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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人与蟹食食话话

韩韩浩浩月月

在大城市，交通出行是大问题，为了奔赴某个地方，
为了赶回蜗居，很多人在城市里体会到了“在路上”的感
觉。

在北京住了 18 年，交通方式发生了很多次变化。最
初几年，在北京出行主要依赖公交，那时我住在还没发展
起来的郊区，每天早晨走出小区门的时候，要等二三十分
钟，才会看到一辆破旧的绿色公交，一颠一颠地驶过来，
中间转乘一次到国贸。国贸那时是 CBD ，也是公交换乘
中心，住在东边的人们，总是先到那里，再往四处散去。
2000 年的时候，国贸桥下就有拼车回通州的了，领先顺
风车概念最少 15 年，每当夜色降临，国贸桥下总有司机
吆喝“回通县，回通县，有大座，有大座”。

中间几年，因工作单位变化，坐地铁的时候更多，
2005 年之前的北京地铁，不像现在这么挤，虽然座位时
常是满的，但起码通道不是人挨人。在地铁月台等车的时
候，或者穿行漫长的地铁通道的时候，总会有音乐传来，
放得最多的是班得瑞(Bandari)的曲子，曲名大概是《安
妮的仙境》或者《春野》，后来的地铁，就极少听到有音
乐放了，有音乐的地铁，显得缓慢而安静。

再就是前几年，国外那家网约车公司进入北京的时
候，开始习惯乘坐网约车，那时候的网约车，车干净，司
机礼貌，车上备有矿泉水和充电线，如果带着行李的话，
会主动帮打开后备箱，拎行李。有那么两三次，和司机聊
得比较愉快，车到半程司机就点了结束行程——— 没别的意
思，司机的想法是本来也不靠这赚钱，就图一高兴。

上述种种，提升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缓解了社会氛
围的焦虑，有那么几个瞬间，因为这家网约车公司，我险
些爱上这座城市了。

我就是在这一时期，当了一次顺风车司机的。那天晚
上路过大望桥，刚好是下班高峰，桥下满是脸色焦急等待
回家的人们。转弯的时候，车开不动，于是有人理所当然

地把我的车当成想顺路拉几个活的顺风车了，有个小伙
子敲车窗，问“走不走？”犹豫了一下，还是给车门解
了锁，说，“回通州，走。”

三个男乘客瞬间就坐了上来，准备出发的时候，又
有一个女乘客敲车窗，三位男士短暂地交换了一下意
见，然后坐在副驾那位，很绅士地挤到了后面，把单独
的位置让给了女乘客。在缩短沟通成本、迅速达成统一
意见方面，北京的乘客效率是非常高的。

车上京通高速，有位男乘客问，“多少钱一位？”
答，“不要钱。”问话的男乘客显然有种被噎住了的感
觉，另一位接话，“为啥不要钱？”答，“就是顺路而
已。”男乘客们不再说话，开始闲聊起来。到了收费站
的时候，每人不约而同地拿出十元钱，说要交高速费，
“这个您得收，不能让您出过路费”，我说，“真不
用……”

结果车里出现了类似于饭馆中抢埋单的一幕，四个

男士你推我搡，嘴里不停说着客气的话，那个女乘客倒
是没参与进来，微笑着在一边看戏。出于安全起见，这
一幕最后也不过持续了几十秒，就差收费员高喊一声，
“别抢了，这单我送！”

过了收费站，气氛不算融洽，多少有点尴尬，乘客
不自在，司机也不自在。我想，大家都觉得破坏了市场
秩序，以及这个城市年轻人之间形成的默契。

对了，我不是年轻人，我是中年人，他们才是年轻
人。在他们看来，这个大他们十来岁的中年人有点奇
怪。

还好，女乘客给了中年司机一个面子，说了句“谢
谢”笑吟吟地下车走了，三位男乘客为了避免我多绕
路，约定在一个站点共同下车，下车的时候，最先敲窗
的小伙子在手挡的位置放下了十元钱，“大哥，这是高
速费，请您收下”。几天后，在后座两侧车窗的放置东
西的那个位置，分别发现了一张十元钞票，是另外两位
男乘客的。

把那两张十元钞票收起来的时候，我沉默了一会。
有感动，也有别的一点说不清的情绪。

不管怎样，拥挤在这个城市的人们，都在按照他们
遵循的方式、向往的方向，努力地活着，他们不吝啬释
放善意，但更愿意建立一个大家都认同的规则，然后在
这一规则下，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位置——— 这是为什
么，人们要到大城市中来的缘故。

我想起某一年暴雨，社交媒体上有人号召家里有越
野车的人，去机场免费接送乘客，我认识的一位胖子导
演，在那天晚上奔波了一夜。也记得报纸上写过一个
人，在几年的时间里，坚持上下班以及出去办事的路上
免费顺风捎带乘客。

这些，其实都不算故事，而是发生在路上的最为普
通平常的事情，我也相信，类似的事情现在依然在默默
地继续着，像汪峰在歌词里写的那样，“相互告慰和拥
抱”。

路上的美好随随感感

马马斗斗全全

蓝蓝天天下下的的草草原原，，尤尤其其是是与与雪雪山山相相连连的的草草原原，，对对内内地地人人来来说说，，是是十十分分
向向往往的的景景色色。。

因因新新疆疆伊伊犁犁哈哈萨萨克克自自治治州州一一项项文文化化活活动动，，我我与与几几位位诗诗友友来来到到了了天天
山山外外这这片片神神奇奇的的土土地地，，饱饱看看了了多多处处草草原原与与雪雪山山，，真真是是一一番番绝绝美美的的享享受受。。

来来此此之之前前只只想想象象草草原原与与雪雪山山之之美美，，从从未未想想过过草草原原的的夜夜晚晚会会是是什什么么样样子子。。

到到后后方方知知，，草草原原的的夜夜，，更更美美，，更更能能感感受受草草原原之之美美。。

伊伊犁犁的的草草原原，，有有一一处处叫叫可可克克达达拉拉的的地地方方，，因因被被誉誉为为““东东方方小小夜夜曲曲””的的
《《草草原原之之夜夜》》产产生生于于此此而而出出名名。。在在可可克克达达拉拉，，哈哈萨萨克克毡毡房房，，已已在在此此工工作作多多
年年的的刘刘亚亚丽丽女女士士主主动动为为我我们们唱唱了了《《草草原原之之夜夜》》。。热热情情而而动动听听的的歌歌声声，，分分明明
使使人人感感觉觉到到她她对对草草原原的的无无限限深深情情。。那那场场景景，，那那情情味味，，令令人人难难忘忘。。虽虽然然此此前前
曾曾听听过过一一些些明明星星歌歌手手唱唱这这首首歌歌，，但但都都没没有有在在可可克克达达拉拉听听刘刘亚亚丽丽歌歌唱唱这这
样样打打动动人人心心。。我我无无端端觉觉得得，，明明星星演演唱唱《《草草原原之之夜夜》》属属娱娱乐乐，，而而刘刘亚亚丽丽唱唱《《草草
原原之之夜夜》》，，是是对对草草原原的的真真心心热热爱爱与与赞赞美美，，更更是是对对文文化化的的敬敬重重，，这这本本身身即即是是
一一种种文文化化。。说说这这话话对对田田震震等等歌歌手手似似是是一一种种唐唐突突，，但但这这是是我我真真实实的的感感觉觉。。

所所以以当当时时即即有有诗诗一一首首赠赠刘刘女女士士：：““宛宛若若深深情情唱唱故故园园，，旧旧歌歌一一曲曲似似新新翻翻。。天天
涯涯归归去去遥遥遥遥里里，，知知每每因因君君忆忆草草原原。。””

在在可可克克达达拉拉，，塑塑有有《《草草原原之之夜夜》》歌歌词词作作者者张张加加毅毅像像，，还还有有图图片片展展示示，，
甚甚至至有有仿仿照照其其所所居居而而建建的的窝窝棚棚，，以以纪纪念念他他对对可可克克达达拉拉草草原原的的贡贡献献。。草草原原
上上的的人人们们对对文文化化格格外外重重视视，，对对于于曾曾为为草草原原做做出出贡贡献献的的文文化化人人，，总总是是怀怀着着
感感激激之之情情。。王王蒙蒙故故居居在在距距此此不不远远处处，，听听说说也也已已修修整整，，以以感感谢谢王王蒙蒙对对草草原原
的的文文化化贡贡献献。。

大大概概因因为为人人们们白白天天只只是是游游览览，，只只有有到到夜夜晚晚，，才才有有时时间间回回味味、、谈谈论论，，从从
容容思思考考，，所所以以我我觉觉得得，，草草原原的的夜夜晚晚，，才才能能使使观观赏赏与与文文化化结结成成一一体体。。所所以以我我
们们的的晚晚饭饭时时间间很很长长，，每每每每要要闲闲聊聊、、谈谈论论、、交交流流好好几几个个小小时时。。对对草草原原的的感感悟悟，，
一一些些知知识识的的了了解解，，一一些些问问题题的的探探讨讨，，包包括括诗诗稿稿的的推推敲敲，，多多在在茫茫茫茫夜夜色色里里。。

我我们们还还在在非非常常美美丽丽的的唐唐布布拉拉草草原原住住过过一一夜夜。。空空旷旷的的草草原原上上，，一一家家小小
客客栈栈，，一一个个餐餐厅厅，，不不多多的的客客房房，，组组成成了了绝绝妙妙的的唐唐布布拉拉之之夜夜。。那那天天晚晚宴宴，，尼尼勒勒
克克主主人人热热情情可可感感，，座座中中汉汉哈哈回回蒙蒙朋朋友友相相得得甚甚乐乐。。客客栈栈的的服服务务员员，，或或许许就就是是
老老板板娘娘，，一一位位中中年年蒙蒙古古族族妇妇女女，，为为我我们们献献歌歌十十来来曲曲，，多多为为赞赞美美友友谊谊和和祝祝福福
之之歌歌。。那那不不是是一一般般的的唱唱歌歌，，而而是是高高水水平平的的演演唱唱，，令令人人惊惊奇奇，，而而使使晚晚宴宴成成为为
欢欢乐乐无无比比的的晚晚会会，，我我的的诗诗有有““主主客客相相亲亲满满座座哗哗””之之句句，，可可以以想想见见其其情情形形。。其其
他他几几位位诗诗友友也也都都有有诗诗记记之之。。我我说说有有幸幸偶偶遇遇这这样样一一位位歌歌手手，，竟竟唱唱得得如如此此好好。。

有有人人告告诉诉说说，，她她的的丈丈夫夫唱唱得得更更好好，，这这几几天天接接受受邀邀请请去去外外地地演演唱唱了了。。

那那晚晚，，虽虽然然已已很很累累，，但但我我还还是是睡睡得得很很迟迟，，尽尽情情享享受受草草原原之之夜夜，，感感受受空空
旷旷与与博博大大，，体体味味清清新新与与静静谧谧。。我我的的感感觉觉告告诉诉我我，，草草原原之之夜夜，，不不是是荒荒凉凉，，没没
有有寂寂寞寞，，而而意意趣趣盎盎然然，，并并且且更更多多文文化化。。

当当地地的的杨杨红红女女士士希希望望我我们们每每人人至至少少为为唐唐布布拉拉或或尼尼勒勒克克写写一一首首诗诗。。这这
个个要要求求太太低低了了，，却却又又显显得得太太重重了了。。以以前前不不论论到到何何处处，，作作诗诗是是很很自自然然的的事事，，
这这次次却却使使人人有有接接受受重重托托的的异异样样之之感感。。虽虽然然水水平平有有限限，，但但我我肯肯定定会会用用心心认认
真真地地写写，，而而且且会会写写好好几几首首。。《《唐唐布布拉拉草草原原之之夜夜》》，，即即记记录录了了唐唐布布拉拉草草原原和和草草
原原之之夜夜的的切切实实感感受受：：““遥遥天天雪雪岭岭西西望望久久，，万万里里今今来来一一放放歌歌。。如如画画山山川川供供俯俯
仰仰，，宜宜人人风风物物耐耐消消磨磨。。鸟鸟声声歇歇后后星星芒芒近近，，夜夜色色丽丽时时诗诗思思多多。。好好梦梦为为留留尼尼勒勒
克克，，他他年年寻寻访访定定重重过过。。””与与其其他他几几首首，，不不知知能能否否向向杨杨红红女女士士交交卷卷。。

临临离离开开伊伊犁犁时时，，在在伊伊宁宁市市的的东东城城花花园园湿湿地地边边，，看看到到排排列列有有序序的的砖砖砌砌
之之基基，，我我问问这这是是做做什什么么用用的的，，当当地地朋朋友友告告诉诉我我，，是是按按设设计计预预留留的的树树碑碑之之
处处，，镌镌刻刻优优秀秀诗诗篇篇。。并并说说：：希希望望各各位位能能有有歌歌颂颂草草原原的的好好诗诗，，刻刻于于这这里里。。闻闻
之之真真令令我我们们这这些些被被称称作作诗诗人人者者倍倍生生敬敬畏畏之之心心。。草草原原人人们们对对文文化化的的重重视视
与与热热爱爱，，真真是是令令人人感感动动。。

自自从从北北京京直直飞飞伊伊宁宁的的航航班班开开通通后后，，内内地地与与伊伊犁犁的的距距离离更更近近了了。。““他他
年年寻寻访访定定重重过过””，，为为了了伊伊犁犁的的风风物物，，伊伊犁犁的的朋朋友友，，更更为为伊伊犁犁的的草草原原之之夜夜，，
我我会会重重到到的的。。

草原之夜

走走读读

张张丰丰

自从我把书房搬到一个新小区后，吃饭就成了问
题。每天中午，我都准时下楼，像在大学时奔向食堂一
样，去下面的小馆子吃饭。

可以选择的不多。最初只有两家店，一家是面馆，
名字叫“家里面”。这是很好的名字，给人造成的印
象，仿佛就像在家吃饭一样放心。这家面店是我吃饭的
首选，以至于每次一进门，不用开口，店员都会帮我喊
出“三两牛肉面，一份蔬菜。”

虽然名字给人以家的温馨，但是这家店却不是夫妻
店，而是几个年轻人的创业项目。他们与外卖平台合
作，每天都有一些穿着制服的小哥前来取餐。有时候已
经中午一两点，仍然有小哥过来，“一两鸡杂面”。店
员的态度仍然温柔可亲，不会为这么小的单子丧气，因
为小店的生意并不算好，任何一个订单，都是值得珍惜
的。

这家面馆的左手边，是一家“黄焖鸡”。进去才发
现，它和市面上那种“黄焖鸡米饭”连锁很不同，售卖
的并不是快餐，而是自己做的一种鸡肉。和那些连锁店
相比，这家“黄焖鸡”在装修上更有网红店气质，有一
个阁楼，店员也是很文艺的女生。

和我料想的差不多，这家店做的鸡味道很一般。女
店员衣着时尚，看上去不像是做餐饮的。阁楼是非常失
败的设计，空间狭小，楼梯陡峭。主打菜品“黄焖鸡”
是含汤的炖品，对服务员来说，要把滚烫的鸡汤端上阁
楼，是相当危险的事情。所以，店员都鼓励客人坐在楼
下的位置，这也让阁楼失去了吸引力。

这家店最根本的问题是形式大于内容。这是一个新
楼盘，虽然有一个写字楼，但是“白领”并不多，来吃
饭的大多是装修工人。他们对文艺风或者小资情调完全

无感，看中的其实是饭菜的分量和口味，这恰恰是“黄
焖鸡”的短板。我只去过店里一次，那个时间也就我一
个客人。店里的音乐很动人，但是却有一点诡异的气
氛，午餐时间，实在太过冷清了。

后来，在“家里面”的右手边又开了一家“绵阳米
粉”。这是一对中年夫妻开的店，他们完全没有品牌意
识，“绵阳米粉”只是一种地方特色餐饮，最起码也应
该在前面加一个“李记”之类，但是老板却并不讲究这
些。他们的店招，最直接地呈现了店里的食物，那是他
们唯一能做的，也是在这个世界上最有把握的东西。

“老板”是人们对小餐饮主理者的称呼，但是在
“黄焖鸡”里你不好意思喊这么俗的词，只能喊“美
女”或者“小姐”。真正地道的餐饮老板，是充满烟火
气的，身上有油渍的，体型也要胖胖的，这几项，米粉
店老板都符合。

米粉店只做米粉和面，根据臊子的不同，又变化出

十几种口味。臊子早已做好，把面或者米粉煮好，添加
即可。老板娘负责煮面，她老公则负责随时清理和打
扫。店里没有收银员，一个二维码就解决了问题。也没
有端菜的工人，老板娘把面煮好，放在柜台上，客人根
据自己口味，往里添加辅料，包括葱花、韭菜、香菜(虽
然当下价格昂贵，但是从未缺失)，老板娘会提醒，“还
有酸菜，味道很好。”

夫妻两人完全不懂互联网，没有在外卖平台注册，
二维码也是孩子过来帮忙设计的。但是，这家店似乎更
符合互联网精神，每个客人都要站在柜台边，为美好的
午餐画上最后一笔，然后自己端到座位上。这个仪式，
让人感到亲切和放松，你可以看清操作间的一切，也可
以和老板娘聊上几句。

当然，老板夫妇并不懂什么互联网思维，这也不是
什么共享的套路。他们的立店根本，是相信自己煮饭的
手艺。这家店的生意是最火爆的，每次听老板娘喊出
“牛肉没了，排骨也没了，只有鸡杂和碗杂”的时候，
你都能感受到她的自豪。手艺才是餐饮小店的灵魂，而
客人的胃，也最不容易被概念所忽悠。

在成都有不少这样的餐饮小店，有的经营了好几十
年。这种老店的老板，通常都有一些冷漠，不会刻意讨
好进店的客人，也不会想办法进行服务升级。他们最在
意的是守护住自己的风味，让老客人们不至于迷失。这
里有某种神秘的对“专业性”的坚守，他们心里有一杆
秤，来评价自己的工作。有时候，他们会对客人说，今
天某个菜不好，因为没有买到好的原料。客人也会点头
称是，这不会影响他们下一次进店消费，因为这几乎是
一种生活习惯了。

所谓的“老成都“，大概就是这样的。它是经过时
间考验后沉淀下来的东西，终归是难以捕捉也难以概括
的，因为这关乎人心，也关乎内在的尊严感。

小店的灵魂

“ 有不少这样的餐饮小店，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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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郑学学富富

《《晋晋书书》》记记载载，，毕毕卓卓少少年年时时就就放放达达不不拘拘，，当当上上吏吏部部郎郎
之之后后，，经经常常饮饮酒酒而而废废弃弃公公事事。。有有一一次次，，邻邻居居酿酿好好新新酒酒，，毕毕
卓卓因因醉醉酒酒晚晚上上到到酒酒瓮瓮中中盗盗酒酒喝喝，，被被管管酒酒的的人人抓抓获获用用绳绳捆捆
缚缚，，天天明明一一看看，，竟竟是是毕毕吏吏部部，，遂遂为为其其松松绑绑。。而而毕毕卓卓却却拉拉着着
主主人人在在酒酒瓮瓮旁旁宴宴饮饮，，喝喝醉醉后后方方散散去去。。他他曾曾说说““得得酒酒满满载载百百
斛斛船船，，四四时时甘甘味味置置两两头头，，右右手手持持酒酒杯杯，，左左手手持持蟹蟹螯螯，，拍拍浮浮
酒酒船船中中，，便便足足了了一一生生矣矣！！””旷旷达达闲闲适适之之态态溢溢于于言言表表。。古古代代
文文人人把把赏赏菊菊、、持持螯螯、、饮饮酒酒、、赋赋诗诗，，视视为为高高雅雅之之事事。。李李白白也也
在在《《月月下下独独酌酌》》中中写写道道：：““蟹蟹螯螯即即金金液液，，糟糟丘丘是是蓬蓬莱莱。。且且
须须饮饮美美酒酒，，乘乘月月醉醉高高台台。。””诗诗仙仙月月下下持持螯螯举举觞觞、、一一醉醉方方休休
的的豪豪放放高高傲傲之之状状跃跃然然纸纸上上。。

文文人人善善饮饮酒酒，，而而蟹蟹又又是是下下酒酒佳佳肴肴。。当当年年隋隋炀炀帝帝在在巡巡幸幸
江江南南时时曾曾称称螃螃蟹蟹为为第第一一美美味味，，还还设设计计出出一一道道名名菜菜““镂镂金金龙龙
凤凤蟹蟹””。。民民间间也也有有““螃螃蟹蟹上上桌桌百百味味淡淡””““一一蟹蟹压压百百菜菜””之之
说说。。尤尤其其是是金金秋秋季季节节，，稻稻谷谷飘飘香香，，鱼鱼肥肥蟹蟹美美，，是是食食螃螃蟹蟹的的
大大好好时时节节。。明明朝朝文文学学家家、、书书画画家家徐徐渭渭曾曾在在一一幅幅蟹蟹图图上上题题了了
一一首首诗诗：：““稻稻熟熟江江村村蟹蟹正正肥肥，，双双螯螯如如戟戟挺挺青青泥泥，，若若教教纸纸上上
翻翻身身看看，，应应见见团团团团董董卓卓脐脐。。””此此时时的的螃螃蟹蟹能能肥肥到到什什么么程程度度
呢呢？？比比东东汉汉奸奸雄雄董董卓卓的的肚肚脐脐还还肥肥。。董董卓卓硕硕丰丰膏膏，，吕吕布布杀杀
之之，，弃弃尸尸于于市市。。守守尸尸的的官官吏吏用用芯芯子子点点上上火火放放在在董董卓卓肚肚脐脐眼眼
里里，，““光光明明达达曙曙，，如如是是积积日日””。。唐唐代代诗诗人人殷殷尧尧藩藩即即使使在在病病
中中还还念念念念不不忘忘蟹蟹的的美美味味：：““重重阳阳开开满满菊菊花花金金，，病病起起支支床床惜惜
赏赏心心。。紫紫蟹蟹霜霜肥肥秋秋纵纵好好，，绿绿醅醅蚁蚁滑滑晚晚慵慵斟斟。。””无无独独有有偶偶，，
宋宋代代文文学学家家欧欧阳阳修修在在病病榻榻上上仍仍不不能能忘忘怀怀肥肥美美的的螃螃蟹蟹，，他他在在
《《病病中中代代书书奉奉寄寄圣圣俞俞二二十十五五兄兄》》一一诗诗中中写写道道：：““忆忆君君去去年年

来来自自越越，，值值我我传传车车催催去去阙阙。。是是时时新新秋秋蟹蟹正正肥肥，，恨恨不不一一醉醉
与与君君别别。。””黄黄庭庭坚坚更更是是对对螃螃蟹蟹情情有有独独钟钟，，他他《《次次韵韵师师厚厚
食食蟹蟹》》一一诗诗中中咏咏叹叹：：““海海馔馔糖糖蟹蟹肥肥，，江江醪醪白白蚁蚁醇醇。。每每恨恨
腹腹未未厌厌，，夸夸说说齿齿生生津津。。””宋宋人人强强至至曾曾感感慨慨说说：：““何何时时却却
挂挂吴吴淞淞帆帆，，霜霜蟹蟹初初肥肥恰恰新新稻稻””。。方方岳岳也也有有““草草卧卧夕夕阳阳牛牛
犊犊健健，，菊菊留留秋秋色色蟹蟹螯螯肥肥””的的诗诗句句。。

苏苏轼轼与与常常州州丁丁公公默默为为同同科科进进士士，，友友谊谊甚甚笃笃，，苏苏轼轼在在
任任湖湖州州太太守守期期间间，，曾曾寄寄诗诗丁丁公公默默，，丁丁为为表表达达感感激激之之情情，，
送送来来了了蝤蝤蛑蛑((梭梭子子蟹蟹))。。于于是是，，苏苏轼轼写写了了一一首首名名为为《《丁丁公公
默默送送蝤蝤蛑蛑》》的的诗诗，，尾尾联联是是““堪堪笑笑吴吴兴兴馋馋太太守守，，一一诗诗换换得得

两两尖尖团团””。。尖尖团团指指雄雄蟹蟹和和雌雌蟹蟹。。苏苏轼轼打打趣趣地地说说由由于于自自己己
““馋馋””，，用用““诗诗””换换来来了了““尖尖团团””。。苏苏轼轼一一生生仕仕途途坎坎
坷坷，，颠颠沛沛流流离离，，数数次次流流放放蛮蛮夷夷之之地地，，螃螃蟹蟹给给他他带带来来了了精精
神神慰慰藉藉和和快快乐乐。。他他曾曾经经感感慨慨道道：：““左左手手持持蟹蟹螯螯，，举举觞觞瞩瞩
云云汉汉。。天天生生此此神神物物，，为为我我洗洗忧忧患患。。””南南宋宋爱爱国国诗诗人人陆陆游游
是是个个美美食食家家，，爱爱啖啖螃螃蟹蟹加加美美酒酒，，他他曾曾在在《《糟糟蟹蟹》》一一诗诗中中
写写道道：：““旧旧交交髯髯簿簿久久相相忘忘，，公公子子相相从从独独味味长长。。醉醉死死糟糟丘丘
终终不不悔悔，，看看来来端端的的是是无无肠肠。。””而而另另一一首首写写得得更更是是妙妙趣趣横横
生生：：““传传方方那那鲜鲜烹烹羊羊脚脚，，破破戒戒尤尤惭惭擘擘蟹蟹脐脐。。蟹蟹肥肥暂暂擘擘馋馋
涎涎堕堕，，酒酒绿绿初初倾倾老老眼眼明明。。””见见到到螃螃蟹蟹，，馋馋得得口口水水淌淌了了下下
来来；；闻闻着着酒酒香香，，昏昏花花的的老老眼眼亮亮了了起起来来。。清清代代戏戏剧剧家家李李渔渔
嗜嗜蟹蟹如如命命，，每每年年螃螃蟹蟹未未出出时时，，他他就就将将钱钱储储存存起起来来，，等等待待
螃螃蟹蟹上上市市。。家家人人笑笑其其““以以蟹蟹为为命命””，，他他自自称称购购蟹蟹的的钱钱为为
““买买命命钱钱””。。““买买命命钱钱””。。诗诗人人袁袁枚枚是是个个美美食食家家，，他他在在
《《随随园园食食单单》》说说：：““蟹蟹宜宜独独食食，，不不宜宜搭搭配配他他物物。。最最好好以以
淡淡盐盐汤汤煮煮熟熟，，自自剥剥自自食食为为妙妙。。蒸蒸者者味味虽虽全全，，而而失失之之太太
淡淡。。””

曹曹雪雪芹芹是是食食蟹蟹专专家家，，他他在在《《红红楼楼梦梦》》第第三三十十八八回回描描
写写了了一一场场螃螃蟹蟹大大宴宴，，借借大大观观园园众众人人之之口口生生动动形形象象地地介介绍绍
了了食食蟹蟹的的方方法法，，如如““自自己己掰掰着着吃吃香香甜甜””““多多倒倒些些姜姜醋醋””
““须须得得热热热热地地喝喝口口烧烧酒酒””““性性防防积积冷冷定定须须姜姜””等等等等。。还还
借借宝宝玉玉之之手手写写道道：：““持持螯螯更更喜喜桂桂阴阴凉凉，，泼泼醋醋擂擂姜姜兴兴欲欲
狂狂。。饕饕餮餮王王孙孙应应有有酒酒，，横横行行公公子子却却无无肠肠。。脐脐间间积积
冷冷馋馋忘忘忌忌，，指指上上沾沾腥腥洗洗尚尚香香。。原原为为世世人人美美口口腹腹，，
坡坡仙仙曾曾笑笑一一生生忙忙。。””嬉嬉笑笑怒怒骂骂间间，，把把螃螃蟹蟹刻刻画画得得
入入木木三三分分、、惟惟妙妙惟惟肖肖，，借借写写螃螃蟹蟹，，以以小小寓寓大大，，咏咏
物物状状情情，，讽讽刺刺现现实实社社会会。。

徐徐一一鑫鑫

即即使使身身处处寒寒冬冬，，他他依依旧旧能能够够感感受受到到那那时时的的酷酷热热，，以以及及汗汗水水覆覆盖盖毛毛
孔孔的的触触感感。。

双双手手揣揣兜兜，，口口中中的的水水汽汽在在冬冬日日的的严严寒寒中中凝凝成成了了晶晶莹莹的的白白雾雾，，在在晨晨
风风中中盘盘旋旋着着上上升升。。在在他他的的面面前前，，是是宛宛如如被被神神之之手手所所抚抚摸摸的的大大地地，，深深浅浅不不
一一的的沟沟壑壑，，宛宛如如叶叶片片上上精精致致的的脉脉络络，，在在黄黄土土地地上上流流淌淌着着。。时时间间是是清清晨晨，，
地地面面上上覆覆盖盖着着一一层层薄薄薄薄的的雾雾，，就就像像是是覆覆盖盖于于美美人人胴胴体体上上的的一一层层薄薄纱纱。。

他他跺跺了了跺跺脚脚，，有有节节奏奏的的撞撞击击声声在在空空荡荡荡荡的的山山间间回回响响着着。。感感受受着着宛宛若若交交
响响乐乐般般和和谐谐统统一一的的节节奏奏，，他他的的嘴嘴角角微微微微上上扬扬。。

没没有有什什么么神神之之手手，，也也不不存存在在什什么么不不劳劳而而获获。。大大地地的的脉脉络络，，只只不不过过是是
人人类类汗汗水水千千百百年年来来冲冲刷刷涤涤荡荡的的结结果果。。

于于是是又又回回到到那那个个夏夏天天，，当当一一切切伊伊始始，，大大地地从从沉沉睡睡中中缓缓缓缓苏苏醒醒。。

他他背背着着手手立立在在高高台台上上，，眉眉头头微微微微上上挑挑，，心心中中的的讶讶异异已已是是不不言言而而喻喻。。

远远处处眺眺望望，，他他所所见见到到的的不不过过是是一一个个个个工工蚁蚁般般劳劳作作的的身身影影。。可可越越是是走走近近着着
一一片片炽炽热热，，就就越越能能感感受受到到其其中中源源自自心心灵灵深深处处的的振振奋奋人人心心的的呐呐喊喊。。他他看看到到
了了挥挥舞舞的的农农具具，，他他看看到到了了汗汗水水，，他他看看到到了了无无数数坚坚毅毅的的灵灵魂魂盘盘旋旋着着，，融融于于
土土中中。。他他感感到到自自己己的的血血脉脉之之中中的的某某种种东东西西正正在在苏苏醒醒，，它它躁躁动动不不安安地地鼓鼓舞舞
着着那那颗颗早早已已炽炽热热的的心心。。它它令令目目光光炯炯炯炯有有神神，，它它令令肌肌肉肉焕焕发发生生机机。。他他感感到到
后后背背沁沁出出了了汗汗珠珠，，像像是是在在皮皮肤肤之之上上奔奔走走的的小小兽兽。。于于是是他他走走下下高高台台，，握握住住
了了那那柄柄像像是是扎扎根根于于土土中中的的锄锄头头。。厚厚实实的的触触感感，，细细腻腻的的包包浆浆，，双双手手握握上上的的
刹刹那那，，他他听听见见了了自自己己的的灵灵魂魂的的欢欢呼呼。。与与生生俱俱来来的的记记忆忆占占据据了了他他的的胸胸膛膛，，
让让他他挥挥起起了了那那个个他他几几乎乎从从未未触触碰碰过过的的器器具具。。千千百百年年来来，，人人类类一一直直都都梦梦想想
着着征征服服他他们们目目光光所所及及的的一一切切，，于于是是农农具具与与武武器器被被创创造造出出来来，，使使人人类类的的火火
种种遍遍布布大大陆陆的的每每一一个个角角落落。。仍仍不不满满足足的的人人们们发发明明了了飞飞机机、、船船舶舶，，于于是是在在
世世界界的的任任何何一一处处都都能能感感受受到到人人类类灵灵魂魂的的温温度度。。可可事事实实上上，，越越是是依依赖赖于于机机
器器，，人人与与自自然然便便越越是是渐渐行行渐渐远远。。在在他他将将锄锄头头嵌嵌入入地地面面的的刹刹那那，，他他突突然然间间
明明白白了了这这个个看看似似容容易易却却又又困困扰扰了了人人们们上上千千年年的的问问题题。。

阳阳光光依依旧旧不不依依不不饶饶地地灼灼烧烧着着一一切切，，汗汗水水垂垂在在鼻鼻头头、、发发梢梢，，模模糊糊了了双双
眸眸。。他他能能清清晰晰地地感感受受到到体体内内被被一一丝丝一一毫毫抽抽取取的的活活力力。。可可正正是是这这种种自自身身
体体发发出出的的呐呐喊喊，，更更是是激激起起了了他他灵灵魂魂当当中中的的桀桀骜骜不不驯驯。。他他注注意意到到了了身身旁旁
银银白白色色的的胡胡须须，，以以及及那那种种与与自自然然搏搏斗斗了了几几世世几几代代，，无无所所畏畏惧惧的的神神情情。。这这
种种神神情情给给予予了了他他渴渴望望，，以以及及更更为为强强大大的的精精神神燃燃料料。。从从地地下下翻翻出出的的土土壤壤
散散发发出出丝丝丝丝凉凉气气，，抚抚慰慰着着他他焦焦躁躁不不安安的的身身躯躯。。不不知知怎怎的的，，他他抬抬起起了了一一直直
盯盯着着地地下下的的头头颅颅，，才才发发现现眼眼前前已已犁犁出出了了一一条条笔笔直直的的小小径径。。他他神神情情恍恍惚惚
地地看看着着这这条条小小径径，，虽虽说说这这不不过过是是江江浙浙大大地地千千里里平平原原上上一一道道无无关关紧紧要要的的
纹纹路路，，在在他他眼眼中中却却有有着着非非同同寻寻常常的的意意义义。。

他他放放下下锄锄头头，，吐吐出出一一口口积积压压已已久久的的浊浊气气。。

之之后后的的每每天天他他都都会会路路过过那那里里，，他他可可以以看看到到杂杂乱乱无无章章的的黄黄土土坡坡被被规规
则则的的线线条条所所分分割割。。然然后后他他看看到到了了草草皮皮与与鲜鲜花花，，汩汩汩汩的的溪溪水水流流淌淌在在他他所所
奋奋斗斗过过的的小小径径上上。。后后来来，，花花园园建建成成了了。。在在冬冬日日的的严严寒寒中中，，他他回回到到了了这这片片
土土地地。。

之之后后的的很很多多年年，，他他都都在在寻寻找找那那一一日日他他握握起起锄锄头头的的理理由由。。而而如如今今他他站站
在在这这里里，，早早晨晨的的霜霜覆覆盖盖着着大大地地，，远远处处的的山山岳岳虽虽有有衰衰颓颓，，却却仍仍散散发发着着勃勃勃勃
生生机机。。在在寒寒风风中中，，他他的的灵灵魂魂开开始始躁躁动动，，他他似似乎乎感感到到背背上上沁沁出出了了汗汗珠珠，，好好似似
小小兽兽在在皮皮肤肤上上奔奔腾腾。。于于是是他他猛猛然然醒醒悟悟，，那那日日的的冲冲动动，，不不过过是是千千百百年年来来劳劳
动动人人民民血血脉脉的的鼓鼓动动，，以以及及远远处处自自然然宽宽广广的的胸胸膛膛的的诱诱惑惑。。生生活活在在都都市市中中，，
他他的的四四肢肢与与思思维维似似乎乎已已经经逐逐渐渐退退化化，，但但是是当当来来到到这这一一片片朴朴实实无无华华的的田田
地地之之上上，，他他便便拥拥有有了了那那原原始始的的欲欲望望，，征征服服自自然然，，创创造造未未来来的的欲欲望望。。

这这一一刻刻，，他他多多么么希希望望，，手手边边，，有有一一柄柄好好似似扎扎根根于于土土中中的的锄锄头头。。

大 地 脉 络

“ 不管怎样，拥挤在这个城市

的人们，都在按照他们遵循的方

式、向往的方向，努力地活着，

他们不吝啬释放善意，但更愿意

建立一个大家都认同的规则，然

后在这一规则下，每个人都能找

到自己的位置

“ 文人善饮酒，而蟹又是下酒佳

肴。当年隋炀帝在巡幸江南时曾称

螃蟹为第一美味，民间也有“螃蟹

上桌百味淡”、“一蟹压百菜”之说。

尤其是金秋季节，稻谷飘香，鱼肥

蟹美，是食螃蟹的大好时节，也是

文人吟诗的好题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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