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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听说巴厘岛，还是高
中时看到这个度假胜地发生爆炸
事件的新闻。当时除了现场画面
外，印象最深的就是那片金色的
沙滩、茂密的森林以及美轮美奂
的景色。去过后才发现，巴厘岛
也是个热情洋溢的地方，接待我
们的华裔印尼导游就整天乐呵呵
的，当地人也很友善。

巴厘岛是印度尼西亚唯一信

仰印度教的地方，岛上据说有千
余座神庙。我们去参观的海神庙
应该是其中最知名的，整座寺庙就
坐落在一块因海水长期冲刷而形
成的离岸大岩石上。这里游人众
多，不亚于国内热门景点。每当涨
潮时，四周会被海水包围，整座寺
庙便与陆地隔绝，孤独地矗立在海
水中，因此只有在落潮时才与陆地
重新相连。我们去的时候恰逢涨

潮，只能在对面的小亭里远眺。景
区内还有巴厘岛特有的蓝可乐，
十几元一瓶，可以尝个鲜。

巴厘岛的水上运动种类繁
多，有香蕉船、独木舟、水上摩
托、潜水等，都很惊险刺激。不
会游泳的人还可以选择乘坐潜水
艇，能在水中近距离观察珊瑚和
鱼，是一种美妙的体验。漂流是
另一种感觉，心跳加速的同时还

可以观赏沿路的景色，配上森林
里猴子的叫声，颇有些“两岸猿声
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的韵
味。但中途上岸休息的过程中，向
导躺在河滩上故作休息，我们明
白这是想让我们在一旁的摊位消
费，有点扫兴，在强烈要求下，他
才无可奈何地带我们离开。

到巴厘岛不用刻意就能时刻
感受海岛的浪漫。在让人感到十
分亲切的金巴兰海滩，我们只是
静静地躺在那里，欣赏人们与大
海的嬉戏和海上的黄昏，悠闲恬
静，百看不厌。傍晚时，海滩上
还遍布着露天大排档，虽然以美
元标价的菜品都不便宜，但店家
的淳朴热情，使人倍感舒适。值得
一提的是，我们在岛上的每个住
宿点都能发现不一样的风情，有
椰树遍地的热带风格的，有自带
庭院泳池的，还有提供烧烤工具
的，感受到了别样的风景和服务。

在巴厘岛，还可以体验做一

回“富人”，虽然景区基本上都用美
元，但很多商店还是通用印尼卢
比。比如岛内的水不能直接饮用，
我们每次去超市买水都要花好几万
元。当然，钱要花在刀刃上，有些
消费应该谨慎，比如可以尝一尝酥
软焦香的脏鸭饭，看一场斗鸡比
赛。但纪念品并不推荐购买，比如
我们去每个地方几乎都有出售所谓
猫屎咖啡的，但带着从猫粪中收集
的咖啡豆怎会有如此高产量的疑
问，与其买到假货还不如留点遗憾。

美好的行程最后还有个小插
曲，中方导游建议在海关检查的时
候准备点零钱夹在护照里，说这是
惯例。想到华裔导游闲聊时说印尼
有的地方还很排华，连他都不敢
去，为了避免麻烦还是照做了。但
在排队的时候看到老外每一个给的都
很顺利通关，当我把护照交上去时，
海关人员很熟练地把钱拿出来收好，
竟然还用中文说了句谢谢，心里颇有
几分无奈。

浪漫巴厘岛
俞文杰

昨晚出去散步，闻到路边一
阵阵的花香。苏州人的甜羹糕
团，如果少了糖桂花，那还有啥
吃头？

观前街上的传统老字号，某
店某号某斋，一年四季都有糖桂
花卖。一小瓶要卖十几二十块，一
大瓶糖水里头荡漾着几朵桂花。

一年到头四时八节，我都要做
点应时应景的点心糕团。按照我的
用量，这种糖桂花一年起码要消耗
三五十瓶。为了保质保量，每年我
都会自己腌制一批糖桂花。

赶在第一茬桂花开得最灿烂
的当口，选一个绝好的天气。不
能在雨前，也不能雨后，只有大
太阳下的桂花才最香。民间称这
样的天气为“木樨蒸”。因为桂
花又称“木樨花”。

选一棵最为枝繁叶茂的桂花
树，在树下反张开一把雨伞，细细
把每一根枝丫上的桂花撸下来。
桂花如米粒一般簌簌而落，一会
儿的工夫伞里就落了一层。千万
不可图省事去摇树，那摇落下来
的都是开败的残花，只有手工采
下来的，才是最鲜嫩饱满的花朵。

桂花采回家只是万里长征第
一步，接下来还有很多的程序。
首先得进行挑选，残花枯梗全部

弃之不用。第二步是在水中淘
洗，路边的花朵总归会有灰尘，
这就是家里自制食物的精致。桂
花挑拣干净后晾干水渍，准备必
要配料，白砂糖、盐、蜂蜜、柠檬。

等不及自然晾干可以用厨房
纸包起花瓣轻压，尽量吸干水
分。桂花入瓶之前，加一点点盐
轻轻揉捏，起到保鲜杀菌的作
用。玻璃瓶必须保证干净无水无
油，一层桂花一层白砂糖压紧压
实，不要装得太满，保证瓶口留
有一点余地。最后在表面淋上柠
檬汁，柠檬酸可以保证花朵不变
色。知道为啥瓶口要留有余地了
吧？用蜂蜜封面阻绝空气，可以
保证花朵长时间储存不变色。

放入冰箱冷藏，一个星期后
可以开吃。两天后糖水融化桂花
会浮上来，用无水无油的小勺搅
拌翻转，让桂花均匀浸泡在糖水
里。糖桂花放在冰箱可以保存一
两年，色香味形始终如一。

有了这一瓶糖桂花啊，从年
初一早上的小圆子开始，二月二
撑腰糕，五月端午蘸粽子，八九月
里桂花鸡头米、焐酥藕……一直
到小年夜做团子，统统都有了芬
芳馥郁的陪伴。这一勺甜蜜的馨
香，是苏式生活中最美好的点缀。

人闲桂花落 腌瓶糖桂花
金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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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风潜入悄无声，未品浓
秋已立冬。”

还未等秋意完全消尽，立冬
就踏着落叶，急不可待地赶来
了。立冬，立，建始也；冬，终
也，万物收藏也。

立冬，既是酿酒的好时节，
也是饮酒的好时候。世间风味万
千，酒是最有滋味的一种。

在古人眼里，酒是“醉里挑灯
看剑，梦回吹角连营”的英雄气
魄；是“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
残酒”的微醺快乐；是“绿蚁新醅
酒，红泥小火炉”的小酌情趣。

正所谓，君子爱酒，饮之有
道。不同时节当有不同的喝酒之
道，立冬作为养生、滋补的季
节，喝酒也有些许讲究。

对于冬季饮酒养生来说，酒
的品质就十分重要，同里红黄酒
甄选优质糯米与太湖水精心酿
造，适量饮用还有解乏、暖身、
促进血液循环等功效，简直是酒
友的冬季必备。

饮酒，更多的是一种心情，
而小酌既能享受喝酒的愉悦，细
细品味酒中味道，也能让你在微
醺之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黄酒是温性的，古人喝酒一
般要“烫”一下再喝，这样更能
发挥黄酒的暖身作用。初冬之
际，昼短夜长，在白天忙碌一整
天之后，夜晚约几位亲朋，围着
火炉温一壶同里红黄酒，相约把
盏，细细品酌。

当然切勿将不同酒混合饮
用，冬季本是养身之际，而多种
酒混杂饮用会产生一些有害成
分，导致身体产生不良反应，反
而不利于身体健康。

浓秋还未细品，萧瑟冬天已
经来到。既然如此，不如为自己
斟满一杯同里红黄酒，在点滴醇
香围绕中，给初冬的生活增添一
丝鲜活滋味。入冬的第一杯酒，
你安排上了吗？

（作者系苏州同里红酿酒股
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入冬的第一杯酒
乐军

本报讯 11 月 15日，2020
年“中信银行杯”苏州市国际象
棋精英赛在吴江思贤小学南校区
举行，来自全市的近百名棋手参
加了比赛，这既是苏州今年首次
举办线下国际象棋赛事，也是吴
江首次承办该类赛事。

竞赛共分为无级、初级、中
级、高级和公开等五个组别，汇
集了苏州本土多名高水平棋手。
经过一天五轮激烈的角逐，各组
前八名棋手全部揭晓。期间，赛
场内暖意融融，棋手们不仅互相
切磋棋艺，也尽情享受比赛带来
的乐趣。此次竞赛不仅是苏州各
地区国际象棋实力的对抗，也是
本土国际象棋团体间的交流活
动。

据悉，该赛事由苏州棋院和

吴江区体育总会支持，吴江区国
际象棋协会和思贤实验小学主
办，中信银行吴江支行冠名。赛
事组委会严格按照比赛规程要
求，全力做好场地、安保、卫
生、志愿服务等方面工作，确保
了赛事的成功举办。 （俞文杰）

2020年“中信银行杯”
苏州市国际象棋精英赛举行

秋阳铄金万物秀，饱览秋
色正当时。来到盛泽镇沈家
村，满目葱绿，惠风吹拂，成
片的树木泛起绿浪，农家宅前
屋后栽种花木，粉墙黛瓦的农

舍、红瓦的别墅点缀其间，构
成静谧的氛围。沈家坝河蜿蜒
南北，好一派江南水乡明丽图
景。

曾记得，十几年前，村民

们在党支部的领导下，进行新农
村建设，守住沃壤这只喷金吐玉
的“聚宝盆”，呵护生态“大氧
吧”，建桥铺路通四方，苗木产
业红火，观赏道旁树出口欧盟名
声响。如今更上一层楼，美丽乡
村映眼帘。穿过牌楼，巧遇绿化
员徐大伯，在他的热心引导下，
按游览指示牌线路浏览美景。

首先来到植物科普园，这个
园占地12万平方米，展示的植
物达百余种，主要有血红枫、金
贵黄枫、蝴蝶枫等代表性的槭属
科植物，树上挂有介绍该树习性
的说明卡片。我们在享受自然美
景的同时，还获取了有益的植物
科普知识。沿河而行，环顾村
河，水清岸绿，徐大伯说：“这
是去年建起的景观护栏，你看河
里还种着花草呢！村里还建起了
日处理200吨的生活污水处理
厂。”一路走来一路看，临水而

筑的民舍洁净，新建的建筑群
中，保留着古老的民居，有的开
店铺，有的作为历史遗存，存放
旧式农具、猪槽，留住乡愁。修
葺一新的“沈求我故居”赫然在
目，曾居住过民革中央副主席沈
求我，里面陈设家具，展出其生
平事迹，表达家乡人对这位爱国
人士的敬意与怀念。

在浜底，有一座梁式石桥，
名曰“安民桥”，桥长21米，宽
1.7米，高3米，这座苏州市控
制保护建筑见证了一百多年的
沧桑变化。桥有楹联曰：“四方
归市庆安行，十月成梁无病
涉。”既点明建桥的安民功能，
又表达了人们美好的愿景。如
今，愿景成了现实，村民走上
富裕路，故在其旁建“富民
亭”以志纪念。

在绿树丛中，一棵“树王”
参天，百年樟树十分显眼，树冠

如云，荫庇草地如茵，树干粗壮
挺拔，枝繁叶茂，格外俊逸。周
围几亩鲜花绽放，五彩缤纷，迎
风摇曳，分外动人。而最养眼的
要数花果并茂的栾树，入秋后，
树梢吐出密密麻麻的黄色细花，
有的枝头已挂上粉红色的果实，
犹如三棱形的“小灯笼”，在繁密
的绿叶映衬下，红、黄、绿三色
斑斓，引人驻足观赏。

徐大伯告诉我，村上建起几
家农家乐和宴会厅，接待游客。
他的话勾起我的回忆，记得曾在
该村一家农家乐里就餐，那里池
沼四周建有假山小桥，亭台楼
阁，细流潺潺，在那里就餐，简
直是一席园林里的宴会。

短暂的秋游，在沈家村体验
了远离喧嚣的清新田园生活，感
受了久违的宁静空间，享受了天
然的“氧吧”，正如陶渊明所言，

“复得返自然”，乐在其中啊！

沈家村秀色可餐
杨传泳

天气转冷，吃一餐暖暖的牛
肉餐，美味和友情相伴，该是多
么牛的一件乐事。周末，听说高
新路邻里中心新开了一家“功
牛”。我忙着呼朋唤友，陈姐特
地从平望开车过来，和我一起开
启美食之旅。

我们要了一个火锅，够两三
人的食量。汤水先上，我已感觉
到了一股牛肉和中药的混合鲜
香。

先喝汤。一勺又一勺，我们
在牛肉汤带来的味蕾享受中聊家
常。陈姐是个优雅的人，热爱生
活，经常为了一个喜爱的地方，
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她看过
的山水，她吃过的美食，估计我
一辈子都赶不上了。她对于这
汤，给出了很好的评价，让我觉
得这次聚餐的提议，很有眼光和
创意。

“功牛”是来自晋江的一个
餐饮品牌，吴江店负责人介绍，
这个品牌是他挑选后引入的，寓

意十年深耕，功牛尚浅；但求一
日，牛气冲天。

我们选择了简餐一顿饭，我
很看重“功牛”制作的好章法。
闽南萝卜饭、炖汤牛肉、招牌牛
肉羹、手打牛肉丸、红烧牛排、
牛肉火锅，这么多有特色的菜
品，真想都尝个遍。

环境很重要，店内，很多食
客似乎都是周边写字楼的职员。
能把中式正餐吃出欧式感，我还
是第一次感受到。我很喜欢这样
的调性。

很多年轻人也来品尝“功
牛”菜品的美味，而我酷爱店里
的柠檬茶。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
把一大瓶子的柠檬茶全部喝到肚
子里的，因为我不是一个喜欢在
外面喝很多饮料的人。

楼上的年轻人吃到欢处，已
经把快乐的氛围散到了安静的楼
下。我和陈姐对视，也为这份快
乐所感染。我心中的好奇让我向
店主打听起了品牌的故事。

1998年的春天，一个来自
农村的瘦弱少年阿事，带着一
炉、两桌、四板凳，在飘着绵绵
春雨的福建安海东大街夜市上，
支起了一个小小的路边摊位，

“功牛”的雏形诞生在了夜市中。
创业的激情从此在阿事的心

中燃烧。他有个愿景，想做泉州
牛肉第一品牌。他有个使命，要
让顾客吃好，让员工过好日子，让
企业办得更好。这，需要用优质食
材，用真心真意，用持之以恒，用
规划创新，才能办到。

感恩，勤奋，学习，担当，
奉献。“功牛”人相信：爱拼才
会赢，用功才会牛。他们用双手
改变命运。2005年，侨光路第
一家“功牛”门店营业。2020
年11月13日，“功牛”吴江店
开业了。

15年，从福建晋江到苏州
吴江，“功牛”用汤、饭、卤
水、小菜、火锅5个品类，为大
众送来了闽南特色的菜系。我们

吃过很多做法的牛排，吃古法烹
饪、用料考究又下功夫的地道闽
式烹牛菜系还是第一次。这也是
我第一次感受到牛肉可以做得如
此鲜嫩美味，甚至连一碗萝卜
饭，也能这样好吃，难怪“功
牛”刚开张就获得了众多食客的

青睐。
高品质的服务，超优质的空间

氛围，“功牛”已经改变了我们固有
的消费认知，带来了独特而富有文
化的用餐体验。一场朋友间的欢聚
还带来了对食文化的了解，这个深
秋变得充满了温情，身心暖暖。

在“功牛”体验深秋食味
兰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