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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在阳光明媚的日照大街上，心情十分愉悦。他们
说，五月的日照还看不出真正的好来，等到七八月酷暑
时候来，才会有更深的感受。他们说，最热的时候，日
照气温也不超过33摄氏度。

他们，是老爷子和他喊来陪客的亲友团。客嘛，就
是我们这几个来自北京的人。其实可以说是以我为主，
因为我要来日照，把这几个人都“裹胁”来了。我说：
看老爷子去，你们谁不去？都不敢说不去，于是就跟我
一起来。

我来日照，却另有渊源。渊源有两个，一个远一个
近。先说近的，实打实与老爷子有关。十年前在外地见
着他时，他说：你来日照，我准备一条船，带你出海打
渔，打上鱼来就在船上煮着吃。我本来对日照就有个心
结，听老爷子这么一说，便开始憧憬着波光粼粼的那条
船。至于远的渊源，就是前面说的那个心结。30 多年
前，那时我还在上大学，寒假回家，偶遇县里不知道什
么单位在广场上搞文化活动，求对子，其中一个下联

“花生花”，求的是上联。我琢磨了半天，对了一个“日
照日”。也不知道当时怎么会想到日照，更不知道怎么会
有个日照在脑子里。反正自此以后，这个原本呆在我脑
子的某个黑暗角落、拿灯照着都不一定能找着的日照，
开始成为我的一个常备知识，只是一直无缘见到它的
真容，直到这次来到这里。

我问老爷子：船呢？他挠挠头，嘿嘿笑了，说：这
个……俺们日照啊有很多好地方，不一定就要坐船。
我大声嚷嚷起来：叔，您太不靠谱了！我可是等了十
年啊！跟我一块来的几个伙计就开始起内哄，说我自作
多情。

老爷子赶紧替我解围，说坐船出海打渔的话确实说
过，不过这个时候嘛……这个时候嘛……又挠头，然后
嘿嘿说道：十年前跟你说出海打渔，那是因为日照就

那个好玩，不过这十年都过去了，俺们日照现在好玩的
地方多了，所以嘛……所以嘛……对了，明天我陪你们
去玩。

老伴在边上瞪了他一眼：你走得动吗？他小声嘟囔
道：走嘛还是走得动的。大家都说不用不用，您把日照
都有什么好玩的介绍介绍，我们自己去。

于是他就介绍起来。
你们去万平口，到那儿去看海，那海可蓝了，就跟船

上看的一样漂亮，不过还是不一样——他瞥了瞥我这边。
那里的沙滩可好了，那里的花草可好了，那里的……要
不去国家森林公园也行，那里的海更漂亮——这个森林
公园可是挨着海边呢，就是比万平口远一点，万平口是
在市里面。

北京的一个老伙计来过日照，在边上点点头说：确
实不错。

是不错吧？还有个婚庆公园，你一定没去过——他
冲着老伙计说。那里不光公园漂亮，姑娘也漂亮。老没
正经的，老伴斜着眼说。不是不是，我不看姑娘，我是
让他们年轻人看，老爷子赶紧说。大家都笑，他也跟着
笑，连老伴也笑了。

就这样半带玩笑的，老爷子又说了好多地方，有些
一听地名就明白，有些地方听得半懂不懂，什么东夷小
镇、白鹭湾、岚山海上碑、莒州博物馆、涛雒、浮来
山、天台山，等等。说到涛雒，大家就问了半天，才知
道是一个小镇，那里有华裔科学家丁肇中的祖居。还有
天台山，我问：怎么天台山从浙江台州跑到日照来了？
没等老爷子说话，一班窝里斗的伙计们又围攻起来，说
我孤陋寡闻，只知道台州有个天台山，全中国叫天台山
的地方多的是。老爷子挥挥手，摁住大家，说你们别欺
负他，没文化不是罪过。然后十分认真地向我普及知
识：日照日照，日照这个地名就与太阳有关，古人认为
这里是最先看到太阳的，因此这里自古就有太阳崇拜的
信仰，这个天台山就有古代的太阳神殿。

我听了，也不知道真假，不过不能背着没文化的
锅，插空接过老爷子的话说道：哦哦……我知道我知
道，古人说太阳神的名字叫羲和，是吧？老爷子说：对
对对，天台山就有一个庙是祭祀羲和女神的。我就问：
屈原《九歌》里有一首楚辞叫《东君》，说他们楚国人也
祭祀太阳神，他们的羲和跟你们的羲和是一家人吗？还
有，《离骚》里说，羲和是替太阳神赶大车的，那到底谁
说的对？

老爷子挠着头嘿嘿了好一会儿：这一回是我们没文
化了。大家又是哄堂大笑。有人看了看表，提醒说：
叔，都四点了，您已经陪了我们五个小时，咱得结束
了。老爷子说没事儿，咱接着聊天、接着吃晚饭。这回
他成了孤家寡人，所有人都不干，吵着都要回家。他还
赖着不走，讨价还价，让大家答应了晚上九点还一块儿
吃晚饭，然后才散了。

初夏傍晚的日照，轻风伴微雨，暮色与灯光交织。
我用“日照日”应征对子的时候，日照也许还只是一个
小渔村？而如今的日照，已经是一个风光旖旎的现代化
城市了。不过这日照的暮色还没等我们欣赏过来，老爷
子就来电话了：今晚九点，定好饭馆了。一个伙计说了
句，姜还是老的辣，另一位接了一句什么什么老的狡
猾，大家哈哈大笑，带着感动。

按点来到饭馆，老爷子早带着亲友团候着了。其实
我们并不饿，可是这晚饭不能不吃。一来是老爷子的盛
情，二来确实有好东西。个头比一个壮汉的手掌还大的
螃蟹，口感嫩脆的小章鱼，黄花鱼、皮皮虾、生蚝、海
螺、鲍鱼等，还有一些我们这一班伙计叫不出名字的东
西，都是海鲜。

还是老爷子的主场，他一一指点。这个海鲜怎么
吃，那个海鲜怎么吃，其实怎么吃都好吃。为什么？
因为日照的海鲜新鲜哇。为什么新鲜？是侄女自己去
市场买的，海里刚打上来的呢。我还没完全明白怎么
个刚打上来，老爷子又夸：这海鲜新鲜得就跟在船上
现打现吃一样。我就问：那什么时候在海上吃一次，比
较比较？老爷子似乎没听见，自顾自地继续说下去。

老伙计们就感谢侄女，说太细心、太用心了，还自
己跑到市场去买海鲜拿到饭馆来吃。那是应该的，老爷
子说。俺们日照人没别的好处，就是朴实、热忱。你们
大老远来看我，我还不该好好招待你们吗？俺们是有分
工的，侄女负责买海鲜，侄女婿负责安排饭馆，那两个
孙子辈儿的，一个负责开车接送你们，一个负责陪你们
喝酒。还有大儿媳妇，我那俩儿子回不来陪你们，特地
让她从济南赶回来，刚下火车呢。于是我们这一班人夸
不过来了，都好，地方好、海鲜好、人好，老爷子在边
上得意地笑着。儿媳妇在边上悄悄说，听说你们要来，
老爷子可高兴了，特地跟俩儿子建了一个微信群商量怎
么接待你们。

看大家热闹多时，海鲜也吃得差不多了，老爷子开
始发话总结。你们来日照，得享受享受日照的物质食粮
和精神食粮啊。物质食粮就是日照的美食海鲜，精神食
粮嘛，除了公共的，比如说日照的风光、日照的气候，
还得有私房菜，精神的私房菜。大家听了都笑，说第一
次听说还有精神上的私房菜。老爷子说就是啊，是专门
为你们定制的私房菜。什么私房菜呢？你们几位，还有
我那个二小子，对了，我们家就他不靠谱，也不陪你们
回来看我。你们都在北京工作，那么我这个私房菜就
是：希望你们一定要讲奉献、守规矩，踏踏实实干工
作，不搞乌七八糟的东西，让我们老人放心，让你们家
的老人放心。

大家还等着，以为老爷子还没说完，他说就给你
们上这一道精神的海鲜。于是都鼓掌大笑，有的说
一道菜不够，有的说够了够了。老伴说一晚上就这
句靠谱。

灯下看大阪市地图，看着，看着，忽然噗嗤一声笑
出来——尽管除少量假名外，街道，河川，景点，标的
都是中文，却仍处处彰显出异邦之异。

离我下榻的酒店不远，有一处难波宫，稍稍向西，
又见难波别院。“难波”，这是两个小学生都识得的汉
字，但在汉语，互不粘连，至少，我没有发现过，到了
日本，却成了大阪的别称。综合《日本书纪》和《大阪
府年鉴》，上古，神武天皇由九州东迁，经濑户内海至大
阪湾登岸，因此地水深流急，波涌浪卷，故命名为“难
波”，又呼“浪速”“浪花”“浪华”，4词训读同音，俱
作“naniwa”（其中“浪速”又读作“namihaya”）。至
今，大阪仍设有浪速区，以浪花、浪华命名的店铺、剧
场、工艺品之类，也随处可见。

第一个把中文“难”和“波”嫁接在一起的日本
人，绝对是个天才。彼难彼波，彼难何其难以名状，
彼波何其波谲云诡！这就是为什么难波的名气，一直
大于浪速、浪花、浪华——后者基本源自中国，太白
太俗。

难波别院东南方向，有道顿堀。堀，在古汉语同
“窟”，即今人常说的洞穴。移居扶桑，摇身一变为沟
渠、河道。道和顿，自然也不出小学生的认知范围，但
仓颉创下的这两个符号，在汉语，各有各的构词对象，
如道德、道理、道路、道谢，如顿时、顿号、顿首、顿
脚，约定俗成，应用有则，似乎无关。到了东瀛，人家
就不管三七二十一，道和顿被强行捏合，成了人名。史

载，17世纪初，有个叫安井道顿的有钱人，联络一帮亲
朋好友，举私家之财力，开凿一条直通大海的运河，既
竣，遂以人为名，称作道顿堀。江户时代的围棋国手，

喜用“道×”为名，如道硕、道策、道悦。
在难波别院与道顿堀之间，有一地名心斋桥。记得

上世纪80年代，首次作半日游。未去之前，以为那是一
座桥，与道教有关，因为“心斋”二字，语出《庄子》，
是澄怀观道、心地空明之意。去了之后，方知是一条带
有弧形天棚的步行街，甚是繁华，热闹。瞅来瞅去，奇
怪，左右也不见道观、庵堂，也不见专门卖素食的店铺。

逛到后来才明白，此街名“心斋桥筋”。筋者，附在
肌腱或骨头上的韧带也。此处“心斋桥筋”的“筋”，显
然着眼于“附在肌腱或骨头上”的“附”，衍生出“附
近”“周边”。由是看来，这一带确实有座心斋桥。

游客到了心斋桥商业街，忙着购物，大包小包的往
回拎。我虽然空手而归，但亦自觉不虚此行——我收获
了庄子从2000年前送来的礼物：审美的空灵心境。

目光南移，见浪速区，区内有座今宫戎神社。这名
称也颇费解。戎，从戈，从十，“戈”为兵器，“十”为
甲骨文的“甲”，即铠甲。戎的本义，为古代兵器的总
称，引申为军队、军事，假借为“崇”，表示大，也泛指
古代西部民族。那么，东瀛今宫神社供奉的戎神，想必
名从本家，是位武神、战神了。错！你无论如何也想象
不到，人家供的竟是位财神。“戎”不持戈，持钓竿，铠
甲换为猎衣，猎的不是野兽，是日本人视为幸运象征的
大头鱼。

戎神与兵戎、戎马的差异，就在于“橘生淮南则为
橘，生于淮北则为枳”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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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 时 知 道 武
汉，是因为武汉长
江大桥，那是苏联
援建的项目，名气
大得很。但真正到
武汉，是 13 岁那
年，随调往贵州工
作的父亲迁徙，从
故乡内蒙古的科尔
沁草原出山海关，
过北京，再经石家
庄、郑州，一路往
南。快到武汉时，我
激动异常，早早占
定靠窗口的位置，
不为别的，只为了
看看长江和大桥。

车轮滚动，桥
在我身下震颤。龟山、蛇山一团迷蒙，长江上的轮船与明
灭的渔火让一个北方少年升腾起莫名的惆怅，“轰隆隆”
的车轮声中，长江留驻在我少年的梦幻里。人生的岁月
一如飞奔的车轮，转眼间我已年逾花甲，数十年中长江已
走过多次，唯1964年冬日的第一次印象鲜明。

说后来与长江的无数次亲近，确实如此。譬如
1978 年初夏，我告别云南军旅生涯时曾乘江轮从重庆
到武汉，三天三夜的航行，看三峡的奇山异峰，兵书宝
剑巫山神女，雨里雾里引人遐思，这都没什么，唯独船
到武汉时，江面上浮动着若干黑脊背、小潜艇般在水面
上追逐撒欢的动物，有人高叫道：“江猪，快看江猪！”
大家拥到甲板上，看那些长江精灵们快活地嬉戏，我粗
略数了一下，有上百只之多。后来才知道“江猪”就是
白鳍豚，这样庞大的江猪群被我看见，而且它们采取的
是列阵欢迎的高姿态，我的长江缘真的很深。

再譬如看到江猪后的 24年，即 2002年的深秋，三
峡大坝即将合龙前夕，我与一批作家重走三峡，经由巫
山、奉节沿江而下，途中专门到长江一处名为“小三
峡”的支流捡石头，那一个下午阳光灿烂，有猴群沿江
岸攀援，啸叫一如古时，让人宛回唐代。事后写得一首

《三峡石》的小诗：

你等待了我四亿年
只为目光相遇的一瞬
拾起你的时候
我拾起了三峡的年轮

不，层层叠叠的沉重
以及深入骨髓的擦痕
都提醒我注意你的身份
你是大江之魂

捧住 端详 聆听
江声雨声风声猿声
齐齐向这枚三峡石的内心
一丝丝地渗透浸润

也许你更愿意躺在三峡
躺在175米深的水下
与鱼儿和水草们谈天
和横行的小蟹们说地

我把你变成一位“移民”
从三峡移向我的书桌
只为听听你的故事
屈原、李白、王昭君……
这块三峡石呈草绿色，一层层的细密纹路，摸上去

如鱼之鳞、松之皮，回京后我为它配一红木底座，置于
案头，目光流及此石，便有江涛隐起，端的是一枚好石
——现在它的同伴们俱已沉入175米深的水底，烟波浩
渺不可寻了。

江猪可观赏，江石可把玩，但与武汉的缘分还不止
于此。武汉是一座个性鲜明的城市，在“荆风楚韵”中
再走一遭，感受又大不相同。

首先是，东湖有了一百多公里的绿茵道，而且意外
得知著名的东湖其实是 11座湖泊的总称，这让曾经住
过“东湖宾馆”的我十分意外。东湖的水上帆船活动已
经为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筹备就绪，港湾深深，水波
不兴，相信今年10月这里将是一番龙腾虎跃。

说到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是武汉人特别重视的
一项重要活动，运动场馆在加紧建造，运动员住宅正拔
地而起，据说有上万名世界各国的军人运动员参赛，这
让曾为军人的我十分开心。大武汉承办大赛事，接手大
项目，产生大动静，应该是毫无疑问的事了。所以我即
兴得到一首小诗：“劲旅健儿聚江夏，摘星揽月各有
法。运动天生属军旅，笑看金牌落谁家？”

告别武汉时，在候机楼内我看到了那只快乐的吉祥
物“兵兵”向我们招手。我原以为它是扬子鳄的原型，
后来询问武汉的朋友才知道这是有“水中大熊猫”和

“水中活化石”之称的中华鲟，它阳光自信的笑容，
它那张开双臂迈步向前的造型，象征着进入新时代的
中国愿以更加开放包容、热情好客的姿态共享友谊、
同祝和平。“兵兵”让我想起了40年前在武汉江面上相
逢的那群白鳍豚。40 年岁月过去了，武汉变得更大、
更美、更加自信和坦荡。所以，在告别武汉的时候，我
向“兵兵”招招手，它也仿佛开心地告诉我：“欢迎再
来大武汉”。

我们老家的豌豆黄，和老北京的不一样，饶是外地
人想破脑袋，恐怕也想象不出其为何物。京都的豌豆黄
呈块状，浅黄色，是将白豌豆煮烂过筛成糊，加白糖桂
花凝固后切成的小方块，入口即化，甚是清凉甜香。

美食像一个传说，聪慧的厨人都会在既有内容上添
枝加叶，也追加着个人的味蕾体验。我要说的豌豆黄，
其实就是一次二度创作。当北京的美食流传到家乡，
遇见干干净净的白面，犹如好庄稼遇着好天气，这叫一
个美满。人们把豌豆和白面合为一体，做成圆月状，蒸熟出
笼，外皮软而微韧，内瓤沙甜爽口，这圆饼就是豌豆黄。

豌豆黄，沙沙甜。旧时，每逢大集，就有人挎着箢
篼，转悠着叫卖：“豌豆——黄啊～～”叫卖如唱民歌，
喊“豆”的时候，底气足，拉长调，到最后，声音打
颤，有一些美声的味道了。也有摆在茅墩子里卖的，其
上以笼布覆之。摆法也很讲究。出笼的豌豆黄，放凉，
底对底两个一对，一圈一圈地往茅墩子里搁，摆得工整

而又圆满。
孩子们都喜欢豌豆黄。旧时，卖家用手工粗制草纸

裹好，然后扯一根大红棉线，往里缠，向外绕，缠出一
个十字花，系紧，就是包装了。若买得少，豌豆黄分而
食之，每个人都甜甜嘴。面皮软如温玉，细细地嚼，那
纯朴的乡野味道，那不动声色的香和鲜甜，就会抚慰你
的舌床。最妙的是内馅，入口化渣，甜软滋润，细腻香
纯，咀嚼之间，牙髓腔里似乎也塞满了甜粒粒。面皮的
韧劲儿和内馅的甜味儿，一齐入口，反复交错，口感层
次甚是丰富。

豌豆黄四季可食，以安丘县城西关的食品最为有
名，主要食材为白豌豆、红糖、精面粉。其选料之精
细、做工之考究，丝毫不逊色于皇城的御膳上品。

上好的豌豆，嫩时如碧珠，及至成熟，颗颗为白
玉，其上浮着一层清亮光泽，有一种来自土地的沉稳之
姿与质朴之美。把白豌豆洗净，晒干，用石碾粉碎成豌
豆碎儿，去皮，置于竹筛上，滤去细面。煮豌豆碎儿是
耐心活儿，煮的关键在于火候，水沸后转文火，要守在
锅边，不停地用勺子搅动，既去除水分，又防止糊锅，
直至煮烂出沙。制馅是高潮，将熬好的豌豆碎儿放入锅
内，加入红糖拌匀，文火慢熬，其间不断搅拌，加热就
是送温暖，搅拌犹如好言相劝，如此一番耳鬓厮磨，把
糖的心都融化了，融入豆的沙。调馅，玫瑰酱必不可
少，一是为美食增一抹艳色，添一些香味，二是它有疏
肝醒脾之功效，深受糕点行业欢迎。豆沙放凉，加入玫
瑰酱，搓匀，内馅即成。

擀面皮并不难，和面颇费工夫。和面要用温水，加
入面粉、老面，揉成面团，在瓷盆里醒上一段时间之
后，继续揉面。再将面团揉成长条，直至软硬合度，分
成大小均匀的剂子。若是母子二人包豌豆黄，一人擀面
皮，一人包馅料，面皮展开又合拢，那种动作的接续，
别有一种味道。

县城西关王家的豌豆黄，包好之后，拍成圆饼，和
如今的啤酒杯口一般大小，厚薄不及小指粗，更为奇妙
的是底部收口处的面皮与上层表面一样厚薄，全然不见
捏合的痕迹。这样的豌豆黄，纵然放置多日，内馅不结
块，外皮不爆裂，吃起来依然细腻化渣，口感舒适清
爽，如今已成绝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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