉说着前些年的光景。

恍如隔世

许是黄河汩汩水声在耳际，
许是老人乡音慢叙，这仅有 30余
户村民的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
沙坡头区迎水桥镇北长滩村，竟
恍如隔世，不曾有商品时代的忙
碌，与老农在黄河水车旁并排蹲
坐，眼看着峡谷黄河静静穿越，
思绪瞬间凝固了下来。

北长滩村坐落于崇山峻岭中
的黄河峡谷北岸，因黄河冲积形
成的滩涂地而得名。如今，行走
村庄之中可以发现，世代居住于

此的老人家守护着这一片土地，
因为通电通路通网，这里与外界
不再隔绝，但仍旧保持着其世代
延续的静谧。

入得村中，一架水车屹立岸
边，分外醒目，它灌溉着全村200
多亩河床地。来之前便知其“名
声显赫”，有“宁夏第一水车”之
誉。不巧到达之日，正逢修缮，
村里便用电动排水设施进行灌
溉。听说，村子里的老人们都有
拿手手艺，其中之一便是修造水
车，常有外地来人，请老人过去
指导。

粗犷壮美

曾经，北长滩村与外界沟通
需要走弯曲的土路，耗时久不
说，也不安全。

如今，这里有了公路。
这条通往北长滩村的公路，

穿梭在祁连山余脉之中，细长的

公路将西北的粗犷和壮美相连，
沿路而行，惊叹于光影自然的神
奇之手，豪放中包含着自然的原
始之美，而路的尽头，村庄正安

静祥和地“躺”在那里。
当车行驶在前往北长滩村的

公路上，目之所及，是令人兴奋
的西部公路之景，一路抵天际，
两畔连黄土。如此景色，在大片
湛蓝的天空之下驰骋的游客，定
会停车拍照，定格这令人心动的
画面。

修筑这条公路，原本旨在解
决沿途村落与外界交流不便的问
题，然而，很多人没想到的是，
时至今日，它又因其粗犷原始的
西部公路风景而越来越受到游客
的青睐。

生生不息

北有北长滩，南有南长滩。
南北长滩，同处一镇，实为两
村，皆毗黄河，在母亲河的滋养
下穿古越今。

从黄河北岸抵达南长滩村，
需乘渡轮进入村落，首先映入眼
帘的便是拓跋寨。小小南长滩
村，与拓跋姓氏大有渊源。

南长滩村 80%以上的居民都
持拓跋姓氏，其余 20%的人分作
12 个姓，也都与拓跋姓有亲缘关
系。相传，西夏时期党项族有一
分支世代定居于此，经营数百年
缔造了一个“世外桃源”。

南长滩村是宁夏首个“中国
历史文化名村”，黄河流经宁夏的
第一个村落便是南长滩村。直到
上个世纪，南长滩村的村民仍然
因地处峡谷之中，群山环绕，出
行十分不便，搭船北渡黄河，到
了甘肃景泰的翠柳沟，才可以和
外界接触。因其特殊的地理位
置，使其有了“宁夏的桃花源”
之称。

春来秋往，周遭居民总记得
在春天，万树梨花竞相争艳之
际，来南长滩村走一走。俯瞰千
树万树梨花，仿若云海沉入大
地，氤氲出梦幻光景。

沿着村间小巷步行而上，安
静，还是安静。远处村妇招手，
原来是梨香农家的经营者，丈夫
渡轮，妻子做饭，两厢努力，便
有了富裕的奔头。吃一席农家
菜，安抚一下来时漫长山路中空
荡的胃。四方的院落里，主人家
拾掇得一尘不染，园中种植三棵
苹果树，还不到成熟之际。

蓝天白云果树下，主人端来
杏子，如乒乓球一般大，橙色十
足，刚到成熟时，带着酸气，却
委实是城里买不到的味道。大片
云朵一会儿遮住太阳，一会儿阳
光倾泻，忽明忽暗。

闲坐庭中，屋梁上筑巢的燕
子忽地又将飞出去，小心翼翼看
两眼屋檐下纳凉的游客，怕是挂
念巢中的幼燕，不一会儿又飞回
来，探头张望。听得鸟鸣，闻得
风起，嗅得厨房里农妇锅碗瓢盆
间恣意妄为的乡味。

午后时分，三三两两的老人
们，聚在村口的凉亭下，带着一
口乡音闲谈。作为外来的游客，
虽听不懂具体内容，但也知道大
致还是谁家又有什么新鲜事之类
的话题，人群中不时传出笑声。

离村子不远处，黄河水流依
旧奔涌向前，对岸边百姓的日常
喜怒哀乐，仿佛已习以为常，千
百年来，朝着入海的方向，生生
不息。

左图：通往北长滩村的公路
禹丽敏摄

下图：鸟瞰南长滩村
禹丽敏 任 昊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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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苔藓植物祖先出现之前，占据地球浅海
的是不能脱离水环境生存的藻类。4.7 亿年前，
苔藓植物初登陆地，成为最早的陆生植物。直
到现在，苔藓仍然是很多地方的先锋物种。”在
北京世园会的植物馆中，设置有这样的一系列
科普展示板，向前来参观的游客介绍了植物进
化的历程。

数亿年间，苔藓不断见证着身边很多物种
的兴衰，是植物进化中的奇迹，也不得不说，
这其中蕴含着植物生存的智慧。

达尔文曾说过：“和世界的起源比，茅膏菜
更吸引我”，这一句话，引发了很多人对植物生
存智慧的好奇心。茅膏菜究竟有何独到之处，
让达尔文如此感叹？

原来，这是一种“食肉”植物。茅膏菜为
什么会进化成一种食肉植物呢？因为它主要生
长在沼泽当中，土壤养分贫瘠，生长需要的氮
元素在这些地方的土壤中严重缺乏，该如何生
存下去？

并非没有路可走，虽然土壤中氮元素较
少，但是昆虫中的营养很丰富，氮元素有很
多，所以茅膏菜要做的就是捕杀它。茅膏菜黏
住猎物后，虫子附近的黏毛会向昆虫身上弯
曲，将虫整个包住，然后整张叶片把虫子卷起
来，将猎物完全包裹到黏毛之中。黏毛的腺体
会分泌可以消化虫子的化学物质。

如此一来，茅膏菜在“险恶”的生存环境
中练就了“食肉”的本领。

植物的智慧从来都是丰富多彩的。“采菊东
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
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北京世园会主
办方所编写的 《花之声》 这本小册子，以陶渊
明的这首诗打开了读者对植物的无限想象。

聆听枝叶生长的呼吸，聆听花蕾绽放的声
音，花之声，诵读之声，也是文明之声，在诸
多流传下来的中国古诗词中，诗歌与花草的结
合，丰富了中华文化的意象和内涵。

如今，植物的智慧仍然一直在延续，不仅
是生存的智慧，更多的是参与人类文明的进程。

赫拉利在 《人类简史》 中的一句话耐人寻
味：不是人类驯化了小麦，而是小麦驯化了人
类。从历史长河的角度来看，植物与人，更多
的是一种相生相伴。植物的智慧，不仅给大自
然本身增添了五彩缤纷的颜色，也给人类文明
的合作带来了契机与可能。

日前，刚果共和国加入国际竹藤组织，成
为第 45 个成员国。在这个国际组织之中，促
成成员国之间探讨竹文明、共叙竹合作的，
正 是 竹 藤 这 样
的植物。

如 此 看
来 ， 植 物 也 是
一 个 聪 慧 的 使
者 ， 让 人 类 合
作 有 了 更 多 的
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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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眼里，太行山既是绿色的，
也是红色的。来到嶂石岩，你就会看到
这无处不在的红、漫山遍野的红，惊叹
于这红的连绵与壮美。

山脚下、小路边，当地老百姓就地
取材，砌起了红围墙，建起了红房子，
为这红增添了几许烟火气。而那些红色
的山峰，或分、或聚，又为这红注入了
几许灵动与生机。

沿着掩映在绿树丛中的山路拾级而
上，一级级台阶由红色山石铺成，仿佛
一条蜿蜿蜒蜒、望不到头的迎宾红毯，

又似时光老人写就的一部巨书。
继续前行，红红的气息扑面而来，

愈来愈浓，给人以强烈的震撼。
太行山讲述着光阴的故事。曾经，

这里一片汪洋，后来，逐渐升成山、陷
为谷。嶂石岩将沧海桑田的秘密定格，
红色的山岩中就隐藏着远古的密码。

这红色是有生命的，是积淀绽放出
的华彩，外表之下深藏着铁血丹心，有
热血在流动、在奔涌。丹崖长墙，万丈
红绫，这也是大地舞动的一段红绸吧？

长袖善舞，潇潇洒洒，只是不知这

舞者是谁，又踏着怎样的节拍？这还是
天上一抹丹霞落到了人间吧？是不是因
为这里太美了，连这高天流云都思凡下
凡，流连忘返了？这更是一方红红的中
国印吧？将“江山多娇”印在广袤秀美
的中华大地上。

徐霞客始出游，在日记中写道：人
意山光，俱有喜态。红红的嶂石岩也是
满满的喜态，喜庆的、热情的。想来，
这也是一种缘分，红色钟情于中国，国
人对于红色也情有独钟，红色早已融入
了中国人的血脉、生命和灵魂。

红色代表着正气、光明与阳刚，象
征着温暖、生命、活力和希望，也映衬
着人们一天比一天红火的日子。

嶂石岩是红色的。千峰百嶂、千回
百转的红，把嶂石岩点染得分外妖娆。

太行山中嶂石红
晓 畅

客家人做粄分时令。
每逢过年，家里总要蒸上不

少“碗仔粄”，有甜有咸，打开
蒸粄的锅，飘出来的就是过年的
味道。甜粄颜色微黄，口感软
韧，几个甜粄吃下来，来年的生
活都变得甜甜美美。而咸粄中则
藏了不少虾米，一口咬下，松软
的口感中又夹杂着虾米的鲜香。

清明时节，则食艾粄。艾草
研碎加入糯米粉擀成皮，芝麻、
花生、白糖等磨成甜馅，包好后
放入模具中摁出花纹，底下再垫
上剪成圆片的芭蕉叶入锅蒸，就
是客家人钟爱的艾粄了。而做粄
剩下的馅料，则成了小时候的我
清明前后最爱的零食之一。

入了夏，当然要吃一碗清凉
解暑的仙人粄。仙人粄是一种类
似于仙草的甜点。等冷却后加上
白砂糖或红糖，滑嫩清爽，沁人
心脾。客家人的酷暑时节，何以
解暑？唯有仙人粄。

等到入冬，刚蒸出炉的热腾
腾的萝卜粄则是任何一个客家人
都难以拒绝的诱惑。薄薄一层皮
中裹着萝卜丝、腊肉等馅料，咬
下一口，汁水伴着咸香在口腔中
蔓延开来，刚出锅的滚烫也挡不
住想尝第一口鲜的心情。

粄是客家人逢年过节的仪式
感。每逢奶奶在家里做了粄，总
得先拦着我们几个一出锅就想偷
吃的小孩，一边将粄分为好几
份，嘴里念叨着这一份先拜神，
晚些吃；那一份是给哪位亲戚留
的……年年如此，小时候虽嘴
馋，却也潜移默化地明白了宗族
亲情在客家人中的重要地位。

说到底，何谓“粄”？
“粄”其实是一个古语词，

《玉篇》 记载：“粄，米饼。”而
在现代汉语中，唯独客家话里保
留 了 下 来 ， 相 当 于 常 说 的

“糕”，其他方言基本不用，成为
了客家方言的特色词。对客家人
而言，粄不仅是客家人特有的风
味小吃的词汇表达，也早已融入
了客家文化当中。

客家人的一切，几乎都与先
祖的不断迁徙奔波有关。晋代，
一支原居住在中原的汉族人因不
堪战乱纷扰向南迁徙，从此开启
了他们与子孙后代五次大迁徙的
旅程。路途艰苦，生存是第一要
义，自然做不出太精细的食物。
如今的粄便是在迁徙、定居后文
化间相融合的产物，其原料多为
大米、糯米、粘米等，口感不甚
精致。但客家人善于发挥食物最
大的可能性，让并不奢华的原料
做成的平凡的食物里滋长出了刺

激味蕾的客家风味，也蕴含了无
尽的储存智慧。

粄也是客家人之间维系凝聚
力的见证。一整套做粄的手工艺
经客家人之手代代相传，散居各
地的客家人也渐形成了各有特色
的粄。做法虽不同，但称谓却默
契地保持了一致。不仅仅是粄，
客家人中常言：“宁卖祖宗田，
不忘祖宗言。”“不忘本”是客家
人努力恪守的本分，客家人聚居
处，必有祠堂，有族谱，时刻提
醒自己根在何处。语言也好、食
物也罢，都是客家人维系宗族情
感、忆苦思甜的见证，是客家文
化在客家人血脉中刻下的印记。

如今，粄早已不仅是充饥解
馋的客家特色食品，更是在历史
沿流中代代相传的文化习俗。这
一丝让散居各地的客家人魂牵梦
萦的客家味，使不管身居何处的
客家人心中始终抱有一丝牵挂。

下图：艾粄 来自网络

客家粄里客家情
傅晓怡

烟台滨海广场亮了！
在中国照明学会举办的第 14 届“中

照照明工程设计奖”评比中，山东烟台
市区夜景照明工程 （1号标段） 即滨海广
场亮化工程获得全国一等奖。

日前，来自中国照明学会的专家，
实地考察烟台滨海广场亮化工程后评价
道：“施工工艺精细，工程质量好，亮化
互动小品参与性强，体验感和幸福感指
数高，景观实际效果好于照片。”

据了解，夜景照明二期工程将新增
《寻仙芝罘》 3D 主题灯光秀表演，旨在
让中外游客了解烟台的历史文化，走进
烟台、了解烟台。同时，滨海广场还将
增设多组互动景观小品，进一步提高亮
化工程的参与性。从金海湾酒店至旅游
大世界沿线的 60多幢近现代建筑也将全
部“打亮”，让具有烟台特色的红顶建筑
在夜间绽放出不一样的光彩。

届时，滨海广场将为八方游客献上
更加丰富多彩的景观照明视觉盛宴。

孙致霞摄影报道

烟台滨海广场亮了烟台滨海广场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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