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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人来舍，温两壶黄酒，
佐以一二碟花生米，这是古人
稀松寻常的待客之道，虽简单
但却不失滋味。黄酒温热入
肠，对饮长叙，切切情谊也慢

慢开始积攒酝酿。
披拂着温暖的阳光，遥望

窗外的风物，听鸟儿的雀跃叽
叫，言语间人与人的情谊也疏
朗热乎起来。中国的黄酒有着

温润如玉、意味悠长的品性，更
像是一种文化和精神的象征。

黄酒，与其说“喝”，倒不
如说“品”更符合其中意境。而
说起品评黄酒，恐怕还是古人更
得其中真意，潇洒间谈论着酒得
酒失，品评着酒色酒香，吟咏着
酒诗酒歌，遵从着酒礼酒俗。

黄酒性喜慢，这似乎是天生
注定的。酒曲是酿酒的灵魂，酿
造黄酒所需的酵母菌喜欢江南绵
长而又不剧烈的冷，所以江南立
冬时节是黄酒酿造的最佳时机。
酒曲在江南如水般轻盈悠然的时
光里慢慢发酵，一点点地孕出甘
甜来。

古人用闲适得宜与黄酒相

配，相容相融相互成全。因为包
容，因为海纳百川，所以也成就
了黄酒的长久，历经千年而不
衰，生生不息。黄酒的功夫是渗
透，是温柔的梦乡，黄酒如丝
绸，一层一层，温柔地抽剥、缠
绕你，不知不觉，沉浸其中。

喝黄酒如品茶，需入境。
“话要慢慢说，酒要慢慢喝”，
正如人的情感透过这酒的微妙
拉近着彼此间的距离。可是快
节奏的生活，让我们渐渐忘记
了黄酒所承载的慢生活情调。
慢，与时间无关，是一种寻求
自我的方式，是生命的一种节
奏。慢，需要拿捏好轻重缓
急，保持内心的平和与淡定。

而黄酒，无论酒体、酒品、酒性
或酒文化，都适合一口一口地慢
慢享用。

黄酒可以让人安静，无须拼
酒，无须大醉，也能谈成事，更
能表露彼此的诚心。同里红黄酒
作为苏州本土品牌，在认真做好
产品的同时不忘倡导黄酒文化背
后江南人温婉柔和的慢生活。闲
暇之时，与知己好友一同坐下喝
上几口“同里红”，佐以几碟下
酒小菜，稀松小事也能聊出人生

百态来。
让生活慢下来，让心灵静下

来，呷一口黄酒，口腔里喉咙里
都满是醇香，光阴变得缓慢真
实。黄酒留住了舌尖上缓缓流淌
的柔软时光，让整个人能轻松享
受酒中慢之味。江南人的生活静
谧而有味道，就这样从一碗老酒
开始，细细品味，慢慢地，像流
水一样娴静、舒缓。

（作者系苏州同里红酿酒股
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黄酒里的慢生活
乐军

朋友圈有人晒出小龙虾。美食当
前，她一人消灭了20只小龙虾。

笠泽文体广场总是人气旺盛，吃龙
虾的“虾爸爸”和健身场所同在一个商
业综合体，年轻人就喜欢去轧堆。有别
于传统龙虾店，“虾爸爸”自带胖胖的喜感
和年轻潮文化。进门就看到接待处的背景
上设计了粉笔画，龙虾栩栩如生，带着一
点港味，和路边店、大排档有着不同的感
觉，但又有着敞开胸怀的随性和热度。

黄昏，店内挤满了年轻人，食客爆
满，席间散发着小龙虾不同做法的香
味。十三香、冰镇、秘制、蒜泥、椒
盐、咸蛋黄锅巴、黄焖、避风塘、泡菜
等11种做法就有11种不同口味，不吃上
11次，朋友说对不住自己的胃。

大厨小王来自盱眙，16 岁当学徒，
做了18年小龙虾。他今年来到吴江显手
艺，果然吸引了客人前来尝鲜。

“虾爸爸”就是要做同而不同的小龙
虾，不然如何对得起食材的新鲜和肉质
的精选。小王对食材很挑剔，非常重视
小龙虾的进货产地。“虾爸爸”的小龙虾
来自盱眙，限量版1两以上的小龙虾出
自太湖。

小王带来了龙虾的正宗做法和吃
法，他做的盱眙小龙虾要经过水养去
污，刷洗后，再流水冲干净，他做出的
龙虾味道不一般。

小龙虾不需开肠剖肚。虾材本身养
殖在净水中，不开壳可以保持天然的鲜
味不流失。如同大闸蟹，不肢解的味道
带着本身的鲜美。

当然，不同的小龙虾，自然有不同
的做法，小份蒜泥小龙虾 22~24 个，下
面垫着粉丝，两个人已然可以吃饱，价
格还不贵。那种新鲜咸蛋黄配合锅巴，
打粉末来调制到小龙虾上的做法，小王
说一定要在店里吃，打包后延时再吃，
味道就差了些。

养生的中药材制作的就是黄焖小龙
虾了。此种方式做出来的小龙虾带着奇
香异味，鲜美从来不会因烹饪而改变。
还有酸酸甜甜的小龙虾，香香脆脆的小
龙虾，活着现掐的秘制小龙虾，每天特
供的极品级大号小龙虾，那香味和鲜
美，叫人忍不住就想去“虾爸爸”。

夏天来了，就着酒水，吃着“虾爸
爸”家的小龙虾，热热闹闹，快快乐
乐，时光被镀上色彩，生活就此嗨起来。

夏日的好滋味
兰心

南太湖大道的前身是太湖大堤，
于1982年冬季筑成。1995年春天，
在太湖大堤泥路路面的基础上修建了
柏油路面的公路。七都段叫环湖公
路，庙港段叫沿湖公路。长23.5千
米（延伸至吴江56.8千米），路面宽
7米。2013年9月经苏州市吴江区人
民政府批准环湖公路沿湖公路更名为
南太湖大道，作为现今地名录入国家
地名资源库。次年，南太湖大道又进
行全面改造，桥梁路基再加高加宽，
以“高速公路”的规格铺就柏油路
面，集交通、水利、环保于一身，成
为太湖“泄洪走廊”中的一堵坚壁。

南太湖大道是湖塘一景，“天
堂”通衢，也是维系在浦江源头溇港
圩田中的一条“金腰带”。湖塘人都
说，南太湖大道如娉婷的少女，越长
越好看，越长越成熟。车道宽阔大
气，洁面如镜，平坦如板，几乎看不
出上下坡。两旁色彩绚丽，层次分
明，湿地风光，原版风貌。各式的
车辆在这路上来来往往，劳斯莱
斯、宾利、保时捷、奔驰、宝马、凯
迪拉克……车路相照、车路相衬、车
路相映成了特有的风景。

仿佛太湖母亲所赐的一个硕大木
梳，南太湖大道还梳理了36溇72港
七都段条条碧流，使溇港活水融通灵
动，注入湖塘人的心田。

湖塘人都说，南太湖大道如健壮
的少男，越长越强大，越长越壮实。
助力城市化进程、给力社会转型。像
是借来了猪八戒的“钉耙”并放大，

耙通了整个湖塘地区，镇道、村道随
之出现，与“新湖塘路”相连，南太
湖野鸭滩从此不再闭塞。人们出行、
进货、下田、上街、串村、卖地货
都用各种车辆，连老人们去茶馆喝
早茶也骑着黄鱼车了。沿途设立公
交车站，开通公交线路。年轻人上
车投两块硬币可乘到终点，老年人
和小孩子上车一刷卡，只要听到

“免费卡”或“对折卡”或“学生
卡”的声音后，就找个位置坐，一路
观光前行。

如今，保护、开发和重修古湖塘
路大行动全面展开，七都段湖塘路上
的古桥得到了全面保护，湖塘路沿途
可修复、可恢复的文化实体展示全部
纳入规划，有序实施。老太庙恢复提
升，古宅孙本文故居重建，养鹅浜景
点建设高品位收官，粧桥、南粧桥、
丁家港塘桥、众安桥、儒林塘桥、聚
福桥、甫里桥、更溪桥和狮子桥等数
十座古桥修缮提档，“老湖塘路”路面
拓宽并硬化等大小实事工程高质量完
工。

南太湖大道伴随着新时代，青春焕
发。新的大道与老的塘路互补、互培、
互济，把湖塘的时空也拉近了，呼应了
大都市的合作共赢。出于兴奋和喜欢，
人们把南太湖大道、湖塘路约定俗称为
一“道”一“路”。

这一“道”一“路”，像两条龙，
齐头并进，蜿蜒在南太湖岸线上，共
栖、共存、共荣，相隔最近的地段不足
50 米，一只养鹅浜，南岸就是湖塘
路，北岸就是南太湖大道。

这一“道”一“路”，辈分有别，

作用不一，但都是大路、官路和塘路。
尽管是“忘年交”，却“情同手足”，成
了真正意义上的弟兄路和姐妹路。

这一“道”一“路”，并肩携手，筑
梦湖塘，孕育出亨通湿地公园、七都湿
地公园、南公堤、太湖湿地公园、浦江
源风景区、太湖大学堂、老太庙文化广
场、太浦河国家水利风景区和太湖迷笛
营等文化旅游景点，助推和丰富了“精
致小镇，从容七都”在“全域旅游新形
象，创新有序新发展”中获得成功的体
验。

南太湖大道与湖塘路
姚阿江

南太湖大道照片湖塘路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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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日
游

黄山三日 池州九华大佛-黄村徽韵-秀水青龙湾 499元/人
宁国三日“镇国之湖”宁国青龙湾-华东大裂谷-亲心谷君澜-玉兰花海

599元/人
芜湖三日 芜湖美食航空母舰-金粉香缇郁金香-印象古镇-绝壁跨湖观瀑
玻璃桥 698元/人
丽水三日 缙云仙都-鼎湖峰-芙蓉峡-云和梯田-古堰画乡 598元/人
三清山三日 仙山秋天·三清山-顶级仙道·文化演艺-大瀑布·夜温泉

398元/人

国
内
长
线

【海南】三亚/蜈支洲/鹿回头山顶公园/槟榔谷/亚特兰蒂斯·水世界双
飞五日 5990元/人
【湖南】袁家界/天子山/金鞭溪/十里画廊/袁家寨子/天门山双飞四日
游 3380元/人
【东北】哈尔滨/雪人谷/尚志/亚布力/雪乡双飞5日游 3180元/人
【贵州】黄果树瀑布/荔波小七孔/大七孔/西江双飞5日游 3080元/人
【陕西】西安/大雁塔/华清池/骊山/兵马俑/大明宫双高4日游（吴江自
组班） 3380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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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日
游

嘉兴梅花洲一日 芳踪寻觅之旅
118元/人

安吉一日 灵峰山挖笋-吴昌硕纪念
馆 118元/人
宜兴一日 春季挖笋燕山公园

118元/人
扬州一日 扬州红山体育公园-东关
古街 138元/人

二
日
游

徽州二日 黄村-齐云山-劲爆飞车秀-徽州赏油菜花
88元/人

嵊泗列岛二日 基湖沙滩-渔家乐 618元/人
绍兴二日 绍兴柯岩鉴湖-鲁迅故里-西塘古镇

398元/人
建德二日 七里扬帆-新叶古村-好运岛 398元/人
芜湖二日 芜湖美食航空母舰-绝壁跨湖观瀑玻璃桥

468元/人

广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