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昌南迎丰村采风
阴 钱成根

一
望杏风和日，频闻鸟语喧。

云知石花洞，竹韵柳溪轩。

碧水捎红叶，时人向果园。

农家迎客笑，奏舞尽欢言。

二
湍口一溪晨鹭飞，八都桥底鳜鱼肥。

水如镜面樟如盖，隔岸秋山衔玉晖。

三
一对香樟佑古村，千年绿荫万家门。

龙山狮舞庆丰获，月下温泉销我魂。

《你好，之华》 的故事情节并无完美，逻

辑也算不得严丝合缝。比如开场不久，之华来

到之南的同学会，想向大家报告姐姐的死讯，

却误打误撞地代替姐姐上台发言。她回家和老

公的解释是，没有机会向大家说明情况。她竟

然也没有被任何人识破。这两处都不太符合现

实。诚心找茬的话，电影中类似的 BUG 还有。

然而瑕不掩瑜，这部电影打动了我。

此前我没看过岩井俊二的电影，只知道他

1995 年 32 岁时执导的 《情书》，是令他获得世

界声誉的处女作。这种陌生感使得我能够撇开

参照物，全心代入自己，一点点找到这部电影

沉静气质中与我的契合点。 《情书》 诞生时网

络尚不发达，那还是情书的黄金年代。时隔二

十三年，社交媒体突飞猛进，互递情书的情节

设定多少显得突兀和扛格。我倒不是把这也看

成是 BUG。恰恰相反，这正是兼编剧和导演于

一身的岩井俊二最可爱的地方 （剪辑和音乐他

也包办）。在当今资讯迭代以秒为单位、电商

平台 100 秒内交易额能突破 120 亿的时代，仍

然忠实地描述鸿雁传情这种古老传统的人，内

心一定柔软而充满爱。他一定还是个怀旧并注

重仪式感的人。我对这样的人有好感，艺术上

的小缺陷变得不那么重要。

代替姐姐开同学会后引起程序员丈夫的误

解，之华的手机被摔坏。为避免丈夫继续监视

自己和尹川，之华决定写信给尹川。此处逻辑

转换稍显唐突，但并不算牵强。或许之华代替

姐姐去开同学会就是故意的。回忆年少时示爱

过被拒绝的尹川 （十几年婚姻生活或许也有些

厌倦？），之华难免有一种冲动去重修旧好。何

况这时尹川真心爱过的姐姐已经去世，之华潜

意识里难道没有假戏真做的欲望？以写情书的

旧方式去怀旧，以见旧友的机会重拾失去的过

往，这个逻辑倒能自洽。

和 《相爱相亲》 相似，导演试图勾勒三代

人的群像情感故事，核心是之华。老一代的婆

婆遇见大学英语教师扈老师重燃旧情，也是互

递书信，暗中结好。初中时情窦初开的三个孩

子随着年岁增长情爱纠葛最深，之华爱尹川，

尹川爱姐姐之南；尹川和之南大学念同一所学

校时相恋却被张超横刀夺爱。第三代中，双生

花穆穆和飒然姐妹情深，一个陷入失怙的悲

伤，一个陷入初恋的迷惘，却同时在妈妈的母

校遇见“精神”之父尹川。这对表姐妹长得实

在太像他们的妈妈，令尹川神情恍惚，仿佛回

到少年。导演用这种方式安慰了永失真爱的尹

川。群戏中比较遗憾的是姥姥姥爷，在整个故

事中显得多余。

之华这条线非常精彩，得益于两个优秀的

演员：饰演少年之华的邓子枫和饰演中年之华

的周迅。

然而我最喜欢的还是晨晨这条故事线，着

墨不多，却清晰地勾勒出他快速的成长。妈妈

的葬礼后家人沉浸于悲痛，他却懵懂无知，总

是玩着手机。紧接着，他在小姨家见识了大人

吵架、奶奶闪了腰、飞鸟死亡。经历了夜半出

走后，晨晨开始了对死亡的思考。妈妈抑郁至

死、爸爸频频家暴后又失踪，命运对幼小心灵

出了一记又一记的重拳。姐姐穆穆面对尹川说

出了“要是您是我的父亲该多好”，而晨晨尚

没有这样的表达能力。他对一切事物的诞生和

消亡有着直达本质的体验，才向奶奶发出“人

为什么要死”的终极之问。

饰演张超的是高颜值演员胡歌。通过张超

的口述，他曾经是之南大学时的食堂厨师。之

南为什么会爱上他而抛弃才华横溢相爱多年的

初恋尹川？因为演员是胡歌，我们不妨推定之

南是被他的身体或者是被性所吸引。这难道还

不够吗？尹川的足球踢得好，暗示着体力上

佳，他从小文笔好，暗示着脑力不一般。然而

这两样都不如直接的性吸引那么强烈勾起之南

的新鲜感———这是影像背后可能存在的逻辑，

解释了为何美丽的学霸之南会抛弃才子尹川投

入张超的怀抱。张超痛恨自己所属的阶层，反

思过无论多么努力都不可能成功，这给予时代

有力控诉之余，也显示了张超不能自拔的一

面：想证明自己配得上之南 ，却在现实中碰

得头破血流，永远是一个失败者。即便已身为

两个孩子的父亲，以他的条件，沉沦为一个自

暴自弃的无耻混蛋，对家人无限制家暴，又有

什么奇怪？何况人性之有那么多复杂难言的黑

暗，爱上一个混蛋并不少见。

在张超那里，也许只有给家人富足的生

活，才能抹平他远不如尹川的自卑。正如毕业

典礼上之南的发言：每一个人的未来充满无限

可能性，有些人能实现梦想，有些人不能。何

止是张超，故事中最重要的三个人都没有实现

自己的梦想。之华一直生活在姐姐过于优秀的

阴影之下，嫁给强势的老公，过着小日子。自

从献给之南的处女小说作获奖后，尹川再也没

有写出佳作，靠在网上写软文讨生活。同属天

之骄子的之南，罹患抑郁症被家暴最后自杀。

张超的家暴是导致之南自杀的唯一原因

吗？之南直接死因是自杀，间接原因是抑郁

症。在她罹患抑郁症的同时，张超还家暴。这

当然是雪上加霜。然而还原到张超身上，他那

样的人，面对一个抑郁症患者，想不家暴都很

难了。抑郁症患者实在太可怕，只有见到过的

人才知道。再好的丈夫，都有可能在抑郁症患

者面前失去耐心。我是亲眼见识过的。梦想总

是遥远的，一个人不能看清未来，在梦想无法

实现的煎熬中度日，或许只能依靠爱来维系。

因此，回忆青春年少，对于折翼者无疑是一种

救赎。此外，面对生活的无常，我们除了勇敢

别无他法。想起罗兰罗兰的话：这世上只有一

种英雄主义，那就是看清生活真相之后却依然

热爱生活。

我一边看电影，一边想起我的一个夙愿：

给每一个老朋友写信，用毛笔写于仿古八行

笺。我会去找这些老朋友，不打电话，不事先

告知，用最原始的上门寻找的办法。第一次不

遇，失望而归，我就继续找，直到找到为止。

话旧，别过，等待下次重逢。我们也不留电

话，不加微信，不给 Emai，只通信。希望我拥

有一些愿意这样和我交往的老朋友。希望我和

老朋友一直这样互致问候：“你好吗，我很

好！”

天目文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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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好吗？我很好！
阴 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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馃岛石“塌 ”的前世今生
阴 帅军武

杭州市临安区锦北老年养护院秉承“医养结合 爱心养护”的办院宗旨，
以“全方位养老养护、专业化康复护理、零距离医疗救治”为服务理念，让入住
老人更有尊严、更有保障的安享健康晚年。

欢迎前来参观、试住有优惠。

入住对象：失能、半失能、失智老人，长期卧床需全面照护的老人以及其
他老年朋友

电 话：0571—63837515、15258667398
院 址：临安锦北医院 2 号楼（临天路 2750 号明月山庄对面）

2018 的我们，过得有点辛苦。年初互联网
泡沫幻灭、P2P 爆发，美元汇率已经即将破 7。
股市跌宕起伏，风险变成了冒险。即便您身家
丰厚，也依然希望永续家族兴旺。在这样的经
济寒冬，你是否心有苦恼？

杭州楼市十年，资产配置有方
杭州楼市十年，告诉我们一个经验：楼市

小有波动，但整体稳中有望。500 万，在当今的
杭州，可以买到 500 方级别的别墅。比起黄
金、钻石、期货，它可能更适合作为“传家宝”。
即便若干年后，他依然保值，依然值得骄傲。

国家森林公园，面湖私家院墅
在可望而不可及的“西湖群山”之后，临

安西径山，有一片兼得自然与繁华的山地墅
区。国家森林公园的珍贵，无需多言，在这其
中，拥有自己的私家资产，更是无比荣耀。项

目距临安市中心仅 2.5 公里，行政商业林立、
吴越美食荟萃，咫尺公交首末站，毗邻杭临轻
轨农林大学站（建设中）、杭徽高速，经由地铁
3、5 号线（建设中）即可迅捷“入杭”。

约 500 万总价，即享 500 方大
宅

通策状元府第三期升级力作———九卿，
状元府·九卿，一二期入市之时，都是“一墅难
求”。而今三期产品即将入市，500 万享 500 方
湖景山居。九制大宅，三世同堂，进退有度，尊
荣自如，府开八方气象中的江山家业。

西径山国家森林，杭临轻轨旁。约 500
万，即享 500 方级大宅院墅。

效 果 图

500 万资产如何配置？现实经验给你答案！

受委托，本公司定于 2018 年 11 月 29 日上午

10 时正在本公司拍卖大厅公开拍卖位于锦城街道

临水路 197 号、城中街 258-266 号、江桥路 361-
367 号、横潭路 89 号、临天路 77 号、城中街 249
号，共计 20 处出租房产租赁权。

以上所有标的起拍价、参拍保证金等相关事

宜详见本公司提供的拍租明细表。

凡有意参加竞拍者，请持（单位）营业执照副

本复印件、（个人）身份证复印件,于 2018 年 11 月

28 日下午 16 时 30 分前到本公司办理竞拍手续，

并交纳参拍保证金 1 万元/处。

报名地点：锦城街道钱王大街 478 号满江红

楼三楼杭州天目拍卖有限公司内。

联系电话：63715098 63920808
联 系 人： 陈先生

杭州天目拍卖有限公司
2018年 11月 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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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办事服务”APP

“临安办事一点通”
微信小程序

（51）事项名称：离休、退休提取住房公积金
办理方式：现场办理或网上办理（浙江政务服务

网、杭州办事 APP）
个人提交材料：1援证明材料原件：（1）女满 50 周

岁、男满 60 周岁的缴存职工免材料。（2）女未满 50
周岁、男未满 60 周岁的缴存职工提供离休、退休证
明。2援身份证件：（1）本人身份证原件。（2）职工委托

他人办理提取的，另需提供代办相关材料（详见临安
办事一点通公积金中心办事指南）。3援本人银行卡或
提供本人银行卡号。

办理地点：1.区行政服务中心 2.住房公积金临安
分中心

咨询电话：12329-2

（52）事项名称：其他情形提取住房公积金（非本
市户籍离职未在本市重新就业满半年）

办理方式：现场办理或网上办理（浙江政务服务
网）

个人提交材料：1.单位终止劳动关系证明原件。
2.身份证件：（1）本人身份证原件。（2）职工委托他人
办理的，另需提供代办相关材料（详见临安办事一点

通公积金中心办事指南）。3.本人银行卡或提供本人
银行卡号。备注：网上办理限社保缴纳地为杭州市主
城区的

办理地点：1.区行政服务中心 2.住房公积金临安
分中心

咨询电话：123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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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塌馃”（ 麦粉做成的馃）是

岛石镇及昌北山区农民的特色美

食，自古至今这道美食已经流传五

百多年，由于塌馃色香味俱佳，历来

是山区农民招待客人的美味佳肴。

粉塌馃有没心塌馃、菜馅塌馃

两种。单纯用小麦粉，不添加其他佐

料或菜馅做成的馃，当地农民称没

心塌馃。山区农民家家户户都藏有

一个做塌馃用的碾馃锤。这种锤两

头是手握的木柄，中间是跟八磅锤

差不多大的木锤（长圆体）。麦粉用

清水调成泥状后。取拳头般大小的

一块，用碾馃锤前后左右反复碾压，

蹍圆蹍扁碾薄，碾成圆形薄饼，馃便

做成了。把做好的塌馃放入烧热的

锅子里烤，一会儿翻过来再烤另一

面。被翻在上面的馃皮已熟，里面没

有烤熟。这时候烧熟的馃皮，就会像

吹气球那样慢慢鼓起来，整个塌馃

鼓成了球状，也就熟了，刚出锅的没

心馃散发着浓浓的麦香，有一种甜

滋滋的香味，特别香醇可口。在没心

馃的基础上。中间包上青菜、南瓜丝

或者是芝麻糖之类的菜馅，就是菜

塌馃。菜塌馃色、香、味俱佳，口感柔

软，风味独特，老少咸宜。

昌北岛石山区山多田少，农民

在高山上种植玉米等杂粮的劳动期

间比较多。集体化生产的那些年农

民常常带着午餐上山劳作。麦粉塌

馃制作简单快速。携带方便，还没有

塑料袋之类的方便袋的那些年代，

农民都是用麻布把塌馃包好，装入

棕毛袋背上山的。那种麻布和棕毛

袋，虽然土气难看，但通风透气，麦

粉塌馃在炎热的夏天不会馊掉，不

会变味。

那时候，一个生产队的人马吃

劳动午餐时，少则十几人，多则几十

人相聚在一起，吃着麦粉塌馃谈着

《三国》、《西游》；说着天下大事，聊

着身边的小事。在那种亲热、愉快、

和谐的氛围下。麦粉塌馃也更加清

香可口，味美无穷。

我一直在想，如果能把岛石麦

粉塌馃这道特色美食推出来，相信

一定会得到城里游客的青睐。岛石

塌果已经流传五百多年，积淀了塌

馃文化，还流传着许多与塌馃相关

的故事。

据据传，五百多年前，岛石村的

胡氏祖先，从绩溪迁来岛石村。刚定

居时，家境贫穷，缺吃少穿。有一天，

胡家一个 8 岁和一个 10 岁的男孩，

突然想起在绩溪老家吃过的塌馃。

便双双来到父母面前吵吵嚷嚷：“我

要吃塌馃！我要吃塌果！……”新来

乍到一穷二白，那有麦粉做塌馃，孩

子的爸爸火冒三丈，朝着两个儿子

的脸上“啪！啪”两个耳光。两个儿子

被打得痛哭流涕，妈妈很不忍心，便

从邻居家借来麦粉，做了塌馃，让孩

子饱餐了一顿。从那以后，岛石农民

便把甩耳光叫“打塌馃”。邻居也从

胡家学会了做塌馃，并不断扩散和

流传至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