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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予淳

大概是这两年的事，我的朋友们(多
为北方人)每次从国内探亲回到纽约，行
李箱中都会给一件东西留着空位：稻香
村的点心盒子。到了纽约，和身边的小伙
伴分而食之，畅叙乡情。

我自己大概是 2013 年冬天第一次
尝试带点心盒子到美国，三年来往返五
六次，就再也未曾中断过了。

每次带到美国的稻香村都是异常宝
贵的。自己先留一些，然后精打细算，分给
朋友。有一年的春节，我父母托一个来纽
约的朋友带了两盒稻香村过来。因为是要
分送的朋友太多，每一份实在分不到几
块。后来去一个朋友家吃年夜饭，没想到
那晚朋友家来了十多个人，我带去的那一
包没能让每人分到一块。但是大伙看见都
兴奋地大叫：“稻香村！”每个人都不舍得
马上一饱口福，而是轮流把盘子托在手
里，开心地和点心合影，然后小心地掰下
一小块放在嘴里咀嚼，和别人交流着自己
最爱吃的品种和口味。此情此景，我方深
深地感叹稻香村在海外游子心中的分量，
也深为没有带够点心而感到不安。

中学的时候学过一篇萧乾的文章《枣
核》，讲的是作者生长在旧北京的东总布
胡同，后来旅居美国。因怀念童年时院中
的那棵枣树，所以托朋友不远万里带来几
颗枣核，试图在美利坚的土地上重建童年
的快乐。幼时读起此文觉得与一般课文无异，想来与自己的生活
相距太远太远，却没料到十数年后也成了对“月是故乡明”体味
最深的一员。

说起稻香村，总会不免和“老北京”“传统”等字眼挂钩。不
过这事如果深究起来，也不怎么能说得清楚。

旧北京的点心买卖，称为“饽饽铺”，大致有三类：满族饽
饽铺、清真饽饽铺和南货铺。单说稻香村的创立者郭玉生就是
金陵子弟，所以稻香村最早经营的是正根儿的南味。它始建于
清光绪二十一年(公元 1895 年)，在 1926 年就因经营不善关
门大吉。1984 年，几个来历也说不太清楚的“老伙计”在国家
工商联牵头下又捡回了“稻香村”这块老匾，重张开业(和苏
州、河北稻香村的注册商标纠纷，这里略过不提)。

稻香村从民国北平时期关张到 1984 年开业，中间隔了
60 年，三代人，可以说这手艺早就断了片。凭借几个所谓的老
伙计打破脑袋琢磨当年的秘方和手艺，是不可能复制百年前
的原味的。于是稻香村开始了改良。这改良，说白了就是大杂
烩。它是又卖南派点心，又卖满族大小八件。上世纪 90 年代，
掌柜们的脑子就更活泛了，又是开卖熟食，又是烟酒糖茶，还
外带电烤羊肉串，逢年过节还来点元宵、粽子和月饼。我一个
在纽约的朋友就说过，他最怀念的不是稻香村的点心，而是那
里的肘子和小肚。

说是旧瓶装新酒，不过这瓶子好像除了商标，也变了样。

唐鲁孙先生在《北平的饽饽铺》中详细记述过旧时北京饽饽铺
的模样：

“第一是柜台外面的左右墙壁，画的都是骑骆驼行围射
猎……第二是放点心的大躺箱，据说是最初饽饽铺用的箱子，
外头都包着一层带毛的牦牛皮，点心放在箱里可以防潮经
久……第三是做点心用的烤炉，用铁链子吊在房梁上垂下
来……”

这与我们心目中的稻香村，着实是两回事。我们心中的稻
香村门店是柜台式的经营，店里的大爷大妈穿着统一的白大
褂工作服，一边给你装点心一边乐呵呵地跟你拉家常。彼时的
稻香村早就由旧时单一的饽饽铺。变成了有鲜明时代印记的
新中国食品零售业的代表。我们今日吃到的稻香村点心，实际
上也是 1984 年以后新旧结合的手艺，不断根据本地口味改良
的成果，与旧时的口味几乎是没有什么关系了。

不过正是因为这种兼容和贯通，让稻香村从那时起扶摇
直上，独占鳌头。事实上 1984 年那一批“拯救”的老字号，做糕
点的还有正明斋、聚庆斋和正隆斋等等，但都没有熬过 20 世
纪而再次关张，个中缘由令人深思。

在那个主食副食都要凭证凭票供应的年代，我们的父母
们的童年实在是于点心不会有多深的感情。而点心这种东西
恰恰是最讨孩子们喜欢的。我们小的时候赶上了稻香村崛起
的时代，从而将童年的幸福和美味深深地印刻在了脑海里。

那时候除了老字号，商店和超市都有点心专柜，卖商家自
制的糕点。一般是当天现做，相比稻香村也便宜一些，我家里
常买来吃。

到了过年才不一样。我小时候亲戚之间串门拜年就比较讲
究送稻香村的点心了。要是去回民家串门，那得去桂香春。我奶
奶家年前会有我父母同事送来一些京八件或者别的点心盒子，
那是我最高兴的时候。年前我就会打开看，不过一块也不舍得
吃，因为点心挤在红色的盒子里花花绿绿的显着喜庆。今年年
前我去拜访一个嫁给美国人的朋友，我带的年货里有一盒糖，
是那种六边形的盒子，分成八个“区”，每个区放上不同品种的
劣质糖。我尝试给那个美国哥们解释说我们现在是不会吃这些
糖了，只是摆在桌子上显着有“年味儿”。也不知道他能不能懂。

对点心盒子的感情，又有一层特殊。要说以前吃不起稻香
村，那是胡说。但是纵使是真馋了，也只能是去门店挑上一两
种喜欢吃的，满足满足。但是在腊月二十七八日，打开点心盒
子的那一瞬间，五颜六色、琳琅满目的各式点心映入眼帘，你
好像就置身在一场稻香村举办的自助餐会中，简直是要什么
有什么、吃多少有多少。即使年后吃了一大半，我总还觉得里
面有数不尽的品种任我挑选，就像莫里兹的《七个铜板》中，穷
苦的作者觉得奶奶的抽屉里永远能找出硬币一样。

其实最难得的幸福感，就是经历从期待转化为现实的感
觉。小时候对过年的感觉，无论是新书新玩具、压岁钱、年夜饭
或者点心盒子，都能给我们这种满足感。

乡愁是有地理界限的，对童年的眷恋却没有。事实上，我
身边不仅仅是北京人专情于稻香村，我身边的天津朋友、东北
朋友从国内回来也会给我们带来那熟悉的红色匣子。有时候
我们也会分给上海朋友，逼着他们夸北京的点心棒。所以我更
愿意说，稻香村是我们这代人共同的美好回忆。

如今新一代的华人开始登上纽约的舞台，稻香村在这里
的影响力与日俱增。每当我们聊起稻香村，总有两个永恒的说
笑。其一是如果稻香村授权我在纽约开一家分店，哪怕只是代
理经销，我现在就辞职；其二是这两年我在纽约吃到的稻香
村，比我这辈子以前吃过的加起来都多。虽然是说笑，但是仔
细想来好像并不是伪命题。

此时的我，与三年前第一次带稻香村来纽约的感觉又有了
不同。我学习了一些营养膳食知识，知道了糖油混合物是“赘
肉”“肚腩”的绝佳来源。而稻香村的点心，大都是大量糖油混合
物烘焙而成，可称得上是卡路里爆表。所以和以前“斤斤计较”

于自己留多少、给别人几块相比，现在我反而坦然得多。回来以
后直接把盒子放在朋友那里，自取自便——— 剩多少我吃多少。

不过，吃完了的空点心盒子我是不会扔掉的。我就看着那
个红色的盒子静静地躺在冰箱的一角。我每天都能看到它，心
里感到无比的踏实。

记者章利新、刘斐

“文章千古事，清气满乾坤。”台湾知名作家林清玄逝世的
消息震动台湾文化界。24 日，林清玄的生前好友、同事以及作
家、读者纷纷发表文章或感言表达追思之情。

林清玄家属 23 日通过有关出版社的社交媒体账号发布
致读者的一封信。信中写道：有一天你不在，我们不会悲伤，因
为知道你去极乐世界，或者你去了琉璃净土，你只是换了一个
地方居住。如果有这样的高度，其实生跟死没什么两样，在我
看起来就是这样子，就好像移民或者搬到别的城市去居住，总
有相逢之日。

“在 20 年前谢谢您一系列的书籍净化了我”“感谢我的青
春里，有你的文字”……在网络社交媒体平台，台湾网友纷纷
留言表达对林清玄的感念之情。

南投县读者陈启浓投书《联合报》表示“感谢林清玄”。
他说，林清玄的文笔流畅，内容不说教，很能打动人心，让人
有一种安定感，其作品给予我们心灵洗涤。“感谢林清玄，用
精练的文字，纯良的主张，陪伴我们度过人生的风风雨雨，
给了我们丰沛的精神力量，去面对许许多多的考验。”

台湾《中国时报》报道回顾了林清玄的成长和写作经历，
称之为“90 年代的心灵导师”。报道称，20世纪 90 年代，台湾
经济起飞，正是需要心灵粮食的年代，林清玄生活化的文字很
能贴近读者心，使得他的读者群很广。

林清玄毕业于台湾世界新闻专科学校，曾在多家媒体任
职。他 20 岁出版第一本书《莲花开落》，之后创作不断，出版著
作超过 200 部。

上世纪 70 年代末，台湾作家朱立熙曾和林清玄一同在
《时报杂志》做专题报道。他回忆说，那时的林清玄“是一支好
笔又是快笔”。每周二深夜截稿前，都会看到他在嘈杂的办公
室里，独自默默地振笔疾书。他一个小时可以写出 2000 至
2500 字，而且字字珠玑让人读来赏心悦目。

在这些专题报道中有渔民、矿工、木雕师傅等。朱立熙
记得，林清玄写木雕师傅，以“长在手上的刀”来形容。“事实
上他本人就是一支‘长在手上的笔’，又利落又好读。”

台北教育大学教授林淇瀁回忆称，林清玄写稿速度甚快，
交稿时间往往提早，字数完全符合。这样的才气和写作能力，
让作为编辑的林淇瀁折服；而林清玄写来的稿子总是字迹清

秀端正，读来顺眼，文辞清畅，结构严谨，也从无错字。“我拿到
稿子，看过一遍，几乎不用修改，就可发稿。”

因为写稿快、交稿及时，而且文字严谨，林清玄曾被称为
“文学公务员”。他曾透露，初中时就每天坚持写作 1000 字，
高中增加到 2000 字，大学开始不管多忙每天坚持写 3000
字。得益于这一写作习惯，林清玄成为台湾最高产的作家之
一。

曾为林清玄出版 38 本著作的台湾九歌出版社总编辑
陈素芳对媒体表示，林清玄写作后期融入佛教思想，撰写菩
提系列，开创台湾佛教散文的热潮，尤其是他的《紫色菩提》
曾卖到 50 万本。菩提系列对当代社会风气有一定程度影
响。

和林清玄同为台湾知名散文作家的张晓风对记者表示，
她比林清玄年长 10 多岁，在写作上是“看着他长大的”，“看
着他从简单的新闻写作进入有深度的文学写作”。那时，她做
散文选集就经常选他的作品，也因此常和他讨论写作和修
改。

“林清玄散文最大的特点是把自己的宗教体会和文学相
融合，他结合自己的生活用优美的语言谈论佛教精神，继承了
中国传统文人和佛教的亲密关系，创造了一种独特的佛教美
学。这是非常了不起的。”张晓风说。

林清玄长期行走两岸，去过大陆 300 多个城市，也曾多次
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他曾在家中挂了一张中国地图，每到过
一个地方就在上面插一颗彩色图钉，但后来不得不取下来，因
为上面花花绿绿，图钉已无处“落脚”。

他在大陆各地演讲、援建希望小学，也因为出版等活动和
大陆艺术界人士亲密接触。“我一年中有半年在大陆，走过很
多地方，碰到很多大陆作家，每次去都有新的感动，这种感动
是，我和这些作家是没有什么分别的。作为中华文化传统下的
作家，我们共同的理想就是去创作包容力更强的文化。”林清
玄曾对新华社记者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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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玄驾鹤独西行，犹留清气满乾坤

记者刘斐、章利新

在台湾，年长的人依旧记得，儿时穿街过巷的手艺人在楼
下喊“补硘仔”(即“锔碗儿”)“补鼎”(即“补锅”)“补丝袜”，自己
便飞奔下骑楼去看那匠人用各种工具敲敲打打、修修补补。

如今，在台北迪化二〇七博物馆，一场“旧的不去——— 修
补的故事”特展正在举办。透过陶瓷、铝制锅盆、油纸伞、书籍、
竹编品、虫胶唱片等物件，展示传统修补技艺，让人们重温远
去的往日时光。

博物馆创办人陈国慈说：“早年生活物件破了，无论价值
高低，拿去修补是最为平常的事情，是节俭惜物的美德，也是
资源环保再利用的展现，更是对物件背后情感的珍惜。”

她希望，通过本次展览让爱物惜物的传统美德、人与物件
的眷恋情感能回到现代人的生活当中。

展馆内，灯光流黄如脂，“高山青，涧水蓝，阿里山的姑娘
美如水呀……”歌声似穿过半世纪而来，引人看去，一张老旧
的唱片正以每分钟 78转的速度在唱针下旋转。

“这张唱片拿到时已裂成几块，现在修好了几乎看不出
裂痕。”生于上世纪 50 年代初的台北人潘启明听着虫胶唱片
长大，千禧年之际在三峡老街看到一张幼年时听过的歌曲
唱片，遗憾其因脆裂而无法播放，便开始研究如何修补唱
片。

虫胶唱片由胭脂虫的汁液制成，质地硬且易碎裂，早于市
面常见的黑胶唱片出现。潘启明发现环氧树脂固化后与虫胶
材质相近，而干式油墨可保护其不被唱针刮伤，于是创制完善
了修补法，得以让老曲子再次回荡在人们耳边。

至今已修复千余张虫胶唱片的潘启明说，这些唱片记录
的都是过去的声音，有人们的回忆在里面。每修补好一张唱
片，第一时间听到上面美好的声音，知道它的内容，这是最令
自己快乐的时候。

“修补工作最需要耐心和细心，而最难的是对齐音轨。”潘
启明说，如能配合微雕精刻，修补出来的唱片会更完美。但台
湾几乎没有这样的匠人，而大陆却有不少，以后会考虑同他们
合作。

“叮叮叮”“嚓嚓嚓”……拾级而上，来到博物馆三楼，微弱
的敲击与打磨声传来，是陈高登正在用锔钉技法修补一只陶
瓷茶杯。他面前桌上摆着几个形态不同的茶杯、茶盏、茶壶、茶
碗，而上面的缺口与裂缝用铜钉以不同造型进行了修补，有拉
链形状的、窗户模式的、门环样式的……

“器物是有灵性的，需要跟它沟通、对话，从中感知它的创

造者和它本身的想法，以及它的使用者留下的讯息，然后才能
帮助它。”52 岁的陈高登跳脱普通的修补，将这门手艺上升为
修复美学，打破传统的平整方式，为其赋予各异的形态。

2013 年，喜爱茶道的陈高登由于写作锔瓷技艺论文的机
缘，开始走上专业锔瓷的道路。他认为，锔瓷是一种高尚的精
神修补，修补的是人们对古老陶瓷文化的缅怀。

“创造一个历史的桥梁，传递先人的智慧，透过技艺传承
及创新思维，赋予锔瓷产业新生命，传递生命的感动。”陈高登
说。

据介绍，锔瓷的历史十分悠久，明代《广志绎》已有记载
“以旧补旧”。上世纪 50 年代在江苏出土的五代越窑青瓷执壶
可见银质壶嘴，被视为金属修缮陶瓷的早期技法之一。目前常
见的修复方式为包口补银、金补及锔钉。

在台湾南部的美浓客家村，油纸伞不仅是避雨用品，更是
嫁女时的嫁妆，取“有子伞”谐音，而在男孩 16 岁成年礼上，父
母也会送上一把油纸伞，寓意“人丁兴旺”。

当地广进胜纸伞工作室已传至第二代林荣君、吴剑瑛夫
妇手中。吴剑瑛说，将油纸伞送修的人，通常是不忍丢弃手工
制作的伞，或因伞蕴藏特殊纪念意义。“小裂洞可局部修补，大
面积裂痕就得整个除去换新。”

“修理比做新的更难，因为要在别人制作的物件上修补，
除了解原本物件的特性外，更得按物件纹理修复。”陈国慈说。

在这座历史活化建筑中，北台湾的渔网、南投的竹编品、
高雄的铅桶、美浓的油纸伞……来自台湾各地的物件都在修
补技艺展示中留住昔日记忆，让年轻人了解传统，让长辈回味
过去。

用修补老物件打捞记忆

宋建明

山西省沁水县尉迟村，我们沿着西面方向的一个小巷走
不多时，突然眼前一亮——— 赵树理故居以我们暂时不能解读
的深惋之态拥抱了我们。

就是一座旧式民房。普通而典雅。院外那块“赵树理故
居”石碑，也是一块普通的石块。一簇簇不知名的花儿，专门
跟寒冷较劲，遒劲倔强，吐蕾展瓣，朝宾客颔首点头。我们小
心翼翼地踏入大门，眼前一亮，一个四合小院呈现，三座小木
楼收拾得干净利落，屋里的家具没有丝毫衰落崩析，反而明
光锃亮。看来，岁月对名人诞生之地是眷顾的——— 陪赵树理
读书的木椅，赵树理出生的木床，瓷实坚固的楼梯、做工考究
的窗格格……这些物什在尘世里浸泡了一个多世纪，依然贞
洁如玉，葆蓄着房主人的体温。斯人已去，给人的感觉是他没
有走远，甚至还活着，犹在续写《小二黑结婚》，赶拍电视剧

《花好月圆》。这所“山西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通常应是厚
墙高门，有专门人员值班看管、讲解。现实是这就是一处平常
的家园，门户洞开，高挑着柴米油盐这一人类生息的共同旗
幡。

在这儿常年居住的是一个赵树理的本家妹妹郭雪花，已
经 82 岁；一个是赵树理的内侄马文林，也已 60 多岁。他们口
齿利落，一口地道的沁水话脆生生好听。耄耋之年的郭雪花，
身体硬朗，指点着一件件家具讲着赵树理生活的有趣细节；
马文林绘声绘色地回述着赵树理的不朽生平，句句珠玑，出
口成章，讲到高潮处，还用沁水小调儿演唱。厚重里掺和进欢
快，很容易令人想到他就是赵树理的替身，真有两把刷子。小
院的空气渐次升温，每寸土地都生动起来，每个人都若触电，
心魂攀升，灵犀大开，有的摸摸赵树理的床，有的反复踏摩着
溜光的楼梯，生怕大师没看到自己。最当紧的，就是纷纷把手
机相机举到头顶，来一阵噼里啪啦的拍照。有的坐在椅子上，
有的站在楼梯上，有的搂着热情的老房东，单照、合照，集体
照……

紧张的拍照中，我脑洞大开，灵光一现，竟拍到赵树理的
魂魄！

确认这个意识后，我似乎觉得有点“玄”。但确实是这么回
事。但凡所有的拍摄，远不能抵达赵树理的确切样貌，就像从
来不可能看清一团火焰。若说物理现象，平顺县的川底村就有
赵树理和全国著名劳模郭玉恩的巨型雕塑，山西省作协大院，
武乡县的监漳村……都有赵树理的旧居。赵树理遍及祖国大
地，这一点不夸张。

赵树理上世纪初出生在一个农民的家庭，家境原先是中
农，在高利贷的压迫下变为贫农。尉迟的沃土赐予他文学的
天赋，童年就喜好吟诗绘画。看到儿子是棵灵苗，父母倾家荡
产让儿子去读私塾，不久考上了长治师范。期间赵树理受到
“五四”新思潮的影响，闹学潮被捕入狱，获释后投身抗战，参
加共产党领导的山西抗战牺盟会，之后提笔从戎，随军编辑

《黄河日报》《抗战生活》《说说唱唱》等刊物。他的《小二黑结
婚》《李有才板话》等文学作品开中国乡土文学的先河，本人
被誉为“山药蛋派的代表”。新中国成立之后，赵树理的“山
药蛋派”写作风格独树一帜，日薄中天。他成为举世公认的
文学泰斗，中国乡土文学的旗手，山西人的骄傲，沁水县的
名片，尉迟村更是因他而声名远扬。尉迟的花，因他更加鲜
艳，尉迟的山，因他增加了海拔，尉迟的人，因他更是风光满
面。

任何难忘的生命片段总是稍纵即逝，万能的时间把我们
的脚步拽开，沿着级级台阶，移向赵树理的墓地。

说是墓地，其实还有多个名称，或曰文化广场，或曰爱国
主义教育基地。背靠青山，雄浑宏阔，地面全用大理石铺就，
四周密密匝匝的翠柏宛如静卧的企鹅，扑闪着智慧的翅膀，
做着飞翔的畅想。赵树理墓设在广场中央，绿树兰花拥托，肃
穆庄严。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墓地里的碑林，每块碑刻都有惊
世的厚重，郭沫若、胡乔木、刘白羽、郭小川、贺敬之等名家的
亲笔题字，盛赞至伟。伫立凝目，顿觉一股强大的气场从此地
溢出，借助着我在赵树理故居拍到的灵光，化作一股浩荡之
气飘拂在尉迟的上空，收缩聚合，可能是文圣怕我刚才拍到
的还不清晰，将四个字在我心幕上又复照了一遍——— 放低自
己。

我拍摄到的魂魄，就是这么简简单单的四个字。
大凡我们仰望的崇高，它的表现形式恰是平凡。
放低自己——— 粗说于当今文艺界提倡的扎根和深入是

一档子的事，其实，就和同样是上树却没人能爬到树梢一样，
其高难度一般人难及，当年赵树理在平顺川底村“深入”时能
每天参加生产劳动，劳模郭玉恩流多少汗，他也流多少汗；他
能端了老百姓的碗底，每家每户挨着吃饭。他能知道谁家鸡
窝里有几只鸡，哪个羊圈里有几只羊，静观婆姨斗嘴，聆听光
棍的嘘声……他无限放低自己，把自己缩小成一粒土粒，嵌
进底层社会的缝隙，倾听最底层群众的呼吸，捕捉到最灵动
的形象。

“无限放低自己”的赵树理

怀怀人人

台台湾湾故故事事

感感悟悟

域域外外

▲一位女士在山西省沁水县赵树理纪念展厅参观。

（新华社资料片）

▲ 2009 年 4 月 12 日，南京新街口一书城举办“书
香婚礼”，林清玄（右一）为新人证婚。

新华社记者孙参摄（资料片）

早年生活物件破了，无论价

值高低，拿去修补是最为平常的

事情，是节俭惜物的美德，也是资

源环保再利用的展现，更是对物

件背后情感的珍惜

“


	10-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