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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迟缓的，不可动摇的，永恒的运命”
“一个西班牙的城”
、
“一个农人的
生活”
、
“山和牧人”，
几个人物的侧影，
灰色的石头，修伞匠……生于 1873 年
卒于 1967 年的阿索林写着老城，石
头，树，修道院，那些随处可见的人，
女
仆匠人，老人少女，热情的、沉默的、婀
娜的、忧伤的人，他笔下的西班牙，全
非我们想象中的西班牙：斗牛士、火热
的色彩、高迪式的奇幻，却像轻雾，笼
在清凉的城和山间。
人们过着日子，
劳
作，听歌，死亡，我们读完他们，可能记
得他们的名字，也或许不记得了，
但又
何妨呢，萦回着一些面影，一些歌声，
就够了。这真是很阿索林式的审美体
验。
汪曾祺说“阿索林是古怪的”，又
说是“我终生膜拜的作家”
。他在《小说
的散文化》
（1986）一文中说到阿索林。
“有一些散文化的小说所写的常常只
是一种意境。……阿左（索）林所写的
修道院是静静的。声音、
颜色、
气味，
都
是静静的。日光和影子是静静的。
人的
动作、神情是静静的”
，确然，读阿索林

的文章（何以文章称之，
感其作品亦小
说亦散文之故）让人静下来，
这静静的
感觉抟成气息氤氲于周遭，身在现世
又隐于文中。我们知道农人简单地生
活着，
“吃白菜，番薯，黑面包，葱，蒜，
有时候，一年内只两三次，他吃肉；一
手把的核桃或杏仁是他的无上的盛
馔。”
（《一个农人的生活》），农人渐渐
成了一个小老人。孩子们死的死走的
走。
有时候他也会叹息，
但不久又振作
起来。
“这位可怜的人既无希望又无欲
求地生活着。他的眼界只有群山，田
野，
天空”
“
，一切全凭天意”地活着，
然
后死去。
若一个个体，却又像某个群体的
侧影，无太多情节，更别说跌宕起伏的
命运，它只是叙说着，像水彩画的笔
触，你看到了那些洇色，却总是隐淡
的；你看到物象的造型，却又总有晕
色，物象也漫漶起来；可是纵如此，我
们还是能感到人物的气息，闻到天地
的味道，虽然一切都似乎不那么容易
抓住。这种感觉介于写意和工笔之间，

有时精准细节，
有时率性块面，
人物有
名有姓，但似乎可以忽略不计那些名
字，
只要记住务农的修伞的卖饼的，
或
者女人僧人就可以了；场景也各种各
样，可是却总浮现出巷子、石头屋、小
花园、修道院，还有村子和土地和天
空。最重要的是一双观察的眼睛带动
你，
一样一样看过去。
看过去的所有杂
驳在一起，
像那种经年的石头的颜色，
让你看了安静地想一想之前和之后的
光阴。
他一笔笔描述着他的所见多感，
不太评判，
不太愤怒。
《安命》一文颇能
传达阿索林的作品气质。文章写了一
位多思加诺先生，
他“住在一条冷落的
街上。他的房间是一间屋顶楼。”屋内
很简单，但有书有四五幅古画。他“衣
衫褴褛，但是总是清洁的”，吃简单的
饭菜。天气好的日子，他便到处去散
步，边走边观察周遭。其实，他原来有
可观的收入，后来随着某银行家的破
产而破产了，接着妻亡子逝，从“本来
有一万四千杜洛斯的收入”到“每月只

慈溪行

德国，至此，
西班牙的海外殖民地所剩
无几。由政治家和知识分子组成的“一
八九八派”
要求新政府变革。接下来的
二十世纪初，西班牙盛行无政府主义
和法西斯主义运动，各地有叛乱和起
义等。但是，
阿索林并没有在文章中刻
意去描述所谓时代的风起云涌，他将
人物命运置身于广袤苍穹，好比在多
思加诺先生这里，破产，
儿子阵亡于古
巴战争，
女儿肺炎病逝，
妻子由此病倒
并逝，放在任何一个人身上都是痛彻
心扉的灾难，可大书特书，但他却清贫
而平静有尊严地活着。阿索林看重的
该是这样的宁静，暴风雨过后的宁静。
他把人放在人的命运中来表达，生命
从生到死，
经历了许许多多，最终抵达
安详。
阿索林看到人在天地间的必然运
命，
只淡淡叙说着，
“迟缓的，不可动摇
的，
永恒的运命”
。
若波涛过后的海面，只是一波一
波地，平静地波动，波动下的涌动，一
切皆于此波动中。

隆昌义南货店

赵春华

达蓬山
重峦叠嶂，
林木葱茏，给龙山镇作
了山水画的背景了。
2000 多年前，徐福从山南的河头
横溪村还是山东麓的凤浦岙抑或山北
的古道登山的呢？
浩瀚的东海，远眺，在眼底。
从此出海，
去蓬莱仙境，
寻找长生
不老的灵丹妙药。不止是秦朝始皇吧，
乞求长命百岁，骄奢淫靡如斯！
是心知肚明的预谋还是皇命难
违？徐福与三千童男童女东渡去了日
本。几近于神话或者传说，
凿凿于宋元
的摩崖石刻，什么人马步金桥，鲤鱼跳
龙门，麟凤呈祥瑞，无疑是中国唯一幸
存的反映徐福东渡的史实。
成就了徐福，这中日文化交流的
先祖。
谁不希望长寿？谁也不能达到长
生！如今，长寿的理论众说纷纭。我说
呢，活得坦然，活出精彩，活得有生命
的质量，那就是人生的蓬莱仙境！

鸣鹤古镇
没听闻一声鹤鸣，怎么叫了鸣鹤
镇？而且有一千多年的时光！一千多年
前就叫了一个没有一声鹤鸣的地方为
鸣鹤镇。
也许是另一种意味的鹤鸣吧。
唐代大书法家虞世南之孙虞九
皋，字鸣鹤，少有文才，被人们推崇，
后
中进士，惜乎及第不久，英年早逝。乡
人惋惜之，以“鸣鹤”命名其故里纪念
之。
没有鹤鸣的地方，物华天宝，
人杰
地灵，有一个叫鸣鹤的青年以才华在
历史的大潮中发声过，犹如天宇中的
流星，倏忽便殒灭了。
依山成街，
因河成镇，可渔可耕的
人家呵，枕河而居。旅游的市民如鱼贯
而入而出。鸣鹤古镇像一页千年册页，
书写着一个不死的名字，细思量，
少年
强而国家强，少年强必须身体强，
则可
为栋樑！

有二十杜洛斯”
，但多思加诺每天安然
作息，
“我时常在国家图书馆或柏勒多
博物院碰到他”
“
。
‘我对于什么也没有
遗憾，我对于什么也不鄙视，’多思加
诺这样说。
‘我将带着现在伴随着我的
宁静死去。
’”
《安命》文末，阿索林写道：
“ 这种
精神上的宁静和幸福的秘密究竟在哪
里呢？就是不要去管我们无法补救的
事情，随着它们的迟缓的、不可动摇
的、永恒的运行而乐天安命。”在这里
看不到彼时彼刻的时代风云。查查资
料，十九世纪的西班牙社会也是风云
跌宕的。
出生于 1876 年的阿索林历史上
素有“一八九八派”之称。所谓“一八九
八派”，与 1898 年美国和西班牙之间
的美西战争导致西班牙惨败有关。这
一年，古巴彻底推翻了西班牙的殖民
统治。西班牙还将波多黎各连同关岛
和菲律宾以 20 万美元割让给了美国。
1899 年，西班牙又将其所属的北马里
亚纳群岛、加纳利群岛和帕劳卖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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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三点，
忽闻叮咚门铃响。
开门
一看，原来是姐姐从乡下专门送鲜蚕
豆来。姐姐抹一把额头汗珠说：
“刚刚
从地里摘下，
今年蚕豆好年成，一荚三
粒的蛮多呢。
”
当晚，一碟葱油鲜蚕豆上桌，
满屋
清香，一家人赞不绝口，
饭也多吃了不
少。
嘉定有“立夏见三鲜”之说，三鲜
在我们虹桥湾那边是指竹笋、蚕豆和
蒜苗（苔）。竹笋的品种很多，
燕笋来得
早些，立夏时节大量上市的是篾竹笋
和婆鸡笋。
蚕豆在嘉定俗称“白寒”
“寒
豆”。嘉定人把蚕豆叫寒豆，是因为蚕
豆下种于深秋，
在寒冷的冬天，它照样
生长。来年春天开花，立夏上市，故称

陈恩汛/摄

东浦桥往东五十米左右，也就是
现在东大街博乐路的西侧街北，曾有
一家世代相传的百年茶食老店——
隆 昌 义 南 货 店 ，大 家 都 以 隆 昌 简 称
之。主要商品是自制茶食糕点、休闲
零食，以及批发销售火腿咸肉咸鱼、
笋干木耳香菇之类的南北腌腊干货。
它坐北朝南两开间门面，后面还
有加工食品的作坊。东边开间是 L 形
的柜台和陈列货品的橱窗。西边开间
用来现场制作各种时令食品：像现制
鲜肉月饼、酒酿饼、生炒热白果(即银
杏或棱眼)、现炒良乡栗子等等。这里
也用来陈列上述腌腊干货，供顾客选
购。
柜台那边的货柜和橱窗里摆放
各种美味食品，琳琅满目。光是一种
花 生 仁 ，这 里 可 以 加 工 成 奶 油 花 生
米、鱼皮花生米、油氽果肉、椒盐果
肉，糖长生果等等花样。这里各种糕
点更是不胜枚举：朝板糕、芙蓉糕、云
片糕、绿豆糕、鸡蛋糕、橘红糕，雪饼、
芝麻饼、杏仁饼，甘草瓜子、奶油瓜
子、酱油瓜子等等，
应有尽有。
隆昌名牌产品朝板糕，是选用优
质梗米粉加入猪油白糖精心烘制而
成。如果产妇奶水不足，朝板糕也可
以作为“米脂”的替代品。旧时嘉定寻
常人家婴儿很少能吃到奶粉，一般都
是吃用梗米粉加糖调制成的“米脂”。
而朝板糕用热开水化开后不就是米
脂吗？如果产妇生下的是男婴，那送

立夏美味数白寒
寒豆。这是人们针对这个物种的特点
而称之。嘉定本地蚕豆的特点是颗粒
大，
白皮、白眼、白肉，
故又有“白寒”
之
称。
嘉定白寒吃口很糯，受嘉定人的
喜爱。在嘉定农产名品中，
白寒基本上
是自产自销，
很少有外销的。
其主要原
因是白寒虽好却产量不高。在农村，
很
少有大片种植的。农民通常把白寒种
在杂边地上，
如地头、河边、路边、坟头
等等，蚕豆有个怪脾气，
越是这种边角
地，
它长得越好。
嘉定白寒虽然品质好，但是它也
有品种蜕变的问题，也需要农业技术
人员不断对它进行优化提纯，才能保
持特有的品质。

有一种来自日本的蚕豆，个头大
得出奇，也是白皮白肉，吃口也蛮好。
有人说，
这是嘉定白寒传到日本，
经技
术改良形成的新品种。
如果真是这样，
它应该是嘉定白寒的一个优良品种。
如果是通过转基因的技术使其然，那
恐怕不好。还是守着我们嘉定的白寒
品种为好。
立夏美味数白寒。嘉定白寒鲜吃
最好，一碟清炒葱油鲜豆上桌，
青中透
白，鲜糯可口，是立夏季节的上品。蚕
豆长得快，
稍过几天就变老。
所谓变老
就是指它的皮变厚变硬。但老一点的
蚕豆肉变沙变饱满了，
别有一股风味。
这时用它烧咸酸饭正当时。三年自然
灾害时，我们村里因为多种了几亩蚕

龚静

杨培怡

朝板糕还有祝贺你家少爷将来持“笏”
（朝板）上朝当大官的寓意。
用面粉、食油、鸡蛋、绵白糖烘烤
而成的小鸡蛋糕香甜软绵，其口味远
胜于朝板糕。走亲访友探望病人时到
隆昌买一两斤鸡蛋糕，用油纸包好，放
在一个竹篾制成的网兜里，上面盖一
张红纸（这是当初最考究的包装了），
送给亲友，
很受欢迎。
隆昌独家生产的猪油米花糖最受
小孩子们的欢迎。打开用白纸包着的
长方形猪油米花糖，只见一片片炒米
上有一层薄薄的桂花绵白糖，吃起来
又甜又香又脆，入口即化。我小时候，
恨不得爸爸下班时，天天都能带一包
猪油米花糖回来。
在我的印象中隆昌里最好吃的糕
点要数芙蓉糕，它因形态和色泽宛如
芙蓉花而得名。此糕为长方形黄色，内
部紧密并有匀称孔隙。吃起来有松软
甜香之感，
与现在的萨其玛很是类同。
中秋之际，隆昌里各种苏式月饼
琳琅满目，豆沙月饼、百果月饼、椒盐
月饼、、白糖玫瑰月饼应有尽有，特别
是现做现卖的鲜肉月饼更受顾客青
睐。
好像隆昌里不制作广式月饼。市场
上所见，
都来自于上海。
隆昌老板名叫陆侗生，他有个小
儿子，曾经是我启良中学的同班同学，
他的女儿也是启良校友，现仍然寓居
嘉定。他的大儿子，
曾经是解放前潜伏
在台湾的地下党老革命。

陆慕祥
豆，救了大家缺米断粮之急。记得那
时，
一村人天天吃蚕豆咸酸饭，米少豆
多，但也吃得津津有味。蚕豆吃完了，
元麦紧跟着上场，真是天无绝人之路
啊。
蚕豆荚一黑，蚕豆就老了。老蚕豆
劈开去皮取出豆瓣，可和雪里蕻烧成
一道鲜美的雪菜豆瓣汤，也是嘉定农
村的一道家常菜。老蚕豆和麦子炒熟
磨成粉蒸熟，就是做面酱的原料。做一
缸面酱，
是嘉定每个农家的必备品，它
可腌制出鲜美的酱瓜。用麦粉和面酱
可以烤出焦香的“酱缸爿”。美味中也
有蚕豆的一份功劳。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嘉定白寒每
年如期而来，这是嘉定人的口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