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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在收拾阳台时，准备给一台老式
人工操作的“蝴蝶”牌缝纫机挪挪位置。看它
身蒙灰褐色的布，悄无声息躺在墙边，犹如
远离芬芳花丛、隐遁在枯萎的枝藤下栖歇的
蝴蝶；又像终日辛劳的老人，拖着疲惫的身
子，正沉沉地酣睡。我竟不忍心动它，怕打扰
它难得的睡眠，怕惊醒它甜美的梦。

上世纪七十年代农村，人们的穿着简
单、朴素，男人基本上都是穿中山装，女人穿
的是大翻领轻便装，颜色不是青色就是灰
色，看上去老气又缺乏生气。每个庄上都有
几户有缝纫机并会做衣服的人家。那时候是
计划经济，做衣服的布凭布票供应。有缝纫
机的人家除做自家人的衣服外，还帮亲戚、
朋友、邻居做衣服，但从不收工钱。做衣服的
人家过意不去，不是送点鸡蛋、自家长的瓜
菜，就是家里煮鱼、烧肉做好吃时装一碗端
一盘过去，答谢人情。有缝纫机的人家在村

里很有人缘，地里收庄稼了，常有人主动跑过去帮忙，出门
遇见人，不是被人“大婶好、大奶好”热情地叫着，就是关切
地问“早饭吃了吗，没吃到我家吃。”“天热吧，到我家歇歇喝
口茶。”体面风光得让人从心眼里羡慕。

那时候，年轻人结婚讲究“三转一响”。三转是永久或凤
凰牌自行车、蝴蝶或蜜蜂牌缝纫机、钟山或海鸥牌手表，一
响就是红灯或燕舞牌收音机。我结婚时，只有钟山表、蝴蝶
牌缝纫机和红星收音机两转一响，蝴蝶牌缝纫机还是妻子
娘家的嫁妆。妻子在娘家就会缝缝补补，有了自己的缝纫机
后，如虎添翼，常向老裁缝请教，自己又买了有关裁剪方面
的书自学，一般缝制活儿都能做。妻子年轻时，家里的缝纫
机就没闲过，每天早早晚晚，都听到缝纫机清脆悦耳的“嗒
嗒”声，看到“蝴蝶”在她身边翩翩起舞。印象中，妻子缝纫机
用得最多的是做小孩衣服、制成人睡衣，或是打鞋垫、缝尿
布、做被套床单等。年纪大了，条件好了，缝纫机用得也少
了，但小孙子们尿布都是她亲手缝制的，家里人怕她辛苦，
不让她做，她坚持说：“缝纫机和旧被单都现成的，陈布制作
的尿布环保，不伤宝宝屁股。”家里换了家具，床变宽大了，
原来的铺垫被子嫌小了，被套都是她用旧床单改缝的。每当
看到她不慌不忙地坐在缝纫机边，我就兴致勃勃地站在一
旁看着，就像欣赏蝴蝶恋花那样专注。只见她熟练地将精细
的缝纫线从微小的针孔里穿过后，麻利地将一块块裁剪的
布理顺铺入针尖下，左手扳一下转轮，随即双脚上下踩动缝
纫机踏板，自下而上的皮带拉动转轮，“嗒嗒嗒……”缝纫机
针线飞速上下穿梭，如同忙碌的蝴蝶忽上忽下穿越在花丛
中。眨眼间，零碎的布块变成整体连片的布面，散乱的条纹、
缺角少瓣的花朵变成有形的美丽图案，婴儿短衫、短裤、鞋
垫、枕巾、被套、睡衣，像变魔术似的不时从“蝴蝶”身上飘
下。我由衷感叹起“蝴蝶”的神奇本领、妻子的高超技艺。

现时代，经济条件好了，人们腰包鼓起来了，没有人再
买缝纫机在家做衣服了，想买什么衣服都到商场任意选，或
在网上买好坐在家里等人送。缝纫机“退休”歇歇了，过去的
缝纫生活已成念想，但妻子把她的缝纫机还当个宝，专门安
排在光线好、阳光足的阳台的南侧。冬天，清晨第一缕阳光
洒在缝纫机上，柔柔的、光灿灿的，满是温馨、惬意。我曾和
妻子商议将缝纫机挪个位置，放我电脑桌。可妻子说，缝纫
机也辛苦一辈子了，没有功劳有苦劳，就让它享受享受暖阳
带来的美好吧。最后妻子同意，缝纫机仍放原处，将机头放
倒，变成桌子，让我看看书、写写稿。

缝纫机、钟山表都已成了老物件。缝纫机还能启动，但
已拼接不了往事中美好记忆的碎片；钟表再定格，也留不住
日后无情飞逝的时光。

人到晚年，容易伤感，也易怀旧，常念想童年的稚嫩、少
年的天真，有时候因为一个物件，有时候因为一首歌。“等到
秋风起，秋叶落成堆，能陪你一起枯萎也无悔。”触景生情，
我想起了庞龙演唱的《两只蝴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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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公堤位于长江口以北，沿南黄海，自启东途经如东、
海安、东台、大丰、盐城、建湖、阜宁等地，迤逦 600 多年里。
范公堤曾是苏中苏北沿海地区的海防屏障，起到“束内水不
致伤盐，隔外潮不致伤稼”的作用。

北宋天禧五年(1022 年)，范仲淹被朝廷调往泰州海陵
西溪镇（即今东台西溪)任盐仓监，负责监督淮盐贮运转销。
目睹盐场亭灶失去屏障，屡受海涛威胁的惨状，范仲淹上书
淮南制置发运副使张纶，建议“移堰稍近西溪，以避海潮冲
激，仍叠石以固其外，延袤迤逦，各坡形不与水争，再修捍海
堤”，张纶力排众议，采纳范仲淹的建议，奏请朝廷批准，并
任命范仲淹为兴化知县，全面负责修筑捍海堰。因为旧海堤
长期被海潮冲刷，早已湮没，需重新测定新海堤线路。相传
范仲淹在老渔民的指点下，发动沿海百姓，趁大潮汛期，将
稻糠倒在海滩上，海潮上涨时，稻糠随潮水涌至岸边，退潮
后在岸边形成一条稻糠线，范仲淹据此令民夫沿线打桩，定
下了新堤线路。堤址选定后，天圣二年（1024），范仲淹征集
民夫 4 万余人兴筑海堰，时值隆冬，天气骤变，风雨交加，潮
水猛涨，大部分堤基被洪水冲走，民夫纷纷溃散，未及时撤
离的 100 多人不幸遇难。一时流言四起，认为堤不可修。宋

仁宗决定暂行停工，并派两淮都转运使胡令仪前来察看。胡
令仪赞同范仲淹修堤主张，上书仁宗皇帝，建议继续施工，
未果。

天圣四年(1026），范仲淹因母丧离任回乡守制，留书张
纶，建议续筑海堤，恢复海堤之利，造福百姓。张纶和胡令仪
再次上疏朝廷，终于获准。天圣五年（1027 年）秋，朝廷任命
张纶兼任泰州知州督率兵夫重新修筑，第二年春完工，前后
历时四载，终将捍海堰修成。堰成后苏中、苏北的老百姓受
益显著，“来洪水不得伤害盐业，挡潮水不得伤害庄稼”。因
此，外出逃荒的 2000 余民户回归家乡，百姓得以安其生，
农灶两受其利。后来老百姓为主持完成捍海堰工程的张纶
立了生祠，但人们始终没有忘记首倡和实际促成者范仲淹，
故将此海堤称为范公堤。明嘉靖七年（1528 年），海安在西
寺为其建范文正公祠。

范公堤，是几代人奋斗的成果，他们的精神可歌可泣，
尤其值得钦佩的是他们尊重前贤、不重名利的行为。范仲淹
在选址时，继续沿用李承所修建的旧址择潮而建，体现了创
业不必从我开始的一种豁达和风范。在他回家居丧离任时
致信张纶交接堤务，有着“只望功成、不必在我”的心胸。而

张纶慨然接手、勇于负责的态度，胡令仪刚直不阿、无私支
持的精神，其以民利为先、天下为度的胸怀和气度，无不感
人至深，可敬可佩。

范公堤本是用于挡潮防洪，但却为苏中、苏北大规模围
海造田首开先河。清末状元张謇，在范公堤外的射阳等地实
施围海工程，造良田数百万亩并成立实业公司，种植棉花、
水稻、玉米等农作物，开发开垦滩涂，造福百姓。对苏中苏北
人而言，范公堤是一个值得骄傲的历史物证。如今，经过一
次次围垦，海水东进，范公堤原有的防潮功能已经不复存
在，但它的名字在当地的人心中却已经根深蒂固，成为苏中
苏北人的一笔永远的历史文化遗产，化成了一种精神。随着
苏中苏北经济的腾飞，随着江苏沿海大开发的打造，范公堤
越来越彰显它的历史价值和文化品位。

范公堤不但防止海水侵蚀盐田，也保护了滩涂，保护了
成陆的盐阜平原，它是当时海岸线的人工标志。随着海岸东
迁，古老的范公堤距海渐远，到了明清两代，堤东逐渐淤积
成平陆百余里，但是范公堤仍然起到了“束内水，隔外潮”的
作用。后来，堤东已成为万顷良田，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
年）修筑通榆公路(204 国道前身)时，公路的中段从东台富
安到射阳河南岸全部利用范公堤为路基。20 世纪 60 年代
由范公堤改建成 204 国道。随着公路交通的迅猛发展，204
国道迁址拓宽，不少地段已离开了古范公堤，只有草堰镇境
内仍保存有范公堤残段。人思范公，水远堤长。如今，老一辈
的人依然会说这条路叫范公堤，提到范公堤，依然一往情
深。不朽的范公堤是范公等人用智慧与人格修筑的一道人
心大堤，也是范公留给后人的最好礼物。

不朽的范公堤
谷将

几十年前，娘从乡下搬到县城住。临行
前，她千叮咛万嘱咐：“别把我家的纺纱车
磕着碰着啊!”

我们姐弟三个遵照母命小心翼翼地把
纺纱车搬进城里。到家后，娘将纺纱车放在
床头上，双眸中闪动着惬意的光亮，像怜恤
怀中婴儿一样，轻轻地拂去摇把上、支轮
上、脚架上的浮尘，支上“锭杆子”，右手转
动摇把，左手有节奏地一拉一收，缓缓地做
着纺线的动作。“吱悠悠，吱悠悠”那熟悉且
久违的声音，如同儿时的歌谣，唤起了我们
童年快乐而又苦涩的记忆……

这架纺纱车是作为娘的嫁妆来到我家
的。娘从小聪明伶俐，纺线、织布、做衣样样
精通。会做木工活的姥爷见自家闺女纺得
一手好线，便挑选上等木料，精雕细刻做了
一架纺纱车，待到娘出嫁时，系上缎带红花
的纺纱车陪娘上了花轿。

娘嫁到我家前，由于奶奶走得早，爷爷
拉扯着孩子过日子，吃喝倒没什么问题，就
是穿的盖的没人打理。娘过门后，立即支起
纺纱车，纺线织布，不下几个月，家人屋里
盖的、身上穿的便“旧貌换新颜”了。

20 世纪 50 年代，作为长子长孙的我出生了，娘将万
千宠爱凝聚在对我的衣着打扮上。她将棉线染上红、黄、
绿、蓝的颜色，织出色泽鲜艳的花布，给我缝制各式各样
的童装。更为有趣的是，姐姐给我留了个后毛（即后辫子，
寓意长命）。那时只要我穿着新衣服，晃悠着小辫子出门，
街坊的婶子大娘都夸我长得俊俏，夸娘的针线功夫了得。

1961 年七八月间，海水倒灌冲毁了老家的田地和家
园，许多家庭陷入饥荒。那时，我家的纺纱车仿佛通了灵
性，知道我们一家人口多，劳力少，日子过得异常艰难，便
抖擞起精神，任劳任怨地转动，像春蚕一样奉献出连绵不
断的丝线。娘把这些线拿到集市上卖了，买回粮食、火柴、
煤油、食盐等生活必需品，供一家人活命度荒。那时娘和
大姐为省点灯油钱，常常摸黑纺线。纺纱车似乎明白主人
的心思，在黝黝黑夜中，竟轴不晃，轮不偏，锭杆子缠线不
歪不斜，体力透支地负重前行。一天凌晨，我从睡梦中醒
来，朦朦胧胧看到娘一边抚摸着纺纱车，一边给纺纱车搭
点煤油，双眼湿润，嘴里念叨着什么。我虽没有听清娘说
的话，但看得出来娘对昼夜劳作、累弯脊背却依然无怨无
悔的纺纱车是充满深深感激的。

到了 1962 年夏天，灾荒还没退去，我早已过了上学
的年龄，但由于交不起 3 毛 8 分钱的课本费，迟迟不能入
学。我的心思，娘早就挂在了心头。一天傍晚，我放羊回
家，娘掏出 4 毛钱塞到我手里：“孩子，明天上学去吧。”我
双手捧着钱，望着娘疲倦的面容，两行热泪喷涌而下。后
来我才知道，娘是搬着纺纱车给村子里一位大娘纺了一
天一夜的线，才挣回我上学的钱。

岁月如水，淘尽多少往事。可 70 年过去了，娘盘坐在
纺纱车前纺线的身影还时常浮现在我的眼前，纺纱车那

“吱悠悠”的童谣，也不时地穿越时空，萦绕在我的耳边。

纺
纱
车
那
﹃
吱
悠
悠
﹄

江
正

前几天，朋友从陈洋捎来一小袋脆薄饼，有朝牌饼形，没
有朝牌饼大，但比朝牌饼厚，还没打开袋子，饼香便急不可耐
地钻了出来，直窜鼻孔，唤醒味蕾，黄澄澄的令人垂涎，口中
品尝，遥想当年。

射阳是一个沿海移民县份，涌入大量的垦荒民众。移民
们不仅带来当地先进的种植技术，而且还把饮食文化传承到
鹤乡，各种面食、点心和小吃很丰富，就像滩涂以大海的胸怀
接纳了多姿多彩的饮食文化。无论走在街道的哪个角落，都
可看到很多做面食的店铺，打老远就闻到多种饼香味，只要
开门生火营业，从来不愁生意。当地人们习惯了将朝牌饼在
早上当早点，晚上就稀饭，同时它质地较干，便于携带，正常
放个三五天不馊不坏。

近读白居易《寄胡饼与杨万州》的诗：“胡麻饼样学京都，
面脆油香新出炉。寄与饥馋杨大使，尝看得似辅兴无。”从诗
中可见白杨之间的深情厚谊，也说明了唐朝的面食品已经很
丰富了，我很难想象出那个年代没有快递怎么寄饼，待收到
饼时会不会捂成了酱饼，当然我的担心一定是多余的了。白
居易描写的胡饼应该类似于今天的烧饼，朝牌饼应该属于烧
饼创新的品种。

古往今来，朝牌饼有两种形态，一种把做好的长条面坯
斜刀切成像扑克牌的方块状；一种是切成长方形，像古代上
朝时手持的笏板，又称“朝牌”，得其名是不是与此有关没有
史料记载，但要佩服人们的想象力。既然是从烧饼延伸出来
的，还真的沾上点皇帝的光呢。相传 1357 年，朱元璋避难来
到徽州一农家，饥饿难当，这家主人便拿出平日爱吃的烧饼

给朱元璋充饥，吃的他是满口生香，大为赞赏。次年称帝时，
没忘这农户的救命之恩，册封为救驾烧饼。清朝乾隆皇帝第
一次下江南时，由清代“两淮八大总商”之首的徽州人江春张
罗接待。第一道茶品是由江春的徽州班底家厨团队设计开发
的烧饼，其外层酥脆，内滋润鲜香，嚼之异香可口，令舟马劳
顿的乾隆顿感身心舒畅，精神倍增，并欣然御赐名“皇印烧
饼”予以褒赏。宋代赵长卿，也对这种饼青睐有加：“重唤烧香
饼，著意炼龙涎。”朝牌饼带着炕焙特有的饼香，虽不是“皇印
烧饼”，但也是流传数百年的地方特产。

朝牌饼，它正面澄黄，外焦内软，面香浓郁，和其他饼的
传统制作方法一样，前一天晚上用小麦粉加入老酵面和面发
酵，第二天早晨生火，放碱、揉面、做坯，面皮赶做两层夹叠，
甜的放糖，咸的放葱花，在面坯上涂油抹糖丝，洒上芝麻，一
手将拉抻长的面坯托起，迅速伸入炭火熊熊的炉膛贴入炉
壁，烤熟后适时铲出，以刚出炉时口感最佳。传统烤炉用瓦缸
作炉体，炭渣拌泥搪炉壁，做成瓮型，进风通畅，炉火旺盛，燃
料为木炭，现在多用焦炭。

朝牌饼一直伴陪随着射阳的滩涂开垦开发，人们进滩斫
草捕捞，所经过的人群相对集中的地方或小街道口，都有烙
饼的炉子，成了人们下滩的干粮，歇脚打尖的吃食。正如唐代
李涛在《春昼回文》中，用“茶饼嚼时香透齿，水沈烧处碧凝
烟”来赞誉一样。在大种特种棉花的年代，到挑河工地慰问，
收麦插秧打夜工，生产队都会用小麦去定制朝牌饼，分给社
员做接晌，以应对超长的田间劳动，那个味一直储存在记忆
中，被视为最美的面饼。

今天，时代发展了，饮食丰盛，饼类品种繁多，小吃点心
琳琅满目，但具有历史印记的朝牌饼没有退出百姓生活舞
台，它仍然默默地坚守在不起眼的一隅，是最接地气的大众
点心，又是民间饮食文化的传承和见证者。饼香飘巷陌，人间
烟火色。

巷陌飘香朝牌饼
邹德萍

提起拜干亲，它可是我们农村一个民俗。古人说，花有
百样红，人有各不同。人有刚健温柔，有贫穷富贵，这是八字
也就是命中注定的。在我们农村，我们都常常说到改运，拜
干爹、干妈、干兄弟姐妹等等就是其中的一种方式。

拜干亲，在我们国家也不是司空见惯，是人们在生活中
常见的事情，有的是因为两人关系不错，为了拉近关系，义
结金兰，结成干兄弟、干姐妹，为的是巩固人们之间关系，同
心协力，共创伟业，“不愿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
日死”，刘关张桃园三结义就是这个原因。另外一种，就是拜
干爹、干妈。朋友们可能也曾经听算命的说，这个孩子命弱，
拜个干妈吧，可以帮助他。

既然要“拜干亲”，那么就得择一个吉日举行仪式。届
时，做父母的除了要准备丰盛的酒席外，还要替自己的孩子
预备孝敬干爹、干妈的礼物。这份礼物中，最重要的是送给
干爹的帽子和送给干妈的鞋子，另外，还要配上衣料之类的
物品。当然，干爹、干妈并不是只进不出，他们送给干儿子、
干女儿的东西一定要有饭碗、筷子和一把长命锁，另外，还
要有一套小衣服，鞋袜、帽子、围嘴和兜肚等。过去，为了这
些礼物，有钱的人家都是到首饰店去订做银碗银筷，或者到
寺庙里去买木碗，以免小孩因失手而打碎。如果万一打碎碗
的话，就被认为是很不吉利的事情。

而在我家，从我爷爷辈就有干闺女，这位干姑奶奶 17
岁就拜我爷爷当干闺女，如今已经 80 多岁高龄，并且她老
人家与我们家之间很融洽，生日满月、婚丧喜事，他们与我
们家都相互往来。近年来，干姑爹爹去世后，我们每逢春节
都要给干姑奶奶送去压岁钱，表示自己的一点心意。我老妈
未嫁给我老爸前就拜了干爸干妈，现如今，50 多年过去了，
虽然我老妈的干爸干妈都不在了，但他们二老与我干大舅
舅的亲情友谊却依然还在。特别是我家做生日、结婚等事
情，干大舅舅都要坐上席。今年春节后，我老妈生病住院，我
干大舅母还到医院看望我老妈！真是不是亲情的亲情长在！
更未想到的是，我儿子媳妇也跟风给我小孙子拜了干爸干
妈，一到星期天，他们与小亲家聚在一起侃侃叙叙，好不热
闹，也让人好生羡慕！

拜干亲
张建忠

回忆小时侯，在父母身边，每到过节，都十分高兴，因
为过节有好吃的。端午节前夕，母亲就把粽子包好，在煮
粽子时，放进鸡蛋和咸鸭蛋，在大锅中煮好后焐一夜，第
二天一早，母亲就将鸡蛋和咸鸭蛋掏出来分给我们，还特
地关照“要慢慢吃，免得看别人吃就好馋”。母亲包粽子的
时侯，我喜欢站在一旁看，并想学着包，但因为没有掌握
要领，经常把米洒出来了，所以母亲就不让包，还说“越帮
越忙”。

记得早年去盐城上学，第一年离家过端午节，回到寝
室想念父母，想念家中过节的氛围，竟号啕大哭，引得同
学都来安慰我。后来，成了家，有了孩子，每到端午节就
买点粽叶、糯米试着慢慢包，开始包不严、扎不紧，煮出来
的粽子烂稀稀的，锅底还有好多米粒，以后每年包，不断
摸索，改进……

一晃多年过去了。现在，我包的小脚粽可漂亮啦!不
但包大包小自如，而且品种多样，蜜枣的，赤豆花生米的，
鲜肉的等等。煮好后，送儿女，送邻居，送朋友，得到他们
的一致赞赏，心里乐滋滋的。还常有老乡、朋友邀我帮忙
包粽子，我也很乐意，助人为乐，乐在其中嘛。如果你想包
品种不同的食材，可以在扎线时做记号，如包豆子的可以
在扎线时一头长一点，一看像豆芽一样，就晓得是豆子
的；若想包蜜枣的，可以打个蝴蝶结，像蜜蜂采蜜甜甜的。
还有可用不同颜色的线来区分，如小赤豆的用红线扎，绿
豆的用绿线扎……

煮粽子的方法也有窍门。开始用大火就一直用大火，
开始用小火就一直用小火，否则会煮出夹生粽子，难吃死
了。放水要将粽子没在水里，烧开后，再烧半小时到四十
分钟即可关火，但在煮粽子过程中，锅里的水会逐渐减
少，要及时添加开水始终将粽子泡没在水中。关火后停
半小时，再烧半小时就煮好了。

现在粽子不稀罕，很多早点店里常年都有粽子卖，但
是，很少看到有小脚粽子。包小脚粽子看起来简单，包起
来并不容易，要有耐心，要掌握要领，把握技巧，其实学任
何技能，做任何工作也是同理。

包粽子
陈天虹

乡间小路 王万舜 摄

在“中药材之乡”“国家生态农业旅游名镇”“国家产业
强镇”“国家级百菊花标准化示范区”洋马镇。作为国内最
大的药用白菊花产地，菊花产量占全国一半以上，家家户
户都种菊花，白菊花产量占到全国市场的 70%。年产鲜菊
花 4 万吨，可制作干品菊花 6000 吨，是王老吉、加多宝等
品牌凉茶指定原料基地。洋马镇已建成全国最大的药用菊
花生产基地、国家中药材标准化生产基地和国家级白菊花
标准化示范区，菊花产业成为江苏省苏北星火产业带支柱
产业，菊花生产基地先后获评“无公害生产基地”“绿色食
品生产基地”。洋马十里菊香景区被授予国家农业旅游示
范点，洋马镇列入江苏省特色旅游景观名镇，获批省级农
村菊花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先导区、省电子商务示范镇。

菊花可食可药，药食同源。作为传统名药，既有清凉解
毒之功效，更有平肝、明目、怡神、健脾之药疗作用，而药乡
的药膳更是撩人胃口，四季飘香，名扬四方。2020 年金秋
十月之时，中央电视台栏目组专程来洋马镇，走进机关食
堂、盐鹤酒店、农家菜馆、农户灶头，拍摄了《鹤乡药膳四季
飘香》专题片，并在 11 月上旬中央电视台七套《美丽中国
乡村行》节目播出。去年金秋，中央电视台 13 套新闻栏目
播放中国射阳菊文化艺术节内容里时，又专门提及洋马的
药膳文化。

产业强镇的劲风吹拂着药乡，洋马人发展中药材的广
告意识不断增强，广告艺术也是妙寓平常的生活之中，药
膳便是药乡洋马的独有特色。当你来到洋马，好客的药乡
人首先奉上一杯清香扑鼻、爽口不腻的菊花茶。药乡人家
家户户在金秋十月采菊之时，专拣菊中上品留些饮茶自
用。有时亲朋好友远乡而来，药乡人还把菊花作为馈赠佳
品赠送亲友。药乡洋马大多数人习惯饮菊茶而保健。如今
又时兴上了菊花佐餐，提倡饮茶，护胃、养肝、润肺，还生产
风味独特的菊花米酒。

说起来，药乡洋马的中药材种植起步于上世纪七十年
代，已有数十年的历史，可谓药材品种齐全。有种植的、有
养殖的，有常规的、有名贵的，有国内畅销的、有出口创汇
的，有闻名遐迩的地产淮药、有南移北种的药中佳品。杭白
菊、金丝皇菊、杜仲、丹参、黄芪、弦参、板蓝根、金银花、玫
瑰花、龟、蛇、蝎、肉鸽、乌骨鸡等，这些品种繁多的药材都
为药膳提供了丰富的食材。

为了不断丰富药膳文化内涵，让药膳文化和人类大健
康有机结合，让药食同源的洋马中餐文化走向世界，地方
党委政府坚持“以食为本、以食为缘、以食为媒、以食为桥”
的工作理念，因势利导，邀请药膳行业美食专家，搭建药食
同源中餐菜品研发培训平台，结合本镇中药材产业资源，
科学研配了 20 多种药膳食谱，在当地政府机关食堂、企
业食堂、餐饮酒店乃至百姓灶头推广普及，还通过海外华
侨和网络实施中餐文化海外推广计划，举行沙龙等推广活
动，传播药乡文化,树立中餐品牌。在地方干部群众推广药
膳文化的同时，他们还向全球推介药膳，促进中餐更加繁
荣，让中药膳食健身恩泽国人，让中药膳食走出国门，为人
类大健康叫响世界。让地球上更多人分享喜悦的成果，拥
有健康的身体。这几年，菊文化艺术节活动中，来自国外的
媒体、记者尝食药膳后，赞不绝口，围绕洋马药膳，强身健
体，发表多篇美赞药膳文化的散记文章和美图。

春临药乡，素炒枸头、当归牛肉、清补爽口；夏临药乡，
参片鲤鱼、芪烧生鸡、劲补体虚；秋临药乡，菊蒸白跳、参归
野味、菊杞牛鞭、肉香味鲜；冬临药乡，药膳羊肉火锅、药膳
狗肉火锅、药膳海鲜火锅，加上一碗枸杞白酒或者菊花米
酒，食后御寒体暖、红光满面，既治风寒关节，又滋阴壮阳，
更细肤健脾、养胃补身。药膳品种之多，任客挑点，食后回
味绵长。药乡人既种药材、养药材发药财，又食药壮身。四
季飘香的药膳，给南来北往的客人留下对药乡药膳独特的
美食印象。临时欲尝药膳，去时带些药中补品，隔日缠念药
乡，数日又来药乡。这不能不称道药乡人的广告艺术和对
独具一格的药膳文化的情有独钟……

药膳飘香
冯小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