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艘快艇从福建厦门市演武大桥附近海面驶过。 王建华摄

在祖国的东南海疆，有一座迷人
的城。她凌立碧波之上，像玉盘中一
茎婷婷的水仙，像翠湖里一朵妩媚的
睡莲，像一只掠水的白鹭，像一艘彩
色的楼船。“卷帘遥岫层层出，望海轻
帆片片悬”，写的是这个岛屿天然潇
洒的风韵；“厦庇五洲客，门收万顷
涛”，说的是这个城市宽广豪放的胸
怀——这座城，名字叫厦门。

花之岛

厦门，这“春来春去不相关，花谢
花开何日了”的亚热带名城，一年四
季，抬头是绿，低头是绿。人们生活
在绿色的空气里，不知道大自然有冰
欺雪扰，所以，人们称之为“绿岛”。

隆冬时节，从凛冽的风雪里远道
而来的北国游人，踏进小城，只觉得
眼前陡地一亮：那墨绿的相思、碧绿
的椰树、猩红的玫瑰、粉红的蔷薇、淡
黄的腊梅、金黄的菊花、艳紫的三角
梅、雪白的茶花……姹紫嫣红，或长
街迎客，或墙头招手，或小院窥人，或
幽窗弄姿，真是遇目成色、入鼻皆香。
人们只觉得置身春风里，自己也变成
这南国花城中的一株树、一朵花了！

涉足厦门的旅人，都不会忘却那
给人以美好精神享受的万石岩亚热带
植物园：这里包罗了松杉园、棕榈岛、
玫瑰园、兰花圃、龙眼荔枝园等二十几
个专类园和种植区，培育了3000多种
奇花异草、佳果美树。这儿有外国学
者奉为至宝、人们称之为“活化石”的
古代孑遗植物水杉、银杏；有世界三大
观赏树——中国金钱松、日本金松和
南洋杉；有非洲旅人蕉、印尼糖棕、牛
蹄豆、巴西咖啡树、红果、西印度箬棕、
大王椰；有直径二米、世界称奇的王
莲；有数百种千姿百态、名噪海内的热
带仙人掌；这儿有产于我国而传遍全
球的十大名花；还有来自非洲的天竺
葵、鸡冠花，来自欧洲的金鱼草、仙客
来，来自美洲的长春花、月下香，来自
南洋的白纸扇、狗尾红等等；至于那

“接木移花千里外，雕山塑水一盆中”
的万千盆景，更是任你妙笔生花，也描
摹不尽。真是名葩异卉，争娇夺艳，万
紫千红，荟萃一城！

海之城

这芬芳绚丽的花城，更引人入胜
的地方，还是那变幻万千、神奇莫测
的大海。既是壮怀激烈、呵气成虹的
伟丈夫，又是含情脉脉、风流蕴藉的
俊女子；旷达、深沉、气象万千又缠绵
悱恻、侠骨柔肠；给人以美的陶冶，诗
的灵感，哲理的启迪，奋斗的楷模
——这，就是厦门的海。

厦门的海，最令人依恋的是港仔
后的海景，那是天地玄妙的造化。

厦门有岛名鼓浪屿，岛上有山名
日光岩，平地崛起于港仔后海湾。登
上日光岩，只见远山浓黛，近水柔蓝，
水天相衔，轻鸥点点，风帆漂浮其上，
日月沐浴其中。大潮来时，长风鼓
浪，波推涛吼，有如千军万马奔腾呼
啸而至。这是气势磅礴的“白马潮”，
望之令人血沸心热，豪情荡胸，难怪
当年民族英雄郑成功要选择在这儿
操练水师了！

下日光岩，步入多少中外游客为
之流连忘返的菽庄花园。那里，错落
有致的亭台楼阁、伟岸俊逸的红棉翠
椰和芳香迷离的花廊曲洞姑且不说，
仅它的依山偎海，园浮海上，海蓄园
中，就够令人叫绝。

在“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
共潮生”的夜晚，上下天光，一碧万
顷。立“听潮楼”上，倚“小兰亭”畔，
眼见轻纱笼海，数叶扁舟神游空蒙；
耳听细浪吻沙，一脉幽思因潮起落。
春风过处，钢琴声声，琵琶缕缕，柔曼
的 舒 伯 特 小 夜 曲 、优 雅 的《梅 花
操》……穿山渡水而来，使人觉得“此
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
园中，那“长桥支海三千丈，明月浮空
十二栏”的四十四曲桥，游人们或静
坐，或漫步，或骋目清思，或和涛微
吟，彼时彼地，天、地、人似乎融为一
体，迷幻中令人有羽化登仙之感。遇

上风雨交加的日子，大雨落则白浪接
天，如张羽煮海；细雨飘则水晕墨染，
似西施浣纱，比起风和日丽之时，更
有一番飘渺空灵的神韵。

有诗云：“澄波如镜月如弓，翠屿
青烟袅碧空，闲倚云楼看远黛，浑疑
身在图画中。”此厦门海之谓也！

智慧之乡

厦门，堪称地灵人杰。
这里，有唐朝名宦薛令之立官清

正无惧权贵,不愧一代名臣；陈黯挂
官归来隐居著作，开启鹭岛人文；这
里，有宋代宰相苏颂，辞官钻研科技，
创造水运浑仪，扬名千古；这里，有理
学鸿儒南宋朱熹，主簿同安，弘扬教
化、遗泽至今；这里，是明末清初著名
民族英雄郑成功为收复台湾而厉兵
秣马、挥师东征的地方；这里，是我国
近代反抗侵略、孤军奋战、壮烈捐躯、
以身殉国的江南提督、民族英雄陈化
成将军的故里；这里，是捐资千万、毁
家兴学、被毛泽东主席誉为“华侨领
袖、民族光辉”的爱国侨领陈嘉庚先
生的桑梓；这儿是世界乒坛冠军郭跃
华、世界羽坛冠军栾劲、世界跳高健
将倪志钦和亚洲田径明星郑达真的
故乡，是蜚声宇内的钢琴家殷承宗、
小提琴家许斐星和我国知名作曲家
李焕之的家园；这儿有世界闻名的数
学家陈景润、中国著名化学家卢嘉锡
和经济学家王亚南学习和工作过的
厦门大学；这儿风光如画的鼓浪屿是
举世皆知的音乐之岛，“文革”前全岛
钢琴密度已称世界第一；这里秀色可
餐的集美镇是饮誉四海的著名学村，
2.83平方公里的小镇，竟有大、中、小
学和各类专业学校数十所，培育英才
遍布全世界。

今天，厦门是我国五大特区之
一，经济腾飞，地覆天翻，昔日“日出
而作、日落而息”、远古蛮荒的边疆小

岛，奇迹遍地——触目可见鳞次栉
比、拔地而起的高楼广厦，日夜银鹰
起落的国际机场，雨后春笋般的万吨
泊位，万邦来仪的会展中心，有如巨
鹏腾飞的人民会堂……工地上如火
如荼日夜喧闹的人流、大厦里春夏秋
冬长年云集的商贾、车如流水马如
龙、云樯雾楫蔽海空。随着特区建设
的兴旺发达，美丽的绿岛，像一颗晶
莹艳丽的祖母绿，愈来愈引人注目：
华街幽巷，随处可见外宾、华侨、港、
澳、台胞足迹；来自四面八方的艺术
家，描绘这儿的碧海青山，抒写这里
的风土人情，歌唱这儿的沸腾生活！

壮哉，厦门！雄镇东南要隘，控
扼八闽门户，北通京、津、杭、沪，南接
港、澳、深、珠，面对台、澎、金、马，海、
陆、空连结五洲四海，学、文、商、旅，
誉满环球各地。

美哉，厦门！花魂海魄，英啼凤
凰，树解合欢；良田曾孕数穗之稻，赐
名“嘉禾”宝岛；危岩奇耸玉笏之势，
固称“万笏朝天”；五老凌霄，笑论人
间沧海桑田；古刹梵钟，祝祷百姓安
居乐业；华灯如酒，员当渔火已成古
迹；白鹭洲头，七彩虹霓如梦如幻。

厦门，未曾走访的人们，常常怀
着一片神奇的憧憬；曾经来游的客
子，往往留下一缕痴情的相思。这，
不只因为她那充满亚热带风情的花
容海色令人倾倒，更惹人眷念的，还
是创造了丰富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
艺术文明的人民！

像花一样朝气蓬勃、像海一样豪
爽多情的厦门人民，他们赋予这里的
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以醉人的诗情。
所以，这里的鲜花和大海，这里的生
活和奋争，一切都是诗！

永恒的春天，神奇的大海，智慧
的人民，构成了绿岛瑰丽的诗魂。天
南地北的朋友们，你们能不向往这片
有诗如酒、有绿如梦的迷人土地吗？

（作者系福建省厦门作家协会名
誉主席）

喝不够的菜汤
□ 刘海鸣

鹭 岛 纪 胜
□ 陈慧瑛

菜汤是熬出来的好喝。

熬菜汤有点像茶道里的功夫

茶，打磨的是时光，品尝的却

是功夫。喝到最后，不光是

浅层果腹的意义，更应该喝

出一种精神，一种气度，一种

品质

捺山有那园，那园有那水、那
坝、那桥、那花、那草……还有那人
那事，一切都那么美好。

最喜欢那园的八卦图菜园。
那园不大，去过几次，园子里我觉
得处处都走到了啊，还是漏了，这
里竟然从未经过。

整个菜园不大，却精致。俯瞰
应该是一张八卦图，以旧红瓦隔离
出双鱼形状，种各色时令菜蔬，此
时的园子里，有萝卜、青菜、药芹、
豌豆苗、朝天椒……外围竹插的围
栏，攀着蛇瓜，青色，像丝瓜，脾气
没丝瓜顺溜，如蛇盘成一团。再外
围，钢管焊接的半圆形廊棚，在视
野一圈圈缩小，延伸到远处，生生
造出时光深邃的感觉。廊棚上缠
着干枯的丝瓜络、一个又长又大黄
褐色的瓠子，都是留种的。也有几
个迟来的小牛腿瓜，赖在寒风里，
不肯老去。

早晨八九点钟，晴天朗日，树
在园中，菜栽树下，隔着树荫拍光
照里的菜园，明暗清晰，层次井然，
远山薄雾渺渺，如油画，似仙境，美
不胜收。空气清爽，肺子如洗过一
般，待在这样的园子里，不是一般
人享到的福。

那园里最幸运的草应该是稻
草。此次去那园，正值稻草艺术
节。为一种草办一个节，是那园主
人邀请朋友欢聚的一种形式，十
月，秋收起舞。台上演着节目，台
下呢，单车棉花糖踩起来喽，新鲜
啤酒喝起来喽，茶园寻宝换烧烤也
吃起来了……每一处地方，我都挤
到人堆里看热闹，拍小朋友们口水
滴滴的小模样，非常开心。在那
园，孩子们是真小孩，我也变成了
假小孩。

要说稻草，鱼米之乡里下河人
最熟悉，就是穰草哎。作家庞余亮
先生写过《稻草扣》一文，老母亲用
一根稻草捆着发软褪色的毛票，请
人带给在外上学的儿子零用，正是
里下河人的集体记忆。一个孤僻
的穰字，遗存至今，是我们共同的
基因。

稻草可以苫房子。早稻收下

来，石磙上用力惯干净，草把还带
青色，结实，晒干了就可一把压一
把，房顶堵漏。土墼墙、草屋顶，寻
常人家。

小学阶段，我们教室的窗子没
有玻璃，冬天保暖全靠稻草。稻草
一小扎一小扎编成厚厚的帘子，密
不透风，挂在门窗上，暖和得很。
唯一的缺陷不透光，也正是这一
点，让我们如炕坊里的小鸡，终日
春天，不关心外面的冷暖。

我们这个年龄段，记忆里，还
有用稻草做土瓮的。必须是金黄
干净的稻草，没捂过，不泛黑，结
实。家里水缸破了，底子没坏，就
可做土瓮。用稻草由缸底往上，环
成一圈又一圈，糊上黄泥，晾干就
成，盛粮食接地气，可以呼吸，比什
么器具都好，生存的智慧。

庞余亮文中写着稻草搓绳搓得
手疼，我没有体验过，稻草节那天，
那园主人李国庆先生倒是现场给大
家演示了搓绳，表达做农庄产业需
要整合各方资源，精诚团结，众人拧
成一股绳，赋予搓稻草绳全新的意
义。那园的稻草不仅具象，更充满
力量。

那园那个大号草编八爪鱼实
在夺人眼球。里面还有梯子可以
登顶。我老妇聊发少年狂，从八爪
鱼的嘴里“冒”了出来，沾了一身草
屑。故乡的稻草是我的锦囊，不是
偶然沾上，而是一直带着。

在 那 园 记 得 最 真 的 还 是 那
味。第一次见园主人，在桂花树
下，三五个人饮茶，暮色渐浓，花香
袅袅，茶气氤氲。然后把酒话桑
麻，话文缘，话江湖，相见恨晚，相
谈甚欢。那晚的“等酒”，让那园主
人和我家先生越聊话越多，难分难
舍。那晚的桂花烧饼，我一下子吃
了三个，小时候的味道，家的味
道。那晚最大的遗憾，没听到在那
园做服务员的村妇给我们唱扬剧，
不是一般唱段，看见什么唱什么。
那园主人告诉我们，那叫“抓活
词”，有意思。下次去那园和园主
人聊天，一定要听一听这“抓活词”
到底咋样，有味不？

捺山那园

□ 王 晓

曾经遍地开花，俨然一道城市

文化风景的报刊亭，如今，其命运

越来越岌岌可危。有统计数据显

示，2008年底到2013年，全国共拆

除 10468 个邮政报刊亭。即便时

下，各地对于报刊亭的拆除举动仍

未停止。媒体报道，家住北京通州

区的作家荦平至今还保持着阅读

报纸的习惯。可让她心焦的是，

2017 年 8 月她家附近的 4 家报刊

亭在半个月内先后消失。为此，她

不惜投书北京市相关部门，详陈保

留报刊亭的积极意义。尽管获得

了回复，她还是不能不为报刊亭的

命运担忧。

报刊亭曾被媒体誉为“城市衣

襟上的鲜花”。当年，它也的确风

光过一阵子，不仅为解决部分人员

的就业问题提供了一条出路，而

且，为带动报纸杂志销量，增添城

市文化气息发挥了积极作用。只

是，近些年来，伴随网络信息化冲

击，报刊销售额下降；尤其随着城

市化进程的推进，不少报刊亭被管

理部门以“影响市容”“占道经营”

“阻碍交通”甚至“违章建筑”的名

义勒令拆除，从而使得报刊亭去留

问题更加凸显出来。

目前形势下，报刊亭究竟还有

没有存在的必要？荦平说得在理，

“在文化大繁荣的时代，离市井百

姓最近的文化设施就是报刊亭。

如果报刊亭定义为文化设施，是城

市文化建设的一部分，那么无疑有

存在的必要”。而且，从大的背景、

形势来看，党中央非常重视舆论宣

传工作，报刊亭经过精心打造后，

可以成为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弘扬正能量主旋律的重要渠

道；与此同时，既然，当前，建设书

香社会，提倡纸质阅读，那就应该

有售卖纸质刊物的渠道，应该为报

刊亭继续发挥其用武之地营造宽

松条件。

据媒体记者对北京市报刊亭

的调查，党的十九大召开期间，北

京全市报刊亭党报党刊销售工作，

销售量增长了600%，其中《人民日

报》日均销售近3000份，是平时的

5 倍多。这从一个侧面折射出当

前形势下报刊亭仍为社会所需。

书店与报刊亭，恰似一对孪生

姐妹，共同为展示城市文明形象添

砖加瓦。既然，现代城市努力为实

体书店顺畅发展提供鼎力支持，那

么，又何尝不能为报刊亭继续生存

留出一席之地？

的确，现在，城市建设过程中，

有些报刊亭在位置、外观、卫生等

方面与既定发展规划存在不协调

情况，也有些报刊亭背离了初衷，

以兜售饮料、售卖福彩等为主。这

些问题的存在，并不能构成对报刊

亭“一拆了之”的理由。当前要做

的，是针对报刊亭面临的问题，积

极想办法去规范它、提升它。窃以

为，目前，相关城市在市政建设规

划中，不妨将报刊亭的规范化设置

纳入进来，从报刊亭的位置、外形、

经营管理等方面制定好科学、细致

的标准规范；同时，借鉴实体书店

综合化经营的成功经验，允许并引

导报刊亭在经营好报纸杂志零售

业务基础上，兼营图书售卖、借阅，

以及饮料、小食品买卖等，以此增

强其市场适应性，把报刊亭打造成

集文化传播与商业服务、公益活动

等为一体的城市服务窗口。

城市报刊亭

拆了未必好
□ 丰 悦

昔日“城市衣襟上的

鲜花”，今日还有存在必

要吗？

美丽的鹭岛，像一颗晶莹艳丽的祖母

绿，愈来愈引人注目；天南地北的艺术家，

倾情描绘这儿的碧海青山，抒写这里的风

土人情，歌唱这儿的沸腾生活

少时少时，，邻居一位大爷好叫小孩儿邻居一位大爷好叫小孩儿
猜谜语猜谜语，，其中有一个是这样的其中有一个是这样的::““呼呼呼呼
呼呼，，噗噗噗噗噗噗，，一把抓住脊梁骨一把抓住脊梁骨。。””我半我半
天也猜不出天也猜不出。。回家问母亲回家问母亲，，才知道是才知道是
煮菜汤沸腾溢了锅煮菜汤沸腾溢了锅。。从前的锅盖大从前的锅盖大
多是木头做的多是木头做的，，圆圆的锅盖中间镶嵌圆圆的锅盖中间镶嵌
着一条横木着一条横木，，是为把手是为把手，，亦即所谓的亦即所谓的

““脊梁骨脊梁骨””了了。。这个谜语贴近生活这个谜语贴近生活，，形形
象生动象生动，，所以至今记得与菜汤有关的所以至今记得与菜汤有关的
一切一切。。

菜汤作为一种汤食菜汤作为一种汤食，，大概在我老大概在我老
家晋东南小镇石城一带才有家晋东南小镇石城一带才有。。那应那应

该是正宗的草根食品该是正宗的草根食品，，是困难时期粮是困难时期粮
食匮乏的产物食匮乏的产物，，也是百姓在饮食上最也是百姓在饮食上最
伟大的发明之一伟大的发明之一。。菜汤味道甘美菜汤味道甘美，，色色
香诱人香诱人，，营养丰富营养丰富。。故乡有句俗话故乡有句俗话：：
汤水儿不亏人汤水儿不亏人。。经常喝菜汤的人最经常喝菜汤的人最
能体会到这句话的益处能体会到这句话的益处。。菜汤的优菜汤的优
势可说是愈喝愈香势可说是愈喝愈香，，百喝不厌百喝不厌。。

煮菜汤铁锅最好煮菜汤铁锅最好，，不锈钢锅为不锈钢锅为
上上，，铝锅次之铝锅次之。。水呢水呢，，泉水最好泉水最好，，井水井水
为上为上，，河水次之河水次之。。用火也有讲究用火也有讲究，，那那
就是柴火最好就是柴火最好，，煤火为上煤火为上，，电磁炉次电磁炉次
之之。。令我欣慰的是令我欣慰的是，，至今我的村庄仍至今我的村庄仍
然饮用的是甘泉水然饮用的是甘泉水。。若最好的锅配若最好的锅配
上最好的水上最好的水，，做出世界上最美味的菜做出世界上最美味的菜
汤就成功了一半汤就成功了一半。。

给锅里添三分之二的水给锅里添三分之二的水，，用柴火用柴火
大火把水烧开大火把水烧开，，放入少量红小豆放入少量红小豆、、黑黑
豆豆、、眉豆眉豆；；如果是夏天如果是夏天，，再加些绿豆以再加些绿豆以
防暑气防暑气，，大火煮那么大火煮那么3030来分钟来分钟，，等所等所
有豆子膨胀崩裂有豆子膨胀崩裂，，然后然后，，再按比例抄再按比例抄
一定量的黄豆面放入碗内一定量的黄豆面放入碗内，，加凉水搅加凉水搅
拌拌，，荡匀荡匀，，倾入锅内倾入锅内，，文火慢煨文火慢煨，，直到直到
把豆子把豆子、、小米煮熟煮烂为止小米煮熟煮烂为止。。

菜汤菜汤，，汤里面肯定有菜汤里面肯定有菜。。什么什么
菜菜？？酸菜酸菜，，就是秋后收回的茴子白外就是秋后收回的茴子白外
面包的那几层葱绿色的叶子沤的缸面包的那几层葱绿色的叶子沤的缸
菜菜。。最后放入少量酸菜和适量的最后放入少量酸菜和适量的

盐盐。。这样这样，，一锅香气四溢一锅香气四溢，，颜色好看颜色好看，，
令人唇齿生津的菜汤就算告成令人唇齿生津的菜汤就算告成。。

我喝菜汤将近我喝菜汤将近5050年年，，至今认为至今认为，，
我奶奶煮的菜汤最好喝我奶奶煮的菜汤最好喝。。奶奶是厨奶奶是厨
子吗子吗？？不是不是，，主要是老人家有时间主要是老人家有时间，，
煮一锅菜汤她能熬差不多两个多小煮一锅菜汤她能熬差不多两个多小
时时。。这有点像茶道里的功夫茶这有点像茶道里的功夫茶，，打磨打磨
的是时光的是时光，，品尝的却是功夫品尝的却是功夫。。奶奶是奶奶是
小脚小脚，，拄着拐棍儿拄着拐棍儿，，一般体力活儿干一般体力活儿干
不了不了，，只会在灶前烧火做饭只会在灶前烧火做饭。。灶膛里灶膛里
的火焰的火焰，，映得墙壁忽明忽暗映得墙壁忽明忽暗,,奶奶端奶奶端
坐在小凳子上坐在小凳子上，，怀抱拐棍怀抱拐棍，，手拿苇骨手拿苇骨
筒筒（（吹火筒吹火筒））熬菜汤熬菜汤。。锅里煮沸的汤锅里煮沸的汤
的泡沫泛上来的泡沫泛上来，，奶奶就会兑一小勺凉奶奶就会兑一小勺凉
水到锅里水到锅里，，反复如是反复如是，，直到汤里分不直到汤里分不
清豆子和小米为止清豆子和小米为止。。奶奶煮的汤口奶奶煮的汤口
感好感好，，时间是决定因素时间是决定因素。。

许是时代演变的缘故吧许是时代演变的缘故吧，，现在人现在人
们煮的菜汤无论程序还是时间们煮的菜汤无论程序还是时间，，都简都简
化了不少化了不少。。各种豆子一般不往锅里各种豆子一般不往锅里
放了放了，，顶多夏天放一些绿豆避暑顶多夏天放一些绿豆避暑；；酸酸
菜别说放菜别说放，，就连沤缸菜的人家也很就连沤缸菜的人家也很
难找难找。。

困难时期困难时期，，村子里的习惯一般是村子里的习惯一般是
早晨和晚上喝菜汤早晨和晚上喝菜汤，，配以窝窝头或粗配以窝窝头或粗
面馍之类的吃食面馍之类的吃食，，佐以小菜佐以小菜。。如今如今，，
村子吃早饭主食早由从前的糠面或村子吃早饭主食早由从前的糠面或

玉米面窝窝头改为白面馒头玉米面窝窝头改为白面馒头，，但早晨但早晨
喝菜汤的传统却沿袭至今喝菜汤的传统却沿袭至今。。可见可见，，具具
有地方特色的传统习惯和饮食文化有地方特色的传统习惯和饮食文化，，
力量还是很强大的力量还是很强大的。。

喝菜汤也是会上瘾的喝菜汤也是会上瘾的。。刚喝菜刚喝菜
汤时汤时，，可能隐隐约约会有股豆腥气可能隐隐约约会有股豆腥气
味味；；当你喝出它的妙处时当你喝出它的妙处时，，你就觉得你就觉得
你永远离不开这种汤汤水水你永远离不开这种汤汤水水、、漓漓溶漓漓溶
溶的东西了溶的东西了。。我喝菜汤的经验是我喝菜汤的经验是，，夏夏
天的凉菜汤味道最美天的凉菜汤味道最美，，最好喝最好喝。。尤其尤其
是劳动归来是劳动归来，，比如割小麦中午回家比如割小麦中午回家，，
第一件事儿就是舀一碗凉菜汤狂饮第一件事儿就是舀一碗凉菜汤狂饮
一气一气，，真正一口气喝得碗底朝天真正一口气喝得碗底朝天，，既既
充饥又解渴充饥又解渴。。那个舒服劲儿那个舒服劲儿，，不是文不是文
字所能描述的字所能描述的。。

我甚至执着地认为我甚至执着地认为，，菜汤喝到菜汤喝到
最后最后，，不光是浅层果腹的意义不光是浅层果腹的意义，，更更
应该是喝出一种精神应该是喝出一种精神，，一种气度一种气度，，
一种品质一种品质，，一种格局一种格局。。可惜可惜，，北宋北宋
那位东坡居士没有喝过菜汤那位东坡居士没有喝过菜汤，，如果如果
喝过的话喝过的话，，大师喝出一种名吃也未大师喝出一种名吃也未
可知呢可知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