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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话

拈酸吃醋胃口开
——读《酸食志》

夏日苦热，胃口难开。当此时，若来一
碟酸枣、几粒糖蒜，实在是，再没有比它们
更爽口的了。因为饮食上的这项偏爱，得
知有书叫《酸食志》，
我就有了点兴趣。
看见副标题，名为“解构中国人的酸
食 DNA”，我心里咯噔，
“ 解构”这类词总
让我望而生畏，高冷有余而亲近不够，偏
偏饮食是最平常的生活，难道，这是本科
普 书 ？ 再 看 目 录 ，分 为“ 酸 之 味 ”
“酸之
域”
“ 酸之谱”，原来是从历史渊源、地域
习俗和饮食要领三个部分撰述酸食的美
食随笔，这不错，小书不累，正恰夏时消
闲，洗我昏沉脑袋。
我只爱吃酸，并不知晓“万年之酸”的
悠久历史。居然，在尚无盐的时候，人类就
懂得了以酸调味，作者引述《尚书》
《说文解
字》
《齐民要术》等记载，漫话“酸”史，酱、
醢、
酢、
酿、
醋、
醴……这些以“酉”为偏旁的
构字，
瞧着，
似乎就让人泛出口水。
我对作者并无半分了解，
“ 要云”显然
是个笔名，只从文章推断，作者应系文人，
极爱旅行与美食。该书所涉地域广泛，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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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青新

北三省、
云贵高原、
湘南湖北、
四川重庆、
山
西镇江、
桂林柳州，
等等。
有这么一路美食家，比如袁枚，是不下
厨的，然而天生一副好舌头，兼活跃的文
思，能把美食写得生动，令人垂涎。本书作
者要云也是个中解人，食在路上，食在笔
下，尝遍大江南北，然后把舌尖余味缭绕化
作文字，
邀人共品，
尽得其乐。
大多数人食酸，大约就单知道酸不酸，
并不能辨别各种酸的细微之处。我读了这
本书，涨了点见识，舌头仿佛也功力猛进
了。据说，北方之酸，首推醋酸。难怪北方
人有饺子情结，吃饺子蘸醋，是定规。川人
吃酸，吃的是辣酸，摄入量最大的，莫过于
泡菜。最有名的就是老坛酸菜。我总以为
山西人最爱吃酸，作者说这是误解，最能吃
酸的，是贵州人。镇远红酸汤、
都匀槽辣酸
火锅、兴义酸笋鱼……贵州的酸，酸得透
彻，酸得深入人心，歌谣为证，
“ 三天不吃
酸，走路打蹿蹿”。而我也头一回知道，原
来云南人也是那么爱吃酸的呀。
醋酸、糟酸、泡酸、酸汤，这些酸食倒
也常见，无非就是把些常见的食材以各
种酸法制作。不过，作者提及傣族的酸
芭蕉心 、白族的酸木瓜 、布朗族的酸茶 、
龙陵的蚂蚁酸、版纳的青芒果酸，我只听
名字就觉得食指大动。作者说道，贵州
是酸汤当头，煮食为先，广西的酸食普及
虽次于贵州却胜在丰富多彩，作者盛赞
柳州酸，酸在妙不可言的零食坛子，夹出
绿色黄瓜 、分红萝卜皮 、白色莲藕 、淡黄
嫩姜，女孩子们鲜有不爱的，这些文字满
是鲜灵的人间烟火，宜州瑶豆腐，贺州牛
肠酸，我也想去桂林吃米粉了。
中国各地吃酸风俗各异，亦有相通，
这些吃食因何而起，且流传久远呢？作
者认为这是因“穷”所至，中国人口众多
而粮食有限，只能以酸调味，以酸存食，
久而久之就成了习惯，就算现在脱离了
窘境，作为一方食俗仍留存于世。这是
我们中国人的饮食智慧。

古书消夏

看过一篇《草木消夏》的文章，喜欢这
几个字，喜欢这种在草木间清凉渐生的悠
然意境。可是，不是所有人都有时间有条
件与故乡的草木每每亲密接触；世事繁杂，
也不是每次与草木相遇刚好心中无事。到
草木中消夏往往成为难得的机缘。
我爱流汗，在夏天，每每在烈日下奔走
汗流浃背，而内心也感到粘腻腌臜时，就向
往着回家的轻松时光。在家，可以极随意
地穿简单松软的衣物，向书架上随意浏览
那些熟悉的书目，还记得每次买书时的时
光与情形。心便寻常了许多，也纯净了许
多。手指在书脊上划过，每每就落在那些
通俗的、似乎并不高大上的《三言》
《二拍》
《阅微》之上。
这些书，写得再怎么炉火纯青，终究是
消遣、
打发时间类的。就像小茶点，并不能
当粮食，用来长身体。但在夏日，每每终是
把大段大段的时光，用在这些未必真实、
并
不科学的鬼故事、
报应故事上。
小时候在夏天，夏夜漫长，总喜欢安安
静静一旁听村人说鬼故事。古代当今，外
地本县，鬼故事其实是讲人，善恶，祸福，凶
险与幸运，说的都是人，也是人心的真相与
人生的教训。直觉得毛孔收紧，遍体清凉，
而内心愈加诚笃。
说来也巧，很多人看恐怖片也常常喜
欢在夏天。看着看着，仿佛幽冷之气或森
凉之水，自足底渐渐涌出、弥漫，继而一寸
寸涨过胸口。看恐怖片的人，是不是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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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渤宁

过听鬼故事纳凉的童年呢？
《三 言》里 有 一 篇《杨 思 温 燕 山 逢 故
人》：宋人失国，生离死别；为夫守节殒命，
项缠罗帕，郑义娘九泉之下，念念不忘故
人。开篇那段场景描写及人物的空落茫然
感，把亡国之痛与苟活之悲表现得有如身
临其境，使人顿感秋风瑟瑟，或是严冬天地
大寒。我每每读之，恨不能代宋人嚎啕恸
哭一场！至于其他许多篇目，看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我很踏实、
欣慰，
心静自然凉。
纪昀才高，一则则鬼故事写得洒脱摇
曳、
左右逢源。世上哪来那么多诡谲怪事，
又怎么偏偏让他老人家亲历 、听说或旁
证？明明知道他不过是如我是闻、姑妄言
之，这边我且当真认真、
姑妄听之。总不过
是漫漫长夏，溽热烦苦，以此度夏。纪昀曾
写一个人记得前身为猪，
“ 时见刀俎在左，
汤镬在右，不知著我身时，作何痛楚，辄簌
簌战栗不止。”那一段猪自见被屠宰的文
字，便写得惊心动魄，寒气逼人，令人不忍
卒读。
夏日，以其时长、
难熬，故而古来有“消
夏”一说。纪昀的《阅微》，其实就是“滦阳
消夏录”之类的合编。他的鬼故事，就是用
来“消夏”的。不然，夏日枯坐，这次第，怎
生一个难捱难熬了得！
古书消夏，凉意是从心底生起的。这
时候，万丈红尘不过是昙花泡影。这时候，
偶然掠过一丝穿堂风，那清凉不啻于东坡
夜泛赤壁。

风居住的街道，其实还是人居住
的街道。只不过，在这条街上，有些
人，
像风，
停留一段时间，
就走了。
《风居住的街道》，其实是一首轻
音乐的名字。它是日本钢琴女作家叽
村由纪子 2003 年与日本著名二胡演奏
家坂下正夫合作的经典曲目。曲中，
钢琴那淡淡的薄愁与二胡浓郁的忧伤
像两只蝴蝶，相互追逐、交织、缠绕，但
最终，
你还是你，
我还是我。
钢琴与二胡协奏，这本来就很鲜
见，似乎不搭。所以有人听到此曲时，
会想到曾经的恋人，彼此在一起饱尝
过爱情的凄美，然最终却没有在一起，
其中一个人，像风一样离开了。而另
一个人，则像街道一样，默默地，守候
着记忆，
甚至，
期待风会再来……
然而，爱情，只不过是人生中的一
瞬。对于一个经历相对丰富一些的中
年人来说，更多的忧伤，则来自于彼此
生命版图上的离别或追随。
前些日子，遇到了不顺心的事，朋
友 圈 里 写 了 几 句 话 ，是 不 期 待 安 慰
的。但很快，几乎从不发圈的颂微信
留言问道：
“怎么啦？丫头？要保重身
体呀。”突然，那点儿气就软了，化了，
让人想哭。都多大岁数了，还叫我丫
头。可是，丫头却再也回不到过去的
那段岁月中。
我人生的第一份工作，在颂的家
乡小城。人生地不熟，颂是我唯一的
朋友。不开心时，我会穿越几条街去
找她，但她也不开导我，只会做饭。理
由是，道理你懂的，不需要我说，吃饱
饭好好想。让我又气又爱。
后来，
我要离开那里了，
她送我，
还
陪我在火车站附近住了一宿。火车的
汽笛声不时地响起，
我睡不着，
看看她，
却呼噜呼噜，
像头没心没肺的小猪。

游记

有年，她跟随单位来杭州旅游，抵
达西湖时，发短信让我去见她。可是，
等我跑到曲院风荷时，她却已在苏堤
南端的苏轼像那里，准备离开了。后
来，有了孩子，她又尝试几次来杭州，
但都未成行。我安慰她，有空我回去
找你。然而，因各种情况，我们至今终
未见成。但彼此都理解，
都懂得……
颂这样的好友，于我来说，是唯一
的一个。她像一条街道，留在我们居
住过的地方，而我则像一阵风，却是再
也回不去了。
那一年，因我有了女儿，没在杭
州。而也正是在这一年，
先生帮公司组
建工厂，
搬家到了一个城中村。四个月
时，
因想念女儿，
便把我们接了来。
深夜，当我抱着女儿走过狭窄的
街道，穿过仄逼的过道去往房间时，心
里很是抵触。但是后来，我发现这里
的人都很努力，
也都很善良。
街道对过租住着一位笑眯眯的胖
阿姨，胖得我们都叫她老板娘。她在
此开着一个巴掌大的小店，卖些烟酒
糖果支应生活，感觉一天也赚不了几
个钱，然而，她看见我女儿，抑或别的
小孩儿，总要免费给一包小馒头，然后
抱一抱。
后来有一天，我路过那里，禁不住
又拐进去看了看，老板娘和她的小店
均已不见，曾经的那些小孩子和他们
的爸爸妈妈，也不见了。好多的人，都
像一阵风一样，
离开了那条街道。
风是一阵一阵的，人也是。你以
为的天长地久，说不定哪天就已随风
而逝，空留一条街道让你缅怀。所以，
每次听到《风居住的街道》时，总会在
忧伤中被触动，想着要努力生活，努力
珍惜身边的人，珍惜，构成自己世界的
每一部分。

腾冲之美

1639 年，著名旅行学家徐霞客开
始了他人生最后一次旅行，他历尽千
难万险，涉怒江，翻高黎贡山，来到了
滇西一个名为“腾越州”的地方。在这
里，他亲身感受了火山、热海奇观，赞
叹不已，
将腾冲命名为“极边第一城”。
当我在炎炎夏日，飞抵极边小城
时，顿时凉风习习。农田无边，鹭鸶起
舞，碧草芳菲，仿佛到达了与世无争的
世外桃源。
腾冲之美在于悠久的历史。腾冲
在西汉时称滇越，东汉属永昌郡，由于
地理位置重要，历代都曾派重兵把守，
明代还建造了石头城。腾冲这个原本
山高路远的偏远之地，却因玉石贸易
而发展成为滇西商业重镇，商贾云集，
人文荟萃，并有“金腾冲，银思茅，琥珀
牌坊玉石桥”之说。如果翻开历史的
书页，你会听到边陲古道上清脆的马
铃声，一代又一代的腾冲男儿，走上了
漫漫旅程，记录着中、缅、印的商贸历
史。他们将货物驮在马背上，与家人
挥泪告别，
从此远隔天涯。
腾冲之美在于奇妙的地质。在这
里有中国最密集的火山群和地热温
泉。当年读到“好个腾越州，十山九无
头”总是不解。到了腾冲，亲眼看到
了，才懂得这里的山多为火山，火山喷
发后形成了“无头”的奇观。当我们走
入热海地质公园时，更被那热浪滚滚
的瀑布所震撼。数不清的泉眼在汩汩
如珍珠溅玉，热箭四射的蛤蟆嘴，怀胎

□ 桑飞月

□ 刘云燕

奇井，美女仙池，更有壮观的热海大滚
锅，你拿着一串鸡蛋，轻轻松松只需要
几 分 钟 ，就 可 以 煮 出 香 喷 喷 的 鸡 蛋
来。火山与热海，就是如此依存着。
热浪滚滚，
波涛汹涌，
万年不歇。
腾冲之美在于建筑。你无法想像，
在如此偏远的西南小镇，
竟然有如此美
丽的中原建筑，
这里是著名的侨乡。当
年，那些远行经商的人，不断地将财富
运回国内，
盖起了漂亮的房子。那一座
座明清时期的石城，古院落，细腻精美
的石雕、木雕，三房一照壁，四合五天
井，走马转角楼的建筑风格，都让人心
生一喜。这里还有全国规模最大的乡
村图书馆，
文化气息可见一斑。
腾冲之美还在于美丽的风景。
这里不仅气候宜人，大山的怀抱里，
还有一片漂亮的草海。鲜花盛开，竹
筏悠悠，野鸭啾啾，清澈的水流下，草
根盘结，形成了厚度近一米的草甸，
人们甚至可以在草甸上跳来跳去。
当你徜徉其中，碧野蓝天，水波草海，
草儿的清香扑鼻，让人迷醉而不知何
处了。
《腾 冲 等 你 来》此 时 美 美 地 唱
起：
“ 等着你，等着你，我在高黎山下
等着你；这里的山花日日为你开放；
等着你，等着你，我在热海边上等着
你，这里的泉水夜夜为你歌唱。”
在 腾 冲 ，你 的 脚 步 瞬 间 就 会 放
慢。腾冲，原来需要慢慢地品。它就
像个深藏的娴静女子般，清新脱俗，越
品就越有滋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