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0 年 5 月，“上海石库门里弄营造技
艺”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列
入遗产名录，表明岌岌可危，何况列入的只
是营造技艺，而不是石库门建筑本身。城市
瞬息万变，代价之一是石库门成片消失。

社会学家说，上海石库门里弄造就了一
种新的现代都市居住生活方式，成为传统居
住方式向现代转型和形成新的市民生活的重
要一环。

艺术家说，石库门里弄是上海城市底色
和城市追求，希冀走过百年、正从城市肌理
中逐渐消失的石库门继续守望上海，梦想而
已。

我家的石库门坐落在市中心，是中期石
库门的代表作，高大敞亮，花岗石砌成的门
框，门楣上是罗马式浮雕，乌黑的两扇木
门，门上是两个铜环。放学回家，如果门关
着，我就敲铜环，在天井里忙碌的阿姨就会
给我开门，阿姨不在，我就扬起脖子朝楼上
自己家窗口喊，奶奶就会扔下大门钥匙。

我们那里有好几排石库门，我家所在的
那幢离弄堂口最近，前门进后门出，是到后
面几排石库门去的捷径，所以，大门常开

着，因为一幢楼里有好几位老人，
也就没有发生过失窃的事。

没住过石库门的人，是不会理
解住在里面人的甘苦的，一份上海
自助游攻略里这样说：“里弄是上海
最浪漫、最能够触动人心的人性化
都市景观。”简直是讽刺。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我爷爷奶
奶从浙江绍兴老家来上海创业，日
子好过一点了，就从二房东手里租
下了这幢石库门，和另外一家合
住，两家都只有三四口人，像一家
人一样亲热。就因为舍不得离开这
样的近邻，爷爷奶奶忍受着没有卫
生设施的不便，做饭要到楼下，两
位奶奶每天一起做饭，说说笑笑，
日子过得很平静。

后来，石库门里住进了 8 户人
家，他们的子女又纷纷搭阁楼结婚
成家生子，一幢本该住一户人家的
石库门一下住进几十口人，其拥挤
逼仄可想而知，没有丝毫舒适可
言，更别提人应该住得体面而有尊
严了。这就是石库门里的真相。

一家凶悍的恶邻寻衅滋事，硬是赶走了
和奶奶相濡以沫几十年的邻家奶奶。奶奶带
着我去看已搬到淮海路洋房的邻家奶奶，她
家有钢窗、打蜡地板、卫生间，但少了老姐妹
的陪伴，白天邻家奶奶连个讲话的人也没有，
很快她就去世了。

大学毕业后，我也离开了石库门去北京

工作，等我回上海时，发现老邻居搬走了一大
半。弄堂口沿马路是条著名的五金街，很多人
家将房间租给开店的外地人，房间里货堆得
碰到天花板，人就在货中间睡觉。剩下的邻居
告诉我，只要有人来弄堂里测量，大家就会放
鞭炮，觉得拆迁有望了。

我因为工作关系经常在上海各处采访，

对老家拆迁的事非常上心，但来自区
规划部门的消息是，那一片与苏州河
只隔一条马路，被列入苏州河沿岸，
归市里统筹规划。换句话说，拆迁遥
遥无期了。

我希望上海的高楼大厦间还有
保存下来的石库门里弄，让人有怀旧
的所在，但不希望如“新天地”一样，
只保留一个壳、一个符号。没有了原
住民的石库门，是没有魂的空屋子。

我也希望石库门如“田子坊”，旅
游者在里面泡吧喝咖啡闲逛，看门里
的老太太晒太阳择菜。商业味太浓，
居民生活易受打扰，但成了创意园区
的“田子坊”，至少不会被夷为平地；

我更希望上海的石库门能如“步
高里”，由有关部门进行保护与修缮，
对卫生、外墙、电线等进行改造，建筑
风格及街区风貌不变，居住功能也不
变，是原生态的石库门。

这其实是上海对石库门建筑的
历史街区、老建筑采取的发掘、保护、
传承及开发的 3 种主要模式。听上去
很美，却没有什么借鉴意义，石库门

是给人住的，成了商业区，终究不是真正的石
库门了，至于如“步高里”这般，谁来投资？听
说过“谁投资谁受益”这句话吧，没有谁愿意
光投资不受益的，政府投资，显然投多少进去
都不会够。

石库门都是近百年的建筑了，近几十年
里又过度使用，大都已破破烂烂，很多甚至是

危房了。专家的观点是，石库门的保护并非一
味留存，而是好的留下来，差的拆掉，将留下
来的按现代生活标准进行更新改造，让住在
里面的人生活条件得到改善，让石库门建筑
真正实现“诗意的栖息”。

但就怕“等到花儿也谢了”，美梦也不会
成真，等来的只是石库门的成片成片消失。
今年 4 月起，上海最大的石库门集群之一，聚
集了 2700多户人家的“斯文里”开始拆迁，许
多人赶去告别，和心中那个石库门情结做个
了断。

我也去了，那里离我老家只隔几条马路。
淅淅沥沥的春雨里，很多老人在收拾用了一辈
子的旧家什，拿起又放下，只有离愁别绪，没有
欢天喜地。有个男人在拆蓝底白字的门牌号
码，打算带走。见地上一盆盆花开得正艳，我多
看了两眼，他说，你喜欢就搬走吧。他老伴在旁
插嘴，住楼房了，养不了这么多花。

我理解两位老人的感受，盼来了动迁，却
发现要离开这接地气的老屋，还有周边嘈杂
却熟悉的一切，去城市边上某个陌生角落，过
关起门来安静到针掉到地上也听得见的日
子，是万般不舍，是心慌意乱，是一片茫然。

离开“斯文里”，我不觉走到老家附近，从
远处打量这片雨后静谧的石库门，透着熟悉
的舒缓安宁的气息，想起小时候，从老虎窗里
向外张望，眼前一片红瓦，一排排老虎窗像列
着队一样向前延伸。

儿时渴望走出石库门，现在却常常梦见
自己回到这里，如果这里也被推土机一把抹
去了，我该再到哪里去寻梦？

百年石库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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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天，烈日炎炎，暑气重重，美食进
补亦为避暑之妙方，热食凉吃为夏日食
俗。夏天煮面是家常便饭。南方人煮食阳
春面、菜熬面、肉丝面、油渣面，北方的主
打面食则是打卤面和炸酱面。这些都叫
冷面，俗称过水面。冷面热量低，纤维高，
入口冰凉清爽，嚼着柔滑筋道，很有嚼
头。讲究的人家用新汲的井水涮面，甚至
还有更柔韧清鲜的口感层次出来。

麦收刚过，用新麦面擀的面条，吃起
来最有味道，有汗水的腥咸，有田野的芳
香，耕种与收获都在一碗面里。这碗面叫
家常面，也叫手擀面，让人百吃不厌。温
水和面，软硬合度，搁在面盆里，覆以盖
垫，让面醒一会儿。取拳头大的一块面
团，在案板上揉搓均匀，用擀杖擀成饼
状，面饼将擀杖紧紧裹住，擀杖则把面饼
用力向外推卷，展开，撒干面少许，再次
裹紧，推卷，直至面片薄如柳叶。面片层
层折叠成横的长条，竖刀细切，切好后，
用手抖散，摊开，面条又细又长，还簌簌
地落着白的扑粉，煞是好看。擀面的乐趣
在那一卷一推之间，吃时一吸一嚼亦是
韵味悠长。擀面是云卷云舒，吃面是细流
涓涓，各臻其趣。如果想让面条更有魅
力，可用鸡蛋液和面，吃起来满嘴香鲜，
这款鸡蛋手擀面有着内里的美德的芳
香。还有一款更有看相，通体窈窕，一袭
绿裙尤为动人，叫绿面条。榨取野菜鲜果
时蔬的汁液，以其和面，这些茎叶花果性
味或温或凉，口感腴嫩，且清热解毒健胃
养脾，绿的汁把长的面都变成一根根柔
韧的细茎，盛在瓷碗里的分明是莽莽苍
苍的绿野。

汉朝人食的汤饼是水煮面片，类似
于刀切面。魏晋时，擀面杖的出现，让面
条出落得柔细滑腻。隋唐人喜食冷面，不
懈地探求更为丰富的口感层次。“青青高
槐叶，采掇付中厨。新面来近市，汁滓宛
相俱。入鼎资过熟，加餐愁欲无。碧鲜俱
照箸，香饭兼苞芦。经齿冷于雪，劝人投
此珠”，杜甫描述的槐叶冷淘面就是绿面
条，槐叶捣汁和面，擀切煮捞，沥水，加熟
油拌匀，置于冰窖或深井冷藏，俟食时取
出，其味妙不可言。

夏天气温高，夏雨隔田坎，“夏至多
吃面，出门防雷电”。冷面消暑是真，而那
长长的面条犹如夏日之长昼，大地的美
食深情呼应着天上的阳光，面条补虚损、
益脾胃、避暑气，真的很像身体里的避雷
针，让人安享长夏和风细雨之美。

食冷面享长夏

□ 刘学刚

“窗明几净室空虚，尽道幽人一事无。莫
道幽人无一事，汲泉承露养菖蒲。”曾有诗这样
写道。那时我还在读中文系，只知道每逢端午
时节，左邻右舍便会悬菖蒲、艾叶于门窗，以祛
避邪疫——这属于江南人家保持至今的习
俗。但是，菖蒲跳出世俗之外，还有这样一份
文人的诗意，我倒并不曾知晓，也就诧异。

后来参加工作，陪北京来的客人采风井
冈山，提起胡锦涛同志到过的村庄，便携了伴
而来。井冈山，厦坪，菖蒲古村——多好听的
名字！客人兴致很高，围了一圈在古樟树底
下,听村书记讲述当时情形，更有甚者，欣然
吟起了诗：你来了，燃起了爆竹；你走了，留下
了温暖⋯⋯

我离开了他们，一个人慢慢走着，细数地
上铺的青砖，干净一如背后的山黛。朴拙的
屋子，一排排静谧，不曾诉说荣耀，却在无声
中颔首微笑。水声潺潺，只见道旁池子里的

菖蒲，碧叶葱茏，挺水临石，清静高雅。游客
来了，总喜欢央着老表挖一两株带走，从清冽
的溪水里出土，根似白玉，叶为剑形，想起《本
草·菖蒲》云：“尧时天降精于庭为韭，感百阴
之气为菖蒲，故曰：尧韭。方士隐为水剑，因
叶形也”。说得不错的。

循着溪水，有个农家书屋，走进去颇宽
敞，阳光从窗户射进来，洒在两张象棋桌上，
一桌棋子未动，一桌还未下完，颇有岁月静好
的闲适。屋内书架上整整齐齐码着各类农技
书，墙壁上悬挂着好些书画，时而游龙走笔，
时而古拙苍虬，时而清新雅致，打听才知是村
里尹忠厚老人馈赠的作品，又说老人是中国
书画家协会会员，在村里组织了个“好日子”
艺术团，排练了《红军的儿子》、《新媳妇做
饭》、《同意不同意》等众多的乡戏巡回演出，
更是惊叹不已。

往下走，竟是一个葡萄园。葱郁的葡萄
长廊底下，整齐摆了很多竹桌藤椅，抬头便是
一串串水灵通透的葡萄，触手可及。藤下小
坐，取一两串葡萄清水洗净，细细品尝。井冈
山地势高，空气好，菖蒲又位于上山高速的山

麓口，这产出来的山葡萄也就分外甘甜。清
风徐来，远处白鹭横山，近处游客闲语，椅下
水声淙淙，风摇叶动，果香四溢，顿觉满足。
脚边岸上开满了各种不知名的野花，灿烂无
比，绚丽如彩霞。都说一个村里有水流过，便
灵动了，极是。

依依不舍离开，村头路口处赫然是井冈
山的标志性建筑“井冈红旗”，昂扬的旗帜，在
蔚蓝无际的天空中伸展开去，让伫立底下的
我们心生敬畏，又多了很多坚定和美好。天
空里的云，被这一蓝天一红旗衬托得更白了，
像极了菖蒲濯洗净的根。车子开远了，终是
还要来的。

你有没有到过菖蒲？

岜沙的寨子建在山上，依坡就势搭起富
有民族特色的木制杆栏式吊脚楼，从高处望
去，已经生满绿色青苔的树皮房顶鳞次栉
比。屋顶没有烟囱，冬日的中午，家家屋顶上
蒸出缈缈的青烟，那是柴烟和蒸汽的混合物，
淡淡的青雾如同白色的丝绒，暖暖地盖在寨
子之上，温馨宁静。

贵州省从江县岜沙村共 5 个寨子、16 个
村民组，371 户人家住着 2061 口人。村子虽
然就在321国道的边上，然而这里的苗族村民
却保留着明清时期的生活习俗和服装服饰。
发髻、火枪和古树，是这里的“三大宝”。

走进岜沙苗寨，有如置身于古远的原始
部落，时间隧道瞬间将人们拉回到数百年前，
村民们穿着土法染制的民族服装，深蓝紫色
泛着光。女子身穿大襟的上衣，下穿百褶短
裙，扎绑腿，项上戴着粗大的银环。男人身着
清服，梳着小辫，头挽发髻，腰间别着砍刀，肩
头挎着猎枪，个个像武士，从眸子里都透出自
信。

在山寨里，可以见到妇女在操纵古老的
木纺车、织布机，可以闻到蒸米酒的清香，可
以听到人力舂米沉重的节奏。远远望去，那
么恬淡，碧山秀水间，吊脚木楼星罗棋布，鳞
次栉比，寨角的水碾水车在悠然转动，织布
声、水碾声、鸡鸣声此起彼伏。

房前屋后，到处古树参天，蝉鸣鸟叫。举
目望去，漫山遍野，苍翠欲滴。这得益于岜沙
苗族世代相传保护生态环境的良好习惯。

“岜沙”在苗语中是草木繁多的意思。岜
沙人头上蓄留的发髻，象征着生长在山上的
树木；身上穿的青布衣服，象征着那美丽的树
皮。岜沙人认为，人是大自然的子孙，人的一
切都是树给的：远古的先民为避野兽栖于树
上，后来以树为材建房筑巢，树给人提供取暖
用的柴、做工具的料、饱腹的果实。于是，岜
沙人对树木特别崇拜，把树木当神祭拜。

岜沙人说，人来源于自然，归于自然；
生不带来一根丝，死不带走一寸木。从古到
今，岜沙人从不滥伐树木，尽管 321 国道已
于 1965 年修通过境，可从未有车敢到岜沙
来拉过一车木材，过去村民缺油缺盐，也只
是上山修剪杈枝或砍些枯树，偶尔也伐一些
杂木，打成捆徒步挑到县城卖。村里有一规
定：如果有人盗伐树木，一经发现要罚 120
斤米、120 斤猪肉、120 斤酒，让全寨人
吃，以示警告。

“生也一棵树，死也一棵树”。岜沙人崇
拜树神，过年过节要祭古树，而且实行树
葬。每一个岜沙人出生后，其父母就会为这

个生命的诞生种下一棵树，寓意生命的开
始。当这个人死了，寨子中的人会把这棵陪
伴其一起长大的树，砍下来做成棺材，裹着
遗体埋在密林深处的泥土里，再在上面种上
一棵小树。没有坟头，没有墓碑，只有这么
一棵长青的树，象征着生命还在延续。在岜
沙，一棵树就是一个灵魂，越是古老的树就
越有神性。

数百年过去了，昔日风俗依旧，仿佛历史
已在此处停留。岜沙有吃新节、芦笙节、映山
红节等节日，有斗牛、吃相思、荡秋千、跳芦
笙、镰刀剃头等风俗，有奇特的竹编饭盒、精
美的手工钢制针盒、刺绣猎袋、牛角火药筒等
民间工艺品。芦笙节规模盛大，人山人海，芦
笙对赛时，姑娘盛装助威，小伙吹起芦笙粗
犷、奔放，尽显古朴本色。岜沙苗寨距县城仅
7 公里，一条公路从寨前通过，交通的便利给
这个苗寨带去了现代文明。几乎家家户户都
有电视机，有的开起了小店铺，有的到沿海城
市打工，赚了几十万元，成了小老板。苗寨的
小学校也盖起来了，教室里不时传来孩子们
琅琅的读书声。

远古的岜沙早就懂得与大自然和谐相
处，他们与每一棵树对话，与每一条河交流，
与每一座山拥抱。绿色的田野，丰富的植被，
是他们的杰作。

离开岜沙时，我站在村寨的高处，放眼望
去，岜沙在雨中更加显得清新、宁静，雨打芭
蕉的景象，让人感受到天人合一，万物一体的
和谐境界。

岜沙苗寨：

人本是树 人即是树
□ 王新伟 李田清

雨天旅游要注意如下问题：

若戴有眼镜，请先戴一顶前檐

凸出的棒球帽再外罩雨帽，如此可

令你视线较佳。遇雨马上用雨具，

勿因雨小而不用，淋成“落汤鸡”再

用就来不及了。雨具以两截式雨

衣为宜，雨裤用吊带支撑可防下

滑。千万记住，裸露在外的皮肤远

比贴着湿冷棉布的皮肤感觉暖和。

雨具永远要放在方便拿取的

地方，如背包之侧袋、顶袋。短绑

腿可防止雨水从裤管滑进登山靴

内部。雨中记录是件苦差事，可用

封口塑胶袋包装笔记本以防水。

市面上有一种笔记本，可防止纸张

遇水浸湿使墨水化开。

不论背包厂商如何夸耀其防

水性，加罩一个防水罩在背包外是

必要的。背包内的衣物、睡袋等要

用防水袋或塑胶袋包好，硬壳保鲜

盒可用来装易碎防潮的食品、药

材、底片或火柴等杂物。

外出驾车旅行遇到雨天，对行

车的影响主要是雨水和地面的尘

土混合成的薄薄一层泥，造成路面

光滑，使轮胎和地面的摩擦系数降

低，刹车时容易造成车辆打滑跑

偏。另外，雨天还容易发生视线不

清等情况。雨天行人和骑车人或

撑伞，或穿雨衣，视线被遮挡，反应

迟钝，往往对机动车判断不准确或

者避让不及时。

对此，驾驶员在雨天行车时要

注意以下事项：1、必须降低车速；

2、行驶中按规定车道行驶，避免频

繁并线；3、及时避让行人和非机动

车；4、注意力集中，有情况时不要

猛踩刹车，以防车辆侧滑跑偏；5、

出车前检查一下车辆，确保雨刷器

等机件灵敏有效；6、下大雨、暴雨

时，要开启雾灯；7、路面有积水时，

要探明深浅后再驾车通过；8、雨天

在山区公路行驶时，要时刻注意山

体滑坡。

雨季在山地行进，特别要注意

避开低洼地，如沟谷、河溪，避免受

到山洪、塌方和泥石流的威胁。如

遇雷雨天气，应立即到附近的低洼

地或稠密的灌木丛去，切勿躲在高

大的树下，这样容易遭到雷击，金

属物品这时不应随身放置，人则可

以寻找地势低的地方卧倒。

在山地如遇浓雾、强风等恶劣

天气，应停止行进，躲避在山崖下

或山洞里，待气候好转时再走。

雨天出游
宜与忌

□ 周 文

你有没有见过菖蒲？
□ 曾 莹

你有没有见过菖蒲？
□ 曾 莹

有一种城市居住方式产

生和形成于上海，也仅仅存

在于上海，那就是我生活过

20多年的石库门里弄。

岜沙村是一个奇特的，充

满久远传统乡情的苗族村寨，

这里的村民保留着明清时期

的生活习俗和服装服饰。

菖 蒲 古 村 在 井 冈 山

下，虽寂静却不孤闭。

夏食冷面，是饮食的智

慧，体现着人们在生活细节

上对苦夏所作出的从容不迫

的应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