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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水三首》：“客地今宵回暖初，梅花

开尽梦扶疏。古春阵阵云浮雁，新雨纷纷

獭祭鱼。”“最是嫩晴遙忆君，共谁细雨细论

文。梦中叠叠春天树，心底飘飘日暮云。”

“几曾消息是离分，梦见当初出岫云。故土

年来同殊俗，谁将春雨洗诗文。”

雨水这个节气，听起来就舒服。我喜

欢细雨天气，散步。如果沿着泾塘，看着新

绿萌萌地出落，心情是极好的。天气也回

暖了。江春儿女，薄薄的春衫，流水泛起了

鸭头绿，都是可以期盼的兆头。梅花开得

差不多了。这种花，总是心无旁骛地存在，

热烈地开放着自己的心力。这种横绝世间

的花，看到它，即使是花枝寥落，即使是寂

然一支，留在了梦里，那梦也定然冷艳无

数、清香不散。

春天还有个很好的名字，叫“古春”。

意思是说春是古已有之的。眼前的新春，

还可以作“古春”，中国字的联翩妙想，挡不

住。天边的云很干净，感觉随时可以浮起

雁子来。明晃晃的雨丝里，有人钓鱼，这

鱼儿也不警惕，不多时，上钩了好些。钓鱼

人也好玩，竟把这鱼儿排开，像獭祭一般。

鱼儿踊跃。这情形，往年在严滩见过。严

子陵不以钓鱼为生，想来泾塘边的钓鱼

人，也不是。

这么个嫩晴的春日，想起和你说着文

字的往事。我不喜欢和作家说文字，也不

和画家说丹青。总觉得，槛内人不知槛内

事。我喜欢和你说文字，你是玩味甚浓的

人，又恰好不写文字。你是难得的文字

槛外人。你的眼光像是春天的雨，闪亮

着晴晖，和文字很相像。杜甫说自己是

春天树，说李白是日暮云。杜甫看穿了

李白。有人说，李白对此似乎没察觉。

我不知道，李白是否没察觉？盛唐是李

白的，不是杜甫的。坐在李白身边，杜甫

甚至没有存在感。只是李白，这个天仙

一样的存在，他难道不察觉身边有一座

是火山？

大地原来并不大，走一圈，也就八万

里。人生不长，八万里大抵还能走得完。

所以离别不是很大的事。尤其是今天，分

离得再远，顷刻相见也是可能的。问题是

思绪的距离是多少。远了，就不好说了。

即使朝夕可遇，也感同陌路。我一直记着

和你离别的事，是感觉画面很美。那天天

是青色的，雨过天青那种青。看见远山上

飘出一行白云，像雁行。你是那天离开江

南的，在我卜居的江南。好朋友分别的画

面，很容易记住。之后，这画面，就在那里

了，要梦见也是随时可得。

后来知道，你祖上也是江南人，是上代

去了北方，才算北人了。故土是一个结，一

辈子打不开，你我都是。只是客地呆久了，

还是客地吗？故乡是什么？故乡不就是可

以蜷起身子、舒坦地、不知昼夜地熟睡的那

块地儿吗？眼下，你我都有了这地儿了，还

能说是离乡背井吗？不想说，也无意说

了。还是想起来春雨，此刻还真明晃晃地

挂在屋檐的春雨。这春雨还像你对文字的

絮叨。我好想，就这一番番春雨，洗一洗我

的文字。无论是散文，还是诗。当文字、当

诗，不再被当成文体来评说的时候，可能它

的好时辰就出现了。

文明社会，礼尚往来，往来之间拿什

么伴手，既能表达礼轻情意重的一番心

意，又能体现地方特色与文化创意，每一

个城市都有她自己的伴手礼。有魅力的

城市，都有一份有魅力的伴手礼。

上海，2021 年特色伴手礼金榜 1 号，

是一款糕点，是一款来自乡村的糕点。这

款糕点有什么样的魅力，在与上海众多名

牌企业、老牌企业、大企业一轮一轮激烈

竞争角逐后被消费者、专家评委评选为

“上海特色伴手礼金榜1号”。没有见过这

款糕点者充满着好奇，见过、尝过这款糕

点的则频频点头，拍手称绝。

这是一款具有江南传统糕点元素又

有现代都市文化气息的软糕，由松江浦南

边远小村里的“八十八亩田”出品，出自一

位回乡创业的女青年的定制。品名，“叶

榭软糕”。

糕，字美音好，寓意吉祥，所以江南

的糕品特别丰富，也非常普通。但这款

“叶榭软糕”却是与众不同：她是一款长

寿糕，出生于明朝万历初年叶榭小镇，有

400 多年历史；做米糕的原料不同，江南

一般都是糯米糕，这款糕是用粳米做的；

做糕工艺复杂，由粳米浸泡发酵，经 16道

工艺制作而成。这糕不仅有特色，还是

上海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虽然几百年来

相传不断，但这款糕却始终没有走出叶

榭小镇。

五年前，一个叫朱燕的“80后”白领，

大学毕业后在上海市区打拼了十几年，不

知出于什么念想，回到了她的出生地，松

江叶榭镇的兴达村创业。她建了个农业

合作社，创了个“八十八亩田”品牌，自称

“大米西施”，网上卖家乡产的优质大米，

租了邻居的房子办起民宿，把生产队的仓

库改造成大米体验馆，传播江南农耕文

化。一日她在小镇上发现了这款400多年

前出生的“叶榭软糕”，擅长品牌设计的她

顿时眼睛一亮，计上心来。

稻米是江南的主产，也是江南人的主

食，逢年过节家乡家家户户做米糕，这是

朱燕脑海里从小就烙着的印象。家乡产

优质稻米，小镇上有历史悠久的米糕，如

何把它结合起来，转化为受城里人喜欢，

又使优质农产品体现价值的产品，她觉得

可以在这款叶榭软糕上下功夫，这款古老

的糕点，要走出叶榭小镇了。

于是她到小镇上拜师学艺，学做叶

榭软糕，三年后朱燕成了叶榭软糕的非

遗传承人。

在乡村经营民宿，她看着城里人到乡

村来“吃、看、玩”开开心心，她又想，让来

的人走的时候带点什么，与家人与朋友分

享，使他们收获满满。朱燕思考着乡村旅

游也需要一份“伴手礼”，但不是大米鸡

蛋、更不能蔬菜鱼虾，这份伴手之礼，既要

体现当地的特产，又要有文化内涵，口感

要适应现代大众的城里人，包装要像礼

品，既方便又拿得出手。朱燕和她的团队

就开始对这款叶榭软糕琢磨起来。

叶榭软糕有历史，是上海非遗，用粳

米做成，是他乡没有的软糕。但这一款传

统的糕点，口味、制作、包装，还停留在过

去饥饿时代小镇过客作充饥的食品，款式

虽然朴实，但还是免不了有点粗放。现在

最大的消费群体是城市的广大中产阶级，

要适应他们的口味，在款式包装上符合他

们的消费文化。与市场打了十几年交道

的朱燕，她认识到要让市场认可，必须传

承与创新相结合，要推陈出新，才能使这

非遗产品获得重生。于是，朱燕和她的团

队经过无数次的款式设计、大米在不同温

度下浸泡的时间对比、粳糯米配方试验、

糕馅的品种配比等，用松江最好的大米，

16 道传统的工艺，定制出这一款本地人

吃起来还有叶榭软糕的传统味道，城里

人看了有点海派糕点之韵味的新版“叶

榭软糕”。

“八十八亩田”出品的新款“叶榭软

糕”推出以后，其造型、色泽、文案、口味得

到了消费者的好评，特别是年轻人，非常

喜欢这款软糕。凡是到“八十八亩田”来

乡村游的客人，回城的时候总会带上一份

叶榭软糕。松江人逢年过节、办喜事，也

会随手带上一份叶榭软糕作为伴手礼。

这款糕点，具有“松、软、香、甜、肥”

的独特风味，看起来精致，吃起来美味，送

出去的是礼品，回味的是文化。

“2021 年上海特色伴手礼”开始评选

时，朱燕就抱着“重在参与”“见识见识”念

头报了名，第一轮叶榭软糕入围了，第二

轮排名第一，第三轮评选叶榭软糕荣获金

榜 1号。功夫不负有心人！她喜出望外，

她的团队欢欣鼓舞，也给在回乡创业路上

的青年们增添了满满的正能量。

一个回乡创业青年，短短的几年里在

乡村创了一个品牌，吸引了一个团队，带

动了一批人就业，把一个边远乡村搞得风

生水起，他们的产品居然被评为“2021年

上海特色伴手”金榜 1号。他们还要带着

“侬好，上海”“申城有礼”“云间稻香”几款

软糕进进口博览会。实为不易，堪称乡

村的奇迹，给我们在振兴乡村的路上留

下很多启迪。

乡村要有年轻人，要有乡村情怀，有

市场视野的年轻人。他们会发挥、挖掘、

转化乡村的优势资源，他们具有创造力，

他们能在乡村闯出一片天地。朱燕回乡

创业，得到了政府的大力支持，怎么让张

燕李燕更多的燕子飞入寻常的村庄，使这

些年轻人在农村这个广阔的天地里有所

作为，乡村就生机盎然。

每个地方都有一些传统的名特优特

产，也纷纷申请了非遗，但市场的受众很

少，生存力脆弱，100 多年前的一个大猪

蹄，现在还是一个大猪蹄，这些舌尖上的

非遗是无人问津的。由此联想到所有的

古镇卖的都是类同的东西，没有店家的特

色，怎么会让人记住。“叶榭软糕”新款的

启示，就是传承必须与创新结合，与时俱

进才有生命力，才能有效地传承。

城市与乡村的融合，就是一二三产业

的融合，就是城乡居民生活的融合，在这

个融合中会萌发出许多新的业态，会使人

们享受到更高的生活品质。在这个融合

中，乡村与城市越来越近，城市对乡村越

来越亲密，特别是两年来疫情使乡村更具

魅力。“八十八亩田”的乡村体验是城乡产

业生活融合的一个空间，“八十八亩田”也

融入了城乡兴产业新生活的创造。

一个回乡创业青年，在传承中创新了

一款软糕，城里人来了，村里人忙了，乡村

有生气了。

冬天突兀而至，来不及回首、品味秋的

韵致，雪花便随着一场暴虐的寒潮翩跹而

下。一夜间，天地缟素，大雪封门。

倚窗望雪，如古代风神俊朗的寒士，自

在逍遥。雪花沾衣襟，钻脖颈，一丝清凉入

心，氤氲出淡淡的宁静与清幽。

雪花是冬天的洁白花朵，是天地间

的一场盛大恩典，是霜寒季节的一抹灼

灼亮色。

走进古诗词，有“千门万户雪花浮，

点点无声落瓦沟”“终南阴岭秀，积雪浮

云端”等名诗佳句。走进山水古画，赏析

画家笔下的轻盈落雪，亦是充满了雅趣

和清欢。

明代画家文徵明书画造诣全面，诗、

文、书、画无一不精，人称“四绝”全才。《雪

山觅句图》画面上，水墨轻浅，笔意却朗明

恣肆。这幅冬景图中，雪山高耸，直插云

霄。近景处，小桥流水横过林立的巨树，喧

嚣而又宁静。仔细瞧，一株松树直立挺拔，

左侧一人身着红衣，倚杖而立，昂首赏景，

作觅句状。

看那山峰披上皑皑白雪，人物树木刻

画细致，情景交融，引人入胜。此画赋色以

白色为主，红衣青松用色沉稳。纵览全图，

浑白之中挂着几抹翠色，处处鲜活生动，遐

思十足，好一幅雪景美图！

南宋马远的《雪滩双鹭图》，亦是以雪

景为背景，画的内容是冬日山野小景。

画图里，梅枝斜出崖上，坠雪的枝丫打了

个弯，然后向右上伸长，其横斜曲折极富

变化。卧野的山石劈出棱角，大雪天寒

气逼人，山野一片宁静。枝头上两只跳

动的小鸟在鸣叫，给寂静的山林增添了

生机。画作中的树枝、山石以焦墨勾勒，

远处的水以淡墨勾染，山石之间隐隐的

枯竹施以浅色，笔墨技法的运用与作品

意境相适应。

这幅穿透历史的名画，画面境界幽

远开阔，让我们看到了冬雪的内涵和生

动之美。

赏 析 宋 代 范 宽 的 名 画《雪 景 寒 林

图》，亦有一番感慨和收获。此画群峦耸

天，山势高峻，深谷之间萧寺掩映。古木

结林，板桥点缀其中，流水自远方迂回而

下，生动勾画出山川雪后的磅礴气势。

此画笔墨浓重润泽，皱擦多于泻染，层次

分明而浑然一体。那苍劲的粗笔勾勒，

使画面厚重积发，给寒林雪景注入了雄

浑和思想。

元代黄公望《九峰雪霁图》，以水墨

写意手法，勾画了江南松江一带的九座

道教名山，时称“九峰”。该图中，时值正

月春雪，雪霁，却裹着寒意，给人一种即

将从冬天中挣脱出来的感觉。画面上的

九峰，峰峰峭立意连，画意肃穆静谧。垒

垒叠石以干笔勾廓，坡边微染赭黄，远处

九峰留白，以淡墨衬染出雪山。此雪景

画雄浑又简白，一目了然又厚重，给人无

限遐思，乃元代画家黄公望简繁合一的

精品之作。

《雪堂客话图》是宋代夏圭的名作，这

幅江南寒江雪景画里，山林房舍卧于皑皑

白雪之中，寒气袭人，瘦枝穿空。一渔翁

划桨冲寒而来，猛然间打破了画面的沉

寂。画中山峦绵延而去，披雪的屋舍朗明

安静，虽不听人语，却意会其中。全图笔

法苍劲深厚，豪放典雅，短线条秃笔直皴

的表现手法，烘托出大雪的洁白和寒气逼

人的气象。

片片素雪如白鸽般栖息在古典诗词

里，栖息在幅幅雪景名画里，凄寒高古，遗

世独立。那优美的冬景和厚重的内涵隔空

而来，洪钟一样响了时空，醉了你我。

因工作调动等原因，我曾经多次搬家，

每一次搬家都因旧物的取舍而对心灵进行

一次次、一遍遍的拷问。究其根源，是因内

心深处有一种对老物件的眷恋、厮守而无

法割舍。

在现代人的生活节奏里，搬家似乎是

一种寻常的一节。但对于我来说，每搬一

次家，都要经历一次生离死别般的痛楚！

甚至像剥了一层皮一样，身累，心痛——那

就是对旧物的遴选和留弃。我家中的每一

个老物件，都镌刻着我的光阴、我的经历和

我的记忆。比如学生时代买的第一本《小

学生作文选》，第一本《新华字典》，获得的

第一张“三好学生”奖状、“期中考试优胜

者”奖状；比如参加工作后得到的第一本

“先进工作者”证书，第一件“十佳记者”奖

杯，第一张发表文章的样报，和父亲的第一

张合影照片，陪母亲回到阔别70年的老家

带回的一袋黄土，抗洪抢险时穿的一双绿

胶鞋，初恋时互赠的一本彩皮日记，父亲火

化后骨灰中挑出的两块炮弹皮……

每次搬家，前来帮忙的亲戚朋友对我

与旧物的恋恋不舍都感到不解。俗话说：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我们总不能生活在

过去中，总不能穿着铠甲去公司上班，否则

还谈什么时代进步和社会发展呢？……这

些道理我都懂，但每次搬家时，当我抚摸着

一件件一桩桩旧物时，内心深处依然翻江

倒海，仿佛每件旧物上面都沾附着我的汗

水、我的眼泪、我的欢笑、我的烦恼和我的

憧憬。那些日夜陪伴我的搪瓷杯子、旧书

柜等，似乎与我都有了某种亲情般的关联

或成了我身体的一部分！我并不是泼留希

金、阿巴贡和葛朗台，但心中的那份情愫确

实难以一刀利落地割舍。可能现实生活中

如我这样的人也有很多：讲道理时，都懂；

做起事来时，却又犹豫不决。所谓“嘴硬心

怂”的人。我家有一台传了三代人的老式

收音机——南京无线电厂 1958 年生产的

“熊猫”牌601-3G电子管收音机。60多年

来，它一直以清晰而洪亮的声音播报着新

生活，陪伴我家三代人走过了风风雨雨。

1959年秋，爷爷将喂了一整年的两头肥猪

卖给了采购站，从供销社里抱回的全村第

一台收音机。一年四季，全家人和乡亲们围

在收音机旁边，听马连良的京剧、杨田荣的

评书、马三立的相声、盲人阿炳的《二泉映

月》，听早上的“新闻联播”，听晚上的“小喇

叭”……几次搬家，这台收音机我都没有舍

得扔弃。事实上，现在它的作用不是很大

了，手机和电视的普及，收音机时代已淡出

了人们的视线。但这台收音机承载着我们

全家三代人的哭乐年华，记载着我美好的童

年和少年时光，所以我一直带在身边。

其实我也明白：有一些老物件确实失

去了它的现实功用。但是我觉得它们应是

我们生命过往的一种容器——把我们每个

人的过往光阴和尘封的记忆都装在了里

面，使我们的回忆有一个落脚之地，使我们

的乡愁有一个栖息的载体。所以当我们一

件件把它们抛弃时，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不

是也把我们自己扔掉了？珍视自己人生

者，其实是难免怜爱旧物的，因为那些旧物

亦是我们生命中细小的组成部分。正因为

如此，我每次搬到新家时，都会尽可能地在

新家中为旧物辟一方安置的新天地。虽然

有些旧物我们常年也不去触碰一下，但我

们一旦走近这些旧物并与它们对视时，那

往昔的美好时光和片段便会倏地浮现在脑

海里！那些旧物上面所依附的旧日情节与

温度，会瞬间温暖了我们现时的心灵！有

了旧物的陪伴，我们的生命似乎就更厚重

了一些，自然，人也就活得温情一些。

想起一位作家说过的话：人生有念，岁

月极美！

毛豆是我们的外孙女，她跟父母住在

北京，今年8岁，读小学三年级。寒暑假我

们会去北京陪她，五一、十一他会跟父母

来松江度假。人们都说隔代亲，是的，我

们跟毛豆可黏着呢。

那是她刚会看图画书的时候，我想

她了，给她画了一封信。信的第一行是

一节毛豆，跟着是翘着大拇指的手，表示

毛豆你好。换一行是一个熊猫收纳箱，

那是小区门口回收旧衣物的小屋，提醒

她不要忘了松江的生活。接着是小区的

雕塑广场、学校的跑道，是我们散步游戏

之处。再是两头迎面站着的绞着鼻子的

大象，是西郊公园的门口。又一艘轮船，

表示浦江夜游。当然少不了迪士尼的城

堡，是女孩的梦境……这些都是我们快

乐生活的标志。毛豆收到信破天荒跟我

们打了一个多小时的视频电话，言语里

处处是有趣的细节，脸庞上神采飞扬。

要知道父母规定她每天只能使用半个小

时的手机。

毛豆从小就喜欢缠着我讲故事，并且

要用画笔画出意思。记得我们讲雪地里

狼追鹿惊动熊的故事，就画了这些动物的

脚印。从一张纸的边上开始，狼的脚印离

鹿越来越近，鹿危险了。狼和鹿的脚印越

来越稀，追击的速度加快了。狼的脚印没

了，它跳到了鹿的背上。狼的脚印又有

了，鹿勇敢地甩掉了狼。又出现了熊的脚

印，冬眠的熊被惊动了……最终脚印去了

三个方向。这是我们边讲边讨论毛豆把

关共同创作的图画，这幕情景深深地镌刻

在了我们的记忆中。

去年因为新冠疫情，毛豆在家里上网

课，我们就留在北京，有了更多的共同生

活。那天书橱里翻到一本法国科幻作家

儒勒·凡尔纳的《太阳系遇险记》，是我小

时候迷恋的读物。我试着给毛豆读来，毛

豆饶有兴趣：彗星加利亚碰撞地球，把地

中海的边缘刮走了，上了彗星的上尉萨尔

瓦达克、教授伊萨特、财迷伊萨克等等人

物的为人，做事激起了毛豆丰富的联想，

彗星的运转变化，让毛豆知道了许多出乎

意料而又合情合理的科学现象。每天我

们读一点谈一点，互相提问，不断认同，

大约一个月啃掉了这本书。这次读书让

我惊叹毛豆记忆人名的本领和愿意用单

词评点人物性格的准确性和积极性。

毛豆其实是不太服输的。小时候她

经常会拿着一本书叫我们猜：接下来讲什

么，这幅图上有个钱包在哪里，那幅图上

最有趣的是什么让我们去找。现在她乐

于讲一些脑筋急转弯的内容，我们答对

了，她会翘大拇指说不错。讲错了，她会

更快乐地说，外公你的小脑筋不行了吧！

接着就爽快地把答案和推理的过程说出

来。原来如此，我们都笑了，那真是快乐

的笑声。

我们外出旅游往往会给毛豆寄上一

张明信片，那也是很快乐的事情。

今年 10 月份，我们还在北京，一天毛

豆放学回来，我问她今天老师讲得最让你

开心的一句话是什么？她响亮地说：“下

课”。我愣了一下：那么昨天呢？她高兴

地说：“同学再见。”那么前天呢？她夸张

地接口就答：“今天没有回家作业。”毛豆

在学校里是非常认真的，她还是中队的纪

律委员，但这样回答似乎有看轻学习的

意思，背后应该有原因。我试探着问毛

豆，上课的内容你都懂了吗？她说都懂

的。所以你感觉轻松？对的。毛豆一脸

得意。小孩的话是率真的，这让我舒了

一口气。

其实我也讲不出太多的故事，好在毛

豆并不挑剔，她在创造一种氛围。她会说

外公那么你讲讲插队落户的故事吧，讲讲

明义的故事吧，那是插队时一个跛脚小

孩与我的友谊故事。她其实已经听熟了，

此时我若讲错丁点，哈哈，不是的，她会旁

若无人地大笑起来。

毛豆就是这样，和我们在一起，没有

年龄差别，没有隔阂，随时都是轻松和欢

乐的。那天放学我们接她，她排在队伍里

目不旁视一脸严肃，跟老师道了再见，转

过身马上笑逐颜开跑来拉住我的手：外

公，走，那里有一棵柿子树，柿子红了。我

接过毛豆的书包，跟上她的步伐，向校园

的一侧跑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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