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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上这次的游学，我已是第三次走在洛阳伊河的

身旁了。与老师同学们一起，沿着伊河走，看依河而

建的龙门石窟。密布于峭壁上的石窟，南北长达一公

里，有着近万尊人工雕刻的佛像。

那是古人的智慧，也是宝贵的民族文化遗产。抬

头凝视着卢舍那大佛，她微闭的双眸似也凝视着我们，

千百年来，那抹微笑总是神秘地摄人心魂。静静地坐

在伊河边。五月的阳光，照在身上，照在宁静的河面

上。河水清澈，蜿蜒着向东流去。那是去和洛阳城的

另一条大河汇合，再一同流向黄河的怀抱。 那条河叫

洛河，也是一条流淌了千年，浸染了千年古老历史的

河，还催生了曹植那篇流芳千古的《洛神赋》。

那真是一篇能引人遐想的赋啊！在清凉的风里，

在氤氲的水雾之中，那“翩若惊鸿，宛若游龙”的洛水

女神，凌波微步，罗袜生尘。逆流想追寻她，道路险阻

又漫长；顺流去寻觅她，又仿佛就在水中央。伫立于

洛水河畔的曹子建，就这样难舍缠绵，黯然怅惘，发出

了“恨人神之道殊”的叹息。洛水河畔的这声叹息，深

深地掩没在浩瀚的书卷中，但后世的那些渴望理想、

追求美好的人们，却依然都能听得到，读得懂，且世代

传诵，也成就了洛河异样的美丽。伊河与洛水，自古

以来，总是让文人墨客们沉浸和深陷其中。然而这洛

阳城里的人，沾沾自喜、津津乐道的，却还有另有其说

的“二水”。

这第一水，便是男人们所钟爱的东西——酒。他

们乐着说，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而这杜康酒，源自洛

阳，还流传着一出特别有趣的故事。传说“竹林七贤”

之一的刘伶，酒量之大，举世无双。有一天游历到洛

阳，走到城南的杜康酒坊门前，一抬头看见门上有副

对联写着：猛虎一杯山中醉，蛟龙两盏海底眠。高处

的横批是：不醉三年不要钱！这等的口气，让“往南喝

到云南地，往北喝到塞外边。东南西北都喝遍，也没

把我醉半天”的刘伶，很是不服，当即负气挑战杜康

酒。三杯下肚刘伶道来：“头杯酒甜如蜜，二杯酒比蜜

甜，三杯只觉天地转。”于是醉了，睡了有整整三年。

从此，杜康被尊为“酒祖”，甘醇的杜康酒更被王室嘉

封为“仙酒”。在市井处，男人们也大都与杜康酒结下

了“把酒红尘度欢时，千杯万盏轮回间”的酒水情

结。

至于这第二水，便是与杜康酒相伴的洛阳水席

宴了，这也是洛阳城的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

分。

因着当年女皇帝武则天的威风，也由着女皇帝的

喜好，水席宴以服、礼、韬、欲、艺、文、禅、政为八大主

题，制成了八种荤素不同的凉菜，每一道菜都配合着

各自的主题，呈现出逼真的造型、精美的厨艺和博大

的文化底蕴。水席宴最最特别的，就数汤水多了。刚

开始的一勺，觉得味道淡淡的，而后有些酸甜，再后来

就是微辣、麻辣了。十六道热菜如行云流水一般地上

来了，下去了，竟然感觉出了一种交响乐的味道。等

到鸡蛋汤上桌了，就意味着这是一碗送客汤了，于是

宾主纷纷起身，欣欣然各表欢喜一番。

都说是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伊河洛河的水土，

却是孕育出了甲天下的洛阳牡丹。考证下来，说是洛

阳的邙山位于黄河岸边，更是黄土高坡的余脉，土质

不干也不燥，潮湿很有度，特别适合牡丹的生长，于是

就有了牡丹在洛阳的千年的历史，有九大色系千多个

品种，其中的“姚黄”“魏紫”，因其花色花形尤其雍容

华贵而被人们拥王称后。在花的世界里，可谓是佳丽

三千。但唯有牡丹，能让历代的文人墨客对她情深似

海。 欧阳修曾为她编著了中国第一部牡丹专著《洛

阳牡丹记》。

陆游著的《天彭牡丹谱》中记述了她的七十余个

品种。诗人刘禹锡为她写下了“唯有牡丹真国色，花

开时节动京城”的千古名句。大诗人白居易的“花开

花落二十日，一城之人皆若狂”，则是生生写实了洛阳

城里赏花的胜景。多么令人向往的胜景啊！期待此

去经年，良辰美景能虚设。在一个四月天，再去往洛

阳城。春风十里，闻一闻倾城的牡丹的芳香。再看一

眼伊河洛水，以及它们的前尘往事。

我的女儿已经大了，十三岁。我在

她这个年纪比她调皮多了，但那也进入

了初中，也已开始进入一种叫作自我摧

残的过程。这个过程叫考试、读书、做题、

考更高的名次。在这个过程中可以获得

很多的快乐，也会失去很多的乐趣。只

是到了今天，我更怀念我那些失去的东

西。我可以看到女儿为了考试成绩不好

而流泪，也看到她为了不想刷题而赖床，

为了发泄压力而摧残橡皮、尺子、课本、桌

子以及各种小玩意。我不知道是该对她

发火，还是该和她一起去做坏事。成人

的生活准则和儿童的内心世界总像浓硫

酸和水，会消失的只有那些纯净的世界。

可是纯净的世界到底是怎么样

的？是像《小王子》里所描述的那种

吗？那种未免也太单调了些——只有

一个纯净的心灵和一朵娇滴滴的红玫

瑰以及无数次的日落，似乎并不能构成

让自己不发疯的世界。安徒生的世界

也不纯净，因为里面总有自负的国王、

坏心的王后和负心的王子……

我在自己思考而上帝发笑的时候，

注意到了车窗外那些种在高速路边的

黄连木。秋已经深了，黄连树那羽毛状

对生的叶子已经彻底地变成了金黄的

色彩，在风中阵阵摇动。树下已经铺满

了一层宛如地毯的叶子，走上去的感觉

想必很好。那些落叶还很新鲜，应该不

会在脚下发出破碎的声音。旁边间隔

种下的香樟和夹竹桃还维持着深绿的

色彩，最后几支妖艳的花朵还在风中跳

跃。晨起的金色太阳逐渐被斑驳的白

云遮掩，蔚蓝的天空只能从被染红的云

间浮现着。

是的，我还在两地奔波，为了生活

或者只是习惯。在这个值完班回家的

路上，我想起来小时候想到的奇怪问

题：哪一种色彩才是最轻的？

那时我有像牙膏一样装在铅皮小管

子里的颜料，也有蜡笔和水彩笔，也有每

周两节的美术课，以及我可以支配的纸

上世界。为天鹅涂上红色，为太阳涂上

黑色，为小船涂上绿色，为树木涂上蓝色

……每次美术老师看到被我画成了一片

惨状的作品，都会拉我去医务室检查我

是不是色盲。每次我都能准确说出那些

卡片里藏着的数字，于是他只能考虑这

一切都是我的恶作剧，于是我的美术成

绩只能是无数次的“及格”。因此我不喜

欢美术老师。当美术老师说太阳的光线

是由“赤橙黄绿青蓝紫”构成而且顺序不

可改变时，我总不能满意。我并不是怀

疑大自然的规律，我只是不相信他而

已。谁叫他总是不能理解我那一片惨烈

的绘画其实只是因为平时我玩光了应有

的那种颜料而已。我用那些颜料做过很

多有趣的事情，其中有一个就是把所有

的颜料都混在一起，倒在水里，然后去看

颜色会以何种姿态漂浮在水里，去看看

哪一种才是最轻的色彩。

车到站了，我下了车。车站旁有一

排今年新种下的银杏，现在也是一片纷

纭的金黄。我喜欢金黄的颜色，因为它

预示着阳光、丰收与财富，但此时我最

想做的是一会儿在饭后的散步中，去问

问我的妻子和女儿，去问问她们“哪一

种色彩才是最轻的色彩”。

“当然是白色。”我女儿说。

“为什么呢？”

“因为它看起来轻啊。你看羽毛

啊，白雾啊，白云啊都是飘着的。”她

说。她的回答很好，我想。

“我觉得是蓝色，你看天空是蓝色

的，天空比白云飘得更高！”我的妻子

说。这不是一个很好的答案，只是在我

女儿答案上的类推，没有新的创意。

“那你说呢？”

“我觉得是绿色。因为只有绿色可

以长久地留在枝头，一旦它们变成其他

的颜色，就会从树枝上跌落下来。这不

正好说明其他的颜色更重吗？”这时一

阵风吹过来，一棵大乌桕树的火红叶子

飘过了我们的肩头。

“你说得很有道理。”我女儿说，“可

是我现在想知道你小时候做颜色实验

的结果。最后漂浮在水面的是绿色

吗？就像浮萍一样？”

“不是，最后没有一种颜料可以被

分开来，它们就如同泥浆水一样混在一

起，沉在最下面。”

我的女儿很失望：“也许它们经历

了什么化学反应？！”

“这真的是一个好问题。”

我们散完步，回了家。我没有告

诉她最后漂在水面的颜料是黄色，也

没告诉她彩虹的最上层永远都是红

色，更没告诉她也许绿色是这个世界

最重的色彩，因为在医生眼里没有什

么比生命更为沉重。不过我想如果她

对这个问题还有兴趣的话，自己会去

寻找其他答案的。有时候提一个好的

问题赛过给出一百个标准答案，因为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总是善于

回答而不是提问，而最终那些所谓的

标准答案会被新的老师告诉我们：“这

存在于某种特定的条件下。”

于是，最轻的色彩到底是什么呢？

我自己也不知道，不过反正我现在不喜

欢那刻板的物理学。

洛水流千年 □竹青 最轻的色彩
□谢珉宁

在金山历史记忆里，干巷曾有个名为“十三砚斋”

的文人书屋，斋主是纂辑《朱泾志》《干巷志》的清代乾

嘉时人朱栋，字二垞，人称有识、笔、才“三长”。

古代地方志书既有官修，也有私撰。私撰，多为

里人。金山是移民地区，新移民、旧移民，都是金山

人。朱栋祖籍浙江新安之月潭，高祖朱若冲始迁居金

山干巷，至朱栋已有一百六十年历史，是第五代干巷

人。幼年，朱栋随其父游历京师，颇有才名，然而二十

年间七次乡试，均未能中，之后便笔墨相伴，以著述而

终。功名无望的无奈，成就了他《朱泾志》《干巷志》等

传世之作，为金山后人留下丰富史料，是笔宝贵的历

史财富。

人际关系中最密切、牢固的，是血缘与亲缘。朱

栋是干巷曹秉章的外甥，舅家祖先的事迹对他有深刻

影响。明代神宗万历年间，干巷曹景坡“守漳州”，宽

严并用，清惠著名，“朝京师，召对端明殿”，神宗赐以

玉尺、端砚，曹景坡“归建赐砚斋”。曹景坡是朱栋心

中楷模。朱栋仕途不振，成了民间史学家，无意间滋

生砚癖，成了人呼“砚痴”的收藏家。他“客京师二十

年。于千百砚中，择其可用者十三砚，产于端州者七，

产于关中、邺中者三，产于歙、登、绛州者各一”，“葺

一斋而藏之，颜之曰‘十三砚斋’”。砚乃国之瑰宝，端

砚乃瑰宝中的至宝。朱栋十三砚斋中有肇庆端砚，江

西龙尾砚，甘肃洮河砚，河北易水砚，山东蓬莱砚，山

西澄泥砚。中国四大名砚，端砚、歙砚、鲁砚、洮砚，十

三砚斋里都收齐了。

置十三砚斋，当在嘉庆四年（1799 年）之前。至

嘉庆五年夏四月，好友邵玺（又名小泉，字适宝）从粤

东回故乡青浦，赠朱栋“宋坑巨砚”，那是唐宋八大家

之一的曾巩（世称“南丰先生”）遗物，砚旁有苏子瞻、

黄鲁直的朋友晁无咎（名朴之）的铭，且质地极佳，又

经南丰藏用、朴之题铭，是至宝中的极珍之品。这便

是二垞先生十三砚斋中的第十四砚。

朱栋虽有砚癖是砚痴，玩物并不丧志，其志在

史。官修志书公费，私撰则自费，大概与现时出版

界差不多。现时出版志书，也少经济效益。读书人

做学问，不易，古今同例。当时《干巷志》已完稿，朱

栋无力刻印。适有丁筠庄者至，见而爱之，“助刻

赀”，把第十四砚拿走了。金山是有思想的地方，朱

栋是有思想的人。他达观地在《十三砚斋记》中写

道：前人莫大之功，供后人凭吊时，往往微而至于一

椽一物都没有了，“后之人倘收余之砚，羡余之富，

笑余之癖，嘉余之悟，感慨凭吊余之斋”，“自不以穷

达异也”。十三砚斋早就没有了，十四砚都不知散

向何处去了。《朱泾志》《干巷志》还在，还将世世代

代传下去。

捞起干巷砚痴与墨香的历史片断，“忽闻荷花香，

风静不知处”。朱栋在史学地位上虽不能与张堰王鸿

绪并肩而语，然“亦良史也”！金山人会记得他的，干

巷人更不会将他忘却。

□戎济方十三砚斋十四砚

听 □朵而

丢失河流后，天空依然有清脆的

雨声。

有时我怀疑，顺着耳道往旋涡中

心驻扎的，是否都是虚构的，章节、符

号、分割线，犹如贴着叶片奔跑的一匹

马，也像一把哨子，为一种嘹亮首先沙

哑自己。

我看到面部蒙纱的人，养着一群

蜂，为成为一个王，蜜蜂们用力扇动翅

膀。

关于其他，关于具象背面的日子，

注定平凡而富饶。就像桌面纸巾上一

道道浅影，不是辛苦写下一个汉字，就

可避免消退的可能。

我曾想，为满足一种弹射力，在文

字外部配上箭，瞄准。哦，射出的那一

支，是致命的绿。

现在，雨顺势而下。

枫泾三桥枫泾三桥 王志刚王志刚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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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负好春光 体验滬之源民宿

天 气
阴雨“霸屏”
阳 光 难 觅

本报讯（记者 熊雪寒 封健炜）
春季到来，大量春菜开始上市。眼

下，在不少农贸市场里，香椿头开始

露出身影。作为时鲜货，香椿的身价

不菲，品质较好的达到近百元一斤。

来到新城区蒙山路菜场，记者看

到，不少摊位扎成小捆的香椿头都摆

放在显眼位置，虽然占据席位不大，

但是与几块钱一斤的青菜相比，香椿

的价格昂贵，按照品质规格，分别在

60 到 90 元一斤不等。市民陈先生告

诉记者，眼下香椿刚刚上市，虽然价

格高，但是爱人喜欢吃，特地一大早

过来买了2两，回家做香椿炒鸡蛋。

新鲜的香椿，嫩红透亮，属于当

季特有的时鲜，一些市民尽管喜欢，

却对价格望而却步，因此也有不少

人则选择用水芹、荠菜、马兰头等春

节野菜替代，提前让味蕾感受春天

的味道。

现场摊主介绍，香椿上市才一个

多礼拜，刚上市的市场价每斤在 100
元左右，最近几天价格稍微下降，虽

然香椿按斤来算价格较高，但香椿比

普绿叶菜“实在”，一两、二两就能跟

配料一起炒上一盘，少量购买来看，

价格并不高。摊主表示，目前市面上

的香椿基本是大棚种植，预计露天种

植的香椿，还需等上一段时间，届时

香椿的价格也会进一步下降。

除了时鲜的香椿，菜场里，春天

的气息也越来越浓厚，在部分水产摊

位上，少量的螺蛳也开始上市，不过

价格亲民，价格在每斤8元左右。

近日，老字号品牌“丁义兴”公司

喜讯连连，公司入选了上海市首发经

济引领性品牌推荐榜单、荣获了长三

角名优食品等，最让人惊喜的是，2月

5 日，公司的第 21 家分店在闵行区都

市路开业。

“我们要在全市开出 100 家专卖

连锁店的战略，让枫泾丁蹄香飘全上

海。”兼任上海丁义兴食品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长，金山商业集团党委书

记、供销社副主任王颖明介绍说。

新开的分店位于浦东、徐汇、静

安、长宁、闵行等，统一风格的装修，

醒目的品牌 LOGO，店里有蛋糕丁

蹄、酱牛肉、手撕鸡等不同风味的丁

义兴系列食品 40多种，吸引了周边市

民前来光顾。据在市中心的店员介

绍，因为喜欢丁蹄的口味，过年前，不

少市民前来购买，把丁蹄作为年夜饭

的一道主菜，纷纷夸赞“米道老好

额”。春节期间，同样受欢迎的还有

伴手礼礼盒装，精美大气的包装加上

高性价比，成为不少市民走亲访友的

“面子”。据统计，春节期间，销售额

较去年同期翻一番。

在区供销社下属金供优选的门

店里，丁义兴的产品一样是“抢手

货”，逢年过节一度供不应求。“我们

加强了与区内品牌店，还有如盒马鲜

生、叮咚买菜等知名销售平台的合

作，同时强化在互联网的宣传，又自

主开出连锁店，春节期间，我们的生

产已经跟不上订单。”上海丁义兴食

品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林星介绍。

丁义兴丁蹄从原来的小众旅游

产品成为眼下供不应求的大众流通

产品。春节期间更是出现了“一蹄难

求”现象。通过“金山农民画”讲述丁

义兴故事；以李守白的名作“光辉岁

月”为底稿设计开发了“枫泾四宝”等

一系列上海特色伴手礼，2020 年，新

设计的枫泾丁蹄（休闲款）伴手礼又

获得上海优选特色伴手礼。

如今这个老字号从古镇枫泾走

向了全上海，在南京东路、豫园、虹桥

火车站等知名地标，在各电商平台和

商超系统等渠道都能看到丁义兴的

身影。 通讯员 翟玉华

位于山阳田园的上海湾区·滬之

源乡村俱乐部里的民宿，高颜值，高

品质，设计风格新潮多样，咖啡、啤

酒、VR、水上木屋，各有特色，总有一

款是你想要的。

咖啡博物馆
咖啡博物馆民宿小资雅致，客

房、套房及咖啡庄园。一共 5 间房，3
间套房、1间大床房及阁楼星空房，环

境幽静别致。大大的落地窗温暖明

媚，白天与黑夜、灿烂且神秘。阁楼

的顶窗可以观察夜空，使住宿体验感

更加独特，犹如回归到自然秘境之

中。智能厨卫品，让你的生活更加便

捷。

望秦精酿
简洁大方的外观，只看一眼就会

被吸引。共有 5 间客房，3 间大床房

和 2 间标间。春天她与油菜花相伴，

秋天她与稻田共舞，慢时光，让生活

幻化成诗！这里有酿造体验、精酿鲜

啤、BBQ、音乐……带您逃离尘世的

喧嚣，归隐田园。

VR民宿
VR运动馆二至三层楼共有五间

双人床大客房，零甲醛全铝定制家

具、智能卫浴结合清新淡雅的北欧装

修风格，让人在浮躁的都市生活中寻

觅到一丝宁静，寄托无处安放的心。

两楼的电竞屋拥有两台高配置主机，

搭配千兆宽带超高网速，带给你最专

业的电竞体验，让你在度假期间依然

能过足游戏瘾。底楼则是 VR 游戏

天堂，两台大型 VR 体验机，满足你

对 VR 游戏的一切幻想。而六台小

霸王游戏机，带你穿梭回童年的联机

闯关时光。我们不恋旧，只是致敬经

典。

爱书吧
一间书房，远离喧扰，依村藏

院。一家民宿，远离城市，田野筑

梦。这里是“上海湾区·滬之源·爱

书吧”，金山又一网红书吧，最美乐

野民宿大书房，等你来打卡！爱书

吧民宿共 7 间房，4 间标房、两间大床

房还有 1 间超大亲子房。“行万里路，

读万卷书”，书房和民宿是一种身体

和心灵的碰撞，让阅读更加有深度，

让旅程中的你能瞬间开启安心模

式。

水上木屋
田园水上木屋，很能诠释什么是

田园野趣：这里湖水环绕，可以赏鱼、

钓鱼；傍晚可赏日落，观夕阳照耀下

的水光粼粼；夜间，仰望星空，吹晚间

的微风，日子惬意如画。一共有 4 栋

木屋，两栋两室一厅，两栋一室一厅，

每一间房都让人惊艳。

随着上海湾区·滬之源乡村俱乐

部不断地打造升级，未来还将迎来更

多有特色的民宿。不负好春光，快来

入住。

蔬菜界“爱马仕”上市

百元一斤，也吓不走尝鲜市民
枫泾丁蹄香飘沪上
将在全市开百家连锁店

3月 8日，三八国际妇女节就要

来啦！花开海上生态园、廊下生态

园等景区准备了一波又一波的活

动，甜品、采摘、花艺、手工……选择

你的心头好，将温暖的春日阳光送

给自己！

金山冻龄梦工厂
在这个芬芳伊始的新春三月，

在这个充满温暖的节日，让我们一

起打卡金山冻龄梦工厂，为你心中

的女神或是为自己，手工制作一份

饱含真诚的礼物吧。

位于金山工业区的金山冻龄梦

工厂，为女性同胞们准备了一系列

精彩的活动，白天近距离了解护肤

品的制作过程，体验纯手工制作精

油皂、面膜的快乐；夜里，欣赏一场

绚丽的灯光秀，让你犹如置身童话

中，流连忘返。

花开海上生态园
花开海上生态园除了有四季不

歇的鲜花，更有充满花香与优雅的

手工活动。三八妇女节期间，园区

推出手工香薰蜡牌制作体验课程，

通过自己的双手和精心的装饰，制

作充满创意与美感的香薰蜡牌。

廊下生态园
廊下生态园准备了手工活动。

你可以和闺蜜一起，在老师的指导

下，制作土布牛玩偶挂件、土布荷花

摆件、土布发饰、土布葫芦挂件，领

略廊下土布的魅力。

吕巷水果公园
吕巷水果公园将举办“情暖女

神节 爱在三月天”主题活动。DIY
盒子蛋糕、采摘时令水果等活动令

人流连忘返。

山阳田园
在最美的三月里，山阳田园给

大家准备了甜品DIY、草莓采摘、扇

子贴画、趣味游戏拓展等活动，任您

挑选。

愿你芳华自在，愿你笑靥如花，

愿你在金山的美景中，过一个开开

心心的节日！

甜品、采摘、花艺、手工……

来了！三八妇女节活动抢先看

由于近期冷暖空气交汇频繁，

阴雨成为“常客”。今日夜间至明日

有明显降水，同时伴有一次大风、降

温过程。未来，阳光也显得格外珍

贵，下周二前后才有望看到太阳。

市民出行还需携带好雨具，做好保

暖措施。

记者 陆辰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