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福建泉州的名胜古迹不胜枚举，但在
我这个外地人心目中，最具代表性的还要
算清源山那尊偌大的老君石雕造像——它
不仅端坐于所有与泉州文化有关的纸质媒
介和网络影像视频，也端坐于纽约时代广
场和大英博物馆。所以，当我在今年到泉
州工作时，第一个愿望就是零距离地看看
这位好生了得的老君。

假如不是亲身体验，真的很难想象这
山峦跌宕起伏、林木参天蔽日、空气清新甜
润的清源山居然距市区仅二三公里，而老
君岩就在景区入口不远处。甚至市区还有
好几路公交车直达于此。

走近老君岩“身”前我才知道，所谓老
君岩是以一座小石山为材质雕凿成的老君
石像。从逻辑上讲，它胚胎于盘古，而成
形、分娩于宋代石匠之手。用《泉州府志》
的话说，“石像天成，好事者为略施雕琢”。

能对一整座山岩恰到好处地加以顺势
剁凿、略雕巧成，宋代的那位石匠是何等聪
明能干。

盘古和宋代都离我们太远。而眼下，
当我猛然间看见一尊巨大石像横亘在跟
前，倏地有了一种愕然和恍惚。以至忽略
它头顶上那片由许多山峰围拢而成的盈缺
状的蓝天，也忽略了它植根其内的那块高
低不平且长满杂草野花的土地。直到片刻
之后，我定了定神，才由恍惚转换成虔诚。

哦，这就是那个只在《史记》中记了
200 来字的，在中国古代圣人排行榜上名
列第四的老子的化身么？！

倘若不信，有兹可证——老子西出函
谷关，云游至清源山，羽化成仙。清源山老
君岩是一块形状肖似老翁的天然巨岩，经
民间工匠略施技艺，把它雕刻成老子的坐
像⋯⋯

够啦，我信。我坚信眼前这个伟大、禅
定、深沉、慈祥的老君就是老子的羽化。他
从华夏文明深处走来，仙风道骨、一身尘
埃。他的脚步显得有些轻盈甚至无声，却
把中国乃至世界的文化、哲学、思想史册注
疏得铿锵遒劲、字字珠玑。于是，“道可
道，非常道”已成为诠释自然存在与道德理
念的普遍法则，而“有所为有所不为”则多
次被写进政府工作报告。更难能可贵的
是，即便像工商管理硕士这样时髦的专业，
也不得不把太上，有之誉之、畏之、侮之的
思想体系奉为圭臬。

总之，对老子的崇拜并非我个人的癖
好，而是一种民族的集体无意识。犹如这

石像本身，既是人凿，也是天成。
出于对石像的保护，老君岩的前方设

了一米来高的木栅栏。但这道栅栏只是起
提示作用，游客若想零距离接触石像，还是
可以从两侧的人工栈道上直接走过去的。
不用说，作为一个老子的忠实“粉丝”，我自
然舍不得错失这个机会。

我蹑手蹑脚走到石像边，轻轻摸了一
下它的袖子，当即有点忐忑。虽然这是块
石头，但毕竟是圣人化身呀。为了看个真
切，我本能后退几步，左看右看，上看下看。

你瞧，它头上的风帽不但尺寸合适，并
且正前方的叠缝又刚好兼了额纹的职能；
它鼻翼饱满、双唇略翻，就像是在微微翕
动、似笑非笑；那对耷拉着的大耳则呈现出
一种既可垂肩招风，又可广纳人言的风范；
更为惟妙惟肖的是，它左手抚膝不动，右手
的食指与小指却悬在案几边上作弹琴状。
若再细究，只见鬓须清晰、毫发毕露，连那
件随身长衫也皱褶分明，洒脱飘动。

不过，石像虽说动静相宜、生动逼真，
但眼睛却似乎与整体不甚协调——两边眉

弓下的半圆区内，几乎是平板一块，以至乍
看还以为是瞎子。我仔细辨认后，才依稀
觉得眼睛位置上有几道很淡很浅的弧线。
这使我想起了一篇有关老君也有忧伤的文
章，大意是说侧面看老君岩时，会发现它呈
现一副眼皮低垂、眼角皱蹙、眼神忧伤的样
子，因此有“正面含笑，侧面忧愁”之说。

是啊，圣人也是人，也吃五谷杂粮，也
有喜怒哀乐。倘若天下无道、社稷浑噩，即
便再“致虚极、守静笃”的圣人，也很难绝对
见素抱朴、超凡脱俗。

从另一个角度讲，端坐在清源山的老
子已经退休了，难道还用得着像在岗时那
样整天做出一副老道深沉的样子么？可
见，那位石匠很睿智，故意把眼睛刻成半明
半瞎、似睁似闭的样子，旨在提醒朝圣者
——当你们怀着虔诚的敬意对老君岩顶礼
膜拜时，首先别忘了这就是一尊石像。

总之，对老君岩的观赏最好不要带着
某种固有观念或意识去揣摩，而应该像《老
子》第一章里说的那样“故常无欲以观其
妙”，否则就容易形而上学、刻舟求剑了。

回程行至半山腰，车头一踅，进得一爿
农家酒肆，我就窃喜——世上纵有千种道，
但“肚子饿了，赶紧吃饭”最常道。

从北京首都机场 0：30 起飞，经过 11
个小时的长途飞行，终于在当地时间清晨
6：30 抵达开罗国际机场。开罗与北京的
时差本为 6 个小时，由于目前埃及正在实
行夏令时，所以时差缩短为 5 个小时。从
飞机舷窗俯瞰，也许是天还没有完全放亮
的缘故，地面是茫茫一片土黄色，鲜见郁郁
葱葱的绿色，看上去给人一种古苍之感。
我不由地想起那首《黄土高坡》，所不同的
是，这里只有黄土和沙尘暴，没有高坡。我
们即将在这片古老而苍凉的黄土上开始工
作和生活。

据介绍，开罗素有“千塔之城”的美
誉。在前往酒店的途中，我们看到埃及的
建筑和清真寺基本上都是黄色的，与这片
黄土融为一色，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飞机
上看到的都是茫茫黄土的原因。我们在距
离最著名的吉萨金字塔群不远的一家中资
企业的酒店入住，稍事休整后，到外面亲身
感觉了一下。虽然天气炎热干燥，但在树
荫下感觉却很凉爽，身上也不发黏。仰望
上空，可见蓝天白云。由于埃及处在红海、
地中海和尼罗河之间，是个农业国家，基本
上没有重工业，轻工业也不是很发达，其经
济的主要支柱是旅游业和农业，所以没有

“雾霾”天气，这倒是一件令人欣慰的事。
临行前，不少朋友为我们的安全担

心。这并非没有道理，因为最近三年，埃及
的局势动荡不定，政权轮番更换，社会动乱
不安。在市中心的解放广场周边，仍集结
着大量军警和坦克车、装甲车。有些旅游
大巴的前后，也配备了荷枪实弹的军人和
军用吉普车护送。社会秩序总体上不如以
前，偷盗、抢劫案件时有发生。我们也被告
知晚上不要外出，尤其是女士。朋友告诉
我们，埃及的枪支管理不严，因此偶尔还能
听到枪声。人们也时常显现出浮躁和情绪
化，以前很少见的吵架也时有发生。在这
些微妙的变化当中，人们似乎怀有一种期
待，即对“革命后”的塞西政权抱有的期
待。期待新总统能够掌控并稳定局势，发
展经济，改善民生。为回应老百姓的期待，
塞西总统在不久前的电视讲话中发出了

“现在是努力工作的时候了”的号召。但愿
埃及的局势能够真正地稳定下来，老百姓
的生活也能够一天天富裕起来。

如果你对埃及人说，“底莫斯”（音译，
意为“这就是埃及”），他会对你刮目相看，
认为你是一个了解埃及和埃及人的人。因
为这是一句埃及土语，正规的教科书里是
找不到的。这句话的真实含义只能意会无
法言传：它可能是一种自嘲、一种开脱，也
可能是一种逃避、一种推卸，甚至是一种无
可奈何。实际上，这种“埃及式”的表述，可
以说是埃及市景的一种真实写照。

开罗人口有 1600 多万，市内建筑密
集，样式五花八门，除了政府办公楼和写字
楼、酒店等外，居民楼都有一个共同的特
点，就是建筑物的外墙鲜有装潢，与清真寺
和沙漠的颜色相同；建筑物的屋顶很少封
顶，有的竖着钢筋，有的立着水泥柱，看上
去就像个“烂尾楼”，可人们照样居住其中，
过着悠闲的小日子。

了解情况的人说，埃及人是“要里子不
要面子”，屋里还是比较讲究的。不封顶的
房子怎么住呢？实际上这里面有一个众人
皆知的“潜规则”在起作用，即如果建筑封
了顶，就意味着该工程已经完工，竣工的房
子就要向政府缴税。因此，为了避税，房子
永远是不封顶的。理由也很简单，老家儿
住在一层，老大住二层，老二住三层，依此
类推⋯⋯至于市容好坏就不管那么多了。

来之前就听说，开罗经常停电。到开
罗后，证明这并非无中生有。我们入住的
酒店不停电的日子屈指可数，每天至少一
次，有时还是两次（中午一次，晚上一次）。
好在每次停电时间只有一个小时左右，不
算太长，而且酒店自己还备有发电机，一旦
停电便自动切换到自己的发电系统，以保
证公共通道的照明和电梯的正常运转。但
屋里的空调无法使用，在高温环境中真让
人难熬。因此，在找房子的时候，一定要问
上一句“公寓有没有发电机”，否则就是自
己找麻烦了。

朋友告诉我，埃及虽然有石油和大量
的天然气，但这些年局势动荡不安，基本没
有投资开发，造成了供电紧张。让人看不
透的是，一方面为缓解供电紧张实行了分
区停电，另一方面却在天还没有黑下来、不
需要照明的时候，就早早地点起了路灯，有
的建筑也点亮了自己的照明灯。能源稀缺
和浪费并存——这就是埃及。

“这就是埃及”“这就是埃及”

□ 鲍显铭□ 鲍显铭

“这城不很大，但各种尘世的幸福极
多。”这是 700 年前，著名旅行探险家马
可·波罗游历泰州时发出的感慨。700
年后，跟着他的脚步，在这个初夏，我满
怀幸福地与泰州亲密接触。

泰州是座有着 2100 多年历史的文
化古城，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让其
充满独特韵味，这里既有春华美景，又有
各色小吃，可以说，来泰州是视觉与味觉
的双重享受。

泰州人一天的生活往往从吃早茶
开始。江南很多地方都有吃早茶习俗，
但能完整将早茶文化传承保留下来，并
深深扎根于民间，唯有泰州。吃早茶，
泰州人称之为“早上皮包水”。泰州人
喜欢来到老街的茶楼来消磨时间，从早
上五六点就开始，一直到十点结束。早
上茶楼里只卖清茶，如今，早点的花样

多达十几种。一壶龙井、一盘烫干丝、
一碗鱼汤面、一笼蟹黄包，这是吃早茶
的必点品。

烫干丝嫩滑，金灿灿的姜丝、白嫩嫩
的豆干、绿油油的香菜，色彩的搭配既有
卖相又好吃。作为早茶的压轴戏，“鱼汤
面”关键在这“汤”字里，用上好的鳝鱼骨
头、鲢鱼、猪腿骨文火熬制 5 小时，然后
将煮好的面倒入这汤中，汤与面的完美
融合，怎一个“鲜”字了得。嘴巴在忙着，
眼睛与耳朵也没闲着。边吃早茶边听评
书，是何等的惬意。一张竹椅、一杯茶、
一段评书、一个乐，这是会享受生活的泰
州人最自在的悠闲时光。

对于爱怀旧的人来说，泰州老街是
找寻旧时光的最佳去处。行走在麻石铺
就的明清小巷上，听着悠长的吆喝声，看
着诸如补碗、爆米花等已经渐渐走远的

老行当、老手艺，不禁感叹，岁月蹉跎。
这些留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最弥足
珍贵的历史印迹。

逛完了老街，不妨坐上摇橹船，在船
娘优美的小调声中，畅游于这座水城。
人在船上，既可品尝到正宗地道的“溱湖
八鲜”，耳边不时传来戏曲票友们唱戏的
欢声笑语，“梅兰芳”大师的故乡，这里有
着深厚的戏曲文化土壤。“晚上水包皮”，
华灯初上的泰州格外亮丽。泡泡温泉，
洗个澡，消除一天的疲惫，放松心情，这
是泰州人茶余饭后最热衷的事。

什么是泰州人的尘世幸福？我想，
应当是这种
慢生活里透
出 来 的 悠
闲、宁静、安
逸、快乐。

这几天，我家的门槛被踏矮了一层。
我妻子是老师，那些孩子要读高中的家长，
纷纷前来咨询。

城里有十来所高中，想上好学校要么
上分数线，要么给择校费。这些家长都是
农民，虽然打工挣点钱，也极不容易，择校
费以上万算，听说最高的标价 6 万，还爱来
不来，想来的人多得是。

妻子实实在在地说，两所市重点中学，
确实好，软件硬件都一流，但是他们生源
好，照顾的是优生而非差生，如果去了跟不
上，恐怕得不偿失。家长们似懂非懂，但望
子成龙望女成凤心切，自己一辈子下力，不
愿让孩子步后尘。

三所区重点，各有优缺点，比如三中，
尖子班好，但对普通班照顾就少多了。一
中百年老校，很有名望，但这些年校风有些
问题。五中，新校区，环境宜人，对农村孩
子照顾到位，但骨干教师流失严重。三所
区重点也收择校费，只是比起两所市重点
来少了很多。至于外国语学校，它的强项
是外语好，甚至聘了外教，其他就一般般
了。当然外教也就一两个，当牌子用的。

经过分析，家长们开始盘算，外语好的
读外国语学校，家庭条件差的读五中，成绩
突出的读三中的尖子班等等，皆大欢喜。

可是，事实并不如此。现在，同样条件
的孩子，相互攀比，这个读了市重点，那个
也要求读市重点，家长生怕孩子输在起跑
线上，无论成绩好坏都要读好校，学校不抬
高择校费才怪。

还会产生掮客，一个条子值多少钱，一
个电话值多少钱，让家长们吐血。

妻子的话等于白说了，本来她更了解
孩子们。学校之间的差距，没有传说中的
那么大，最重要的还是孩子爱学、肯学。可
她说，她的解释没有人听。

罗珊的长项是体育，刚好能读三中，可
她的同学好多读市重点了，她要父母去交
择校费，读市重点。难在父母离了婚，又各
自组织了新家庭，很难统一。加上都是打
工仔，拿出一分钱也疼。最后，罗珊说，读
不了市重点，我就不读了，打工去。果然，
第二天，罗珊就失踪了。

还有一个学生，叫李杨，上了五中的分
数线，可是他爸说，上不了市重点，生活费一
个月只给三百。但是五中也在城区，生活费
高，没四五百不行。一气之下，李杨报了在
乡里的一所高中，离他爸有一百里远，那里
的生活费低多了。

我不明白，择校那么重要吗？好学校
有差生，差学校也有优秀老师。我自己读
的乡村中学，不也考上了大学，成了作家
么？

决定成绩的不是学校，而是自己。但
无论家长和学生，好像谁也不懂这个理儿，
解释也是白搭。择校成了一家人的大事，
一个孩子成长中的大事。这些都是人们自
己搞出来的。当然，教育资源的不均衡，也
是造成择校的直接原因。

我和妻子不赞同择校，但是，我们改变
了不了现实，只好看着家长和孩子们，在现
实面前，跟风，发疯，受伤。

夏日到来，市场里嫩绿的丝瓜，一根
根饱满鲜嫩，瓜头上还开着诱人的金黄
花朵。我拿起一根，凑鼻前嗅了嗅，一股
熟悉的清香袭来。

都说丝瓜命贱，随种随活。春日里，
在院中墙边松过的土中，随手种下，几线
春雨后，一棵棵嫩黄的小苗便先后钻出
土来，水灵灵的两片叶子，模样可爱。

小苗渐渐长高，绿叶生光，吐须发
蔓。当长到一尺多高的时候，在墙边搭
上几根青竹，用草绳织成网状，就成了一
个简易的丝瓜棚。不消几日，一根根细
嫩的绿藤便扭动着纤细的身躯，顺着绳
子，一步一韵，悄然爬上瓜架，错落有致
而又毫无章法。

当你还沉醉在那青翠中，几场南风
氤氲，绿色的藤蔓上，就有淡黄色、明丽
的小花开出来，起初是三五朵，很快变成
几十朵，金灿灿的，镶嵌在深绿色的叶片
中，于清晨的阳光下格外神采飞扬。每

朵黄花后面，都顶着一条绿色的小瓜，半
遮半掩之间，美不可言。

过了仲夏，肥嘟嘟的丝瓜已长长短
短、满满当当地悬了一架。轻风一吹，瓜
棚扭得吱吱作响，摇得丝瓜的身躯秋千
似的晃荡，给小院平添几分意趣。

丝瓜始终和夏天结缘。暑热里，一
份清凉解热的丝瓜菜肴总能让人感到格
外爽快、惬意。丝瓜做菜，可凉拌、可烹
炒、可做汤、可配肴，而且能和大部分食
材搭配在一起，荤素皆宜，其性温婉。

我最喜欢纯粹清炒的丝瓜，只数点
油盐、一撮葱花足矣，其味质朴，其色清
新，其味清柔，还有股幽净的甘甜，是夏
天餐桌上的逸品。尤其那清香爽口的汤
汁，用来拌饭，呼噜扒下，齿颊久久噙香。

江浙地区还有一道不错的丝瓜毛
豆。当令的毛豆，先以八成火力，慢炒三
两分钟，之后放入丝瓜混炒。入口清而
不淡，自有一份幽远。

丝瓜蛋花汤，又是另一种口味，做法
亦简单，与盛开的蛋花相伴，青青翠翠胜
似一湖春水。瞧那汤中，碧嫩嫩的丝瓜，
黄灿灿的鸡蛋，浅淡之间，娉婷袅袅，单
从视觉上便知不是凡物，而随之飘溢出
的清香更是沁人心脾。

旧时，农家生活俭朴，丝瓜除了肉可
食外，连刨下来的丝瓜皮也不会轻易浪
费掉。于是，将其洗净后，用盐略渍一
下，加青红椒丝、姜丝，入锅旺火爆炒，便
成了一道咸淡相宜，清脆爽口的小菜。

前些年，我曾在某家餐馆中尝到一
款“贵族版”的丝瓜菜肴。菜用白瓷盘盛
装着，看上去富态优雅。启箸食之，那丝
瓜段中，嵌入了切细的火腿、笋尖、鸡脯
肉和香菇拌成的馅，滋味固然不错，但丝
瓜本有的清韵，在过于复杂的诸般滋味
的干扰中，丧失殆尽。

此时，不由念起家中的那碗清炒丝
瓜，虽普通平常，却天然本质。

择校真烦恼
□ 马 卫

尘世幸福 □ 张帮俊

蔽日荷花 刘 飞摄

闲谈丝瓜 □ 钟 穗

无欲以观老君岩
□ 陶宗令

对老君岩的观赏最好不要带着某种固有的观念或意识

去揣摩，而应该“故常无欲以观其妙”，才不致形而上学

如果你对埃及人说，

“底莫斯”（音译，意为“这就

是埃及”），他会对你刮目相

看，认为你是一个了解埃及

和埃及人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