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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上六点闹钟响过，山村依然
静寂。村支书起床后，没吃早饭就
到了村委，他为了这个修路的碰头
会，筹备了两个月。修路方案反复
讨论过了，在村旧路上扩宽整直，修
成一条笔直的大路通向村外，美中
不足的是要穿过老赵家的院子，老
赵家需要拆迁，院子里那棵大槐树，
也必须移走。只要老赵同意拆迁、
移树，马上就能开工修路。

桌椅已经摆好，村支书拿
起扫把，扫了一遍地面，并
没有扫出灰尘。他走出
门，点燃了香烟，在烟头
的忽明忽暗中，几只鸟
儿飞过。

这几年，新农村建设
改造，像别的地方一样，村

容村貌美化了，不仅气派也干净了
很多。小广场上的花坛里开满了月
季和芍药花，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
花香。只剩下村里的这条村路，犹
如女人烫发般，弯曲且狭窄。村里
提出修路的时候，家家户户都是跳
着脚鼓掌的，有点儿拨开云雾见月
明的意思。

七点半，村民代表
都到了，除了老赵。
村支书到村口望了
望，往老赵家方向
走去，走了一半，
又返了回来。

老赵家的房
子是新中国成立那

年盖的，那时的老赵

还是小赵，才五岁，他父亲是解放军
战士，他爷爷是个砖窑匠。爷爷用
自己亲手烧制的砖，在街坊的帮助
下盖了这座房子。房子盖好半年后
小赵父亲回来探亲，黄绿色军装，帽
子上还有红色五角星。五岁的小赵
和父亲一起在窗外种了一棵槐树，
并且在树皮上刻了面国旗，国旗上
的五角星和父亲帽子上的一样，熠
熠生辉。

父亲在家住了没几天，收到归
队电报后又急匆匆地离开了。母亲
告诉小赵，父亲要奔赴抗美援朝战
场作战，战争胜利后，才会回来。可
是，槐树花儿开了谢，谢了开，一年
过去了，两年过去了，小赵等到的却
是父亲的“烈士阵亡通知书”。

时光荏苒，小赵早已变成了老
赵。如今，老赵孙子都十岁了，藏在
老赵记忆中的父亲容貌虽然已经模
糊了，但帽子上的红五星依然清晰
地印在他的脑海中。老赵当年和父
亲种下的那棵小树已经参天，他和
父亲刻的国旗还在树上，跟着树一

起变大了。
老赵的儿子在城里买了房子，

接老赵去城里。一个月后，老赵自
己乘车回来了，说自己住不惯城里
的楼房倒是次要的，主要是放心不
下家里的一切。那沧桑的院墙，布
满烟火气的屋脊，水井旁黑得发亮
的石块，还有窗外的那棵槐树，以及
槐树花开的时候，浓郁的香味包裹
着的回忆。儿子几次来接，老赵死

活不去，儿子执拗不过老赵，只好随
了他的意愿。

窗外槐树粗壮的树干，已经逐
渐嵌入了院墙，屋檐也顶出个缺
口。老赵儿子想把树砍掉，老赵死
活不肯，略微挪动一下老赵都不愿
意。“人挪活，树挪死。”老赵说。

这些年老赵守着老屋，精心照
顾着大槐树。夏天的时候，槐树下
零零散散地坐着闲聊的乡亲们，有
人坐在马扎上，手里晃着蒲扇，几个
学步的小孩，踩着晃晃悠悠的步伐，
在树下嬉闹。乡亲们在阳光下，享
受着新时代的生活。老赵说，房子

是他爷爷盖的，每一块砖都是爷爷
亲手烧制的，槐树是他父亲种的，上
面还有父亲刻下的国旗，他想把这
套房子一代代传下去。

村支书看看手表，又抬头望了
望墙上的挂钟，7点45分，镇里的驻
村干部来了。八点整，村长走出门，
刚要给老赵打电话，远远看见老赵
来了。阳光照在老赵满是皱褶的脸
上，深深的皱褶里似乎藏着永远读
不完的故事。

老赵进屋后就一拍桌子。大家
以为他要起哄反对，顿时安静了下
来。可是老赵站起来说：“俺爹是党
员，俺也是党员。都准备好了，拆迁、
砍树，咱们尽快修路！”他说话的口气
活像是冲锋陷阵，那叫一个霸气！

原来，老赵一早晨都在砍树。
“人挪活，树挪死。如其挪死，不如
砍掉，另作他用，新时代的新农村建
设，俺支持！”老赵说。

路修好了，宽敞且平整，道路两
旁种满了花草树木，微风吹过，能闻
到一股清香，一个飘扬着五星红旗
的旗杆立在路边，那么直、那么威
武。旗杆是老赵立的，他把砍倒的
槐树做成了旗杆。

刻有国旗的大槐树、几十年的
老房子都是老赵父亲存留的印记。
为了支持建设新农村，党员老赵主
动把房子拆了、把树砍了，但他父亲
的印记却没有消失，旗杆上飘扬的
五星红旗就是印记的延续，因为旗
帜上的鲜红是老赵父亲和无数烈士
洒下的鲜血……

夜里有些许饿意，四下也没有能
填饱肚子的东西，便品读汪曾祺老先
生的《人间至味》来解解馋，其中所描
写的豆腐可谓是写到我的心坎儿里去
了。若问我，汪老这么多篇美食佳作，
为何对一篇豆腐文章印象深刻？我
想，这大抵是源于我对豆腐的喜爱。

童年时候的我是个十足的肉食
主义者，无肉不欢，对豆腐一类的素
食并没有太大的兴趣。那时离家不
远的金东市场新开了一家豆腐铺子，
据说他家的豆腐格外好吃。豆腐铺
老板是个俊朗的瘦高男子，待人彬彬
有礼，卖豆腐从不缺
斤短两，因此也就打
出了名声，每天去买
豆 腐 的 人 络 绎 不
绝。那时父亲带我
去市场买豆腐，常会
对我打趣：“要想变
成像豆腐铺老板一
样的俊小伙儿，就得
多吃豆腐！”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豆腐在我浅
浅的认知中俨然成了可以“貌比潘安”
的灵丹妙药。望着餐桌上还冒着热乎
气儿的白色“立方体”，我难得涌起了强
烈的食欲。夹起一块儿放入嘴中，口
感先是出奇的软糯柔滑，一股豆香在
口中炸开，随即顺着味蕾在口腔里四
散奔走，在舌尖与唇齿留下无尽的甜
鲜！个中之滋味入心入脑，令人回味
无穷！自那以后，豆腐便成了我的挚
友。虽然“貌比潘安”的愿望并没有实
现，但父亲的玩笑让我与豆腐结下了
不解之缘。

我认为豆腐不仅口味喜人，更是

有着深厚文化底蕴的。豆腐之起源，
相传始于西汉淮南王刘安。刘安是
一名炼丹家，在一次炼丹过程中误将
豆浆与石膏混在了一起，形成了最初
代的豆腐。后经推广，各地在原有基
础上对豆腐制法与味道进行了改良，
最终形成了像安徽八公山豆腐、四川
罗泉豆腐、陕西榆林豆腐、云南石屏
豆腐等异彩纷呈的豆腐文化。

豆腐极具浪漫主义色彩，从“碾出
一团真白玉，将归回向未来人”，到“出
匣宁愁方璧碎，忧羹常见白云飞”，再
到“一轮磨上流琼液，百沸汤中滚雪

花”，自古以来，文人雅客的情调便在
豆腐上得以深层表达与延伸。也正因
为如此，白花花的豆腐也便有了“文学
骨”。吃豆腐不是大碗喝酒的豪情，而
是细品之下别具一格的风雅。

豆腐是饮食界的“交际花”，任你
酸甜苦辣，随你煎炸蒸煮，皆不惧
怕。但吃豆腐得讲究个时令情景，什
么季节什么场合怎么吃都有说法。
就好比三伏艳阳天，用小香葱拌个

“一清二白”（小葱拌豆腐）；三九寒
天，用辣椒和肉末蒜苗炒盘“麻婆豆
腐”。在家耍懒不爱开火，干脆啥佐
料也不加，直接用豆腐蘸着味极鲜和
芥末调成的酱汁大快朵颐。逢年过

节，还能就着粉条子和五花肉炖锅
“东北大菜”。从市井老巷的“油炸臭
豆腐”到国宴上堪比“佛跳墙”的“文
思豆腐”，老百姓将豆腐吃出了花样
儿，更是吃出了名堂。

我有时在想，若是把豆腐拟人化，
那他绝对算得上是个刚正清廉的真君
子。就好比说，你无论用刀横切还是
竖切，它始终能保持方方正正，至少也
能做到有棱有角，很少见到有人能将
豆腐切成圆弧状的。再者，常规烹饪
下的豆腐，可能外表颜色会发生变化，
但豆腐里面却始终是白的。“粉身

碎骨浑不怕，要
留 清 白 在 人
间 ”

——《石灰吟》
吟的是于谦的凛然正气，
而此时用以表达我心中的“豆腐
精神”也是再合适不过的了。

豆腐作为千百年来中华餐桌上
的饮食符号，早已超越了食材的字面
境界，形成了一种文化，一类文明。
正所谓“美食者不必是饕餮客”，
味蕾的艺术有时还真不一定
建立于饮食的稀有度与珍贵
度之上，而是体现于历史的
传承与自然的选择中，大俗即大雅。
对于美食的选择，十个人中有十个哈
姆雷特。对我而言，一盘豆腐便足以
守护我心中的人间烟火。

第一次见栾树，是在
港城西大街上。偶然抬
头看天空，却望到一树一
树明黄的小花朵。我有
些惊讶，那一排树仿佛天降
而来，笔直地耸立着，神秘又飒爽，
飒爽中又透着清秀。小花朵一枝
一枝地挺立在树冠上，周遭由墨绿
的树叶衬托着。绿的叶、黄的花、
蓝的天、白的云，初秋的天空因这
俊俏的树更加明朗更加开阔，心中
的一点忧郁一下子就消失得无影
无踪。这是会给人安心
和鼓舞的树。

一场秋雨，黄色的小
花像雨滴一样掉下来，落
在甬道上、落在草地中。
蹲在草地旁，小心翼翼地
把小花朵拾起来，一朵一
朵放在手心。近距离看
这些小花，细长的小花瓣
宛若蝴蝶舞翼，花瓣嫩
黄、花心锈红，一朵花就
是一个小仙子。留在枝
条上的小花朵们没有悲
秋的心态，反而更加热情
洋溢，随风微微动，自在
又生气。这就是对生命
的珍爱和歌颂吧。

在烟台山景区里，有
一棵古栾树。据传六百
多年前的明朝时期，烟台
山守军里有一个刚从江
南过来的年轻士兵，他思
乡心切，每天都会望着南
方流下思念的泪水。一只迁徙的
小鸟对年轻的士兵心生怜悯，第二
年从士兵的故乡衔来一粒栾树的
种子，放在烟台山兵营旁的泥土
中，种子破土发芽茁壮成长。士兵
有了故乡栾树的陪伴，想家的念头
日益减轻。后来，这棵栾树被称为

“思乡树”。难怪，我看到栾树的落
英，会情不自禁地想起老家门外的
大槐树（国槐），想起槐树迎风落下
的花骨朵。原来，栾树和槐树都是

离乡人藏在心底的念想。
当我发现我家楼下也有棵高

大的栾树的时候，已是深秋。一天
早晨推开窗户，一片热烈的粉红色
闯进眼底，这是何等的壮观与柔
和。这色彩给开始萧条的季节带
来了无法形容的暖意，“自古逢秋
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诗
豪”刘禹锡写这首《秋词》的时候，
大概就站在深秋的栾树前。接下
来的日子，不管清晨还是黄昏，我
都会在窗前站一会儿，看栾树浅粉
的、深粉的小灯笼一样的果实安静
着、摇曳着，一副经历沧桑却波澜
不惊的样子。人就是要向树学习，

经过风风雨雨的磨炼，也
要不停止生长、不失泰然
和乐观。

晋陶渊明自号“五柳
先生”，在文中说“宅边
有 五 柳 树 ，因 以 为 号
焉”，可见他对树的感情
之深。柳宗元是一位种
树、育树的高手，他任柳
州刺史时，在诗中自嘲
说“柳州柳刺史，种柳柳
江边”。马尔克斯的《百
年孤独》里，奥雷里亚诺
上校站着死在自家的栗
树下，这棵大栗树，是他
对父亲无尽的缅怀，寄
托了他对家族延续发展
的愿望，更是他心无旁
骛享受孤独的场所。

电影《世间有她》暖
心上映，有观众在观影后
表示：“每个人都要有同
行者，一起打败生活的

难，这是当下人们最需要的信心和
勇气。”人生路上，坎坷和孤独有时
如同潮汐，一波还未平息一波又来
侵袭。人生路上，有人同行的时候
是幸运，要珍惜；茫然无助的时候，
人一定要在心中选择一棵树，无论
栾树、无论槐树、无论柳树或栗
树。与树为伴，与树同行，苦时同
忍，乐时同悦，风中雨中暗夜中，努
力勇敢坚定地走下去，坚信曙光就
在前方。

秋的气息渐渐明朗的时候，我
和丈夫去乡间，去寻觅那些散失于
田野的故事与传说，去打捞那些失
散于泥土中的人和事。

从莱阳河洛镇驻地向北，到了
泊麦口村之后向东，经过马崖口村之
后再向北，过了一座山之后就来到了
神山后村，而那座山就是“神山”。

清初，沙姓人建村于神山之后，
取村名“神山后”。村里有一条宽敞
的东西街道，我们的车子驶入街道
泊在路边，向村人打听嵇氏庄园，据
说那是一座建于清朝的古建筑。村
人随手一指，
我 们 这 才 发
现，原来那座
老建筑就在我
们身边。

走向嵇氏
庄园，很远就
能感觉迎面袭
来一种沧桑厚
重之气。嵇氏庄园现在保存下来
的，是一套完整的两进四合院，共二
十四间房屋，当年处于庄园的中心
地段，后边两套房子已经拆除多年。

这座坐落于路南的老建筑给了
我们一个沧桑的背影。它的后墙在
时光的风雨霜雪剥蚀之中有着修补
的痕迹，可是它是高大伟岸的，是从
时光之流里泅渡而来的巨人。我们
从胡同里绕到房前，只见一溜溜的
高大屋宇站立于高高的台阶之上，
锈蚀的门锁锁闭了陈旧的木门，也
锁闭了院子里的光阴与故事。

一个时代终结了，这座宅院像
是被冷落了的过客，似乎格格不入
地站立于今天，站立于这个欣欣向

荣的新时代。我沿着那已被坚韧的
光阴磨损得坑洼不平的青石铺就的
台阶走上去，带着一种朝圣般的心
情去探寻昨日的痕迹。

我轻轻触摸那厚厚的门扉，我
仰首看那残存的已经模糊了的彩绘
花雕，我从门缝里窥视，一睹高大的
黑瓦粉墙的照壁挡住了我的视线。
几百年的饱经风霜，岁月久远的风
吹雨蚀，宅院曾经的繁华与尊贵已
经失落于光阴的脚步中，那些曾经
的人，那些曾经的事，已杳然无迹，
徒留给我无尽的遐想与思索。

这个宅院的主人是清朝末年远
近闻名的武举人，他的原名叫嵇同
春，榜名叫嵇连魁。莱阳县志记载：
嵇氏，贡士巅之族，籍贤古坊，析一区
神山后村。嵇家是从嵇同春的爷爷
嵇鸿仁起家到逐渐隆盛的。到了嵇
同春的父亲嵇文龙时，嵇文龙往江南
贩卖沙参发了财，嵇家拥有了五百多
亩地，成了当地门庭富贵的豪门大
户。可是无论多么富有，终究是乡间
的土财主，希望门庭风雅的嵇文龙便
建了私塾，请了先生回家教儿子稽同
春读书，希冀儿子考中，光耀门庭。
先生教了半年告诉嵇文龙，稽同春不
是读书的材料，还是走习武之路吧。
从此，嵇同春便在家中习武，他家里

有一个重达350斤的凿有抓手的石
墩子，那是嵇同春锻炼臂力之用，据
说此石墩至今仍在嵇家大院内。

武艺学成的嵇同春一路赶考，
从莱阳考到登州府，从登州府考到
济南府，又从济南府考到北京，凭借
着自己超强的武功一路过关，一举
考中。村里至今流传着他科考的故
事，那是他在考场上惊险的一幕。
嵇同春在科场上轻松自如地耍着他
一百二十斤的大刀，刀过之处，冷风

“呼呼”作响。正在精彩之处，一个
疏忽，嵇同春的刀不幸失手，反应机

敏、身手敏捷
的嵇同春以迅
雷不及掩耳之
势愣是弯腰把
就要掉落在地
的 大 刀 握 住
了。这意外的
招式竟然赢得
了满场喝彩，

嵇同春也给这一招式起了个名字
“海底捞月”。虽然嵇同春考中了，
可是父亲嵇文龙并没有让他去朝中
做官。清朝末年，世道已经不太平
了，稽同春回转家乡，隐居乡里。

后来，江西的长毛子造反，流窜
到这一带，嵇同春率领乡人奋起抵
抗，发挥了他作为一名武举人德隆
艺高的表率作用。嵇同春有三个儿
子：嵇金章、嵇玉章、嵇俊章，终在兵
荒马乱之中家道败落，风流云散。
可是武举人至今仍是村里的骄傲，
成为这个村庄的一部分。

如今，嵇家先人的墓碑矗立在
丛林之中，仿佛在诉说着漫长岁月
的波澜起伏。

印印记记
□慕然

人间烟火是豆腐人间烟火是豆腐
□王博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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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山后村与嵇氏庄园神山后村与嵇氏庄园
□姜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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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理能理解解””
（（外一外一首首））

□阿列克

我虚与委蛇时你说能理解
毕竟生存需要先保重自我

我仗义执言时你说能理解
毕竟化解冲突应打破砂锅

我落井下石时你说能理解
毕竟未尝其苦也不便苛责

能理解“能理解”包装的温情
难理解“能理解”盒中的冷漠

““曾经曾经””青春青春

虽然是一张没印终点的车票
我依然踏上跌跌撞撞的旅程

虽然是一个随风飞来的媚眼
我执着谈场轰轰烈烈的爱情

虽然是一场毫无胜算的球赛
我奋力担当勤勤恳恳的边锋

虽然播种了无数无果的“虽然”
还是收获了未曾躺平的“曾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