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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撞 击味觉

之 旅红色

邂逅群心村

今年是渡江战役胜利 70 周年，近
日， 我随团追寻百万雄师横渡长江的历
史足迹，走进了安徽铜陵。

1949年 4月 21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
顺利占领铜陵县城，铜陵也因此以“江南解
放第一城”的独特殊荣永载共和国史册。

处于长江中的文兴洲， 正是当年中
国人民解放军渡江战役在铜陵境内的登

陆点，现属铜陵市义安区胥坝乡辖区。 从
铜陵市区出发，一路美景不断。 很快，我
们来到了长江边，与文兴洲隔江相望。 渡
船靠岸，载着我们前往文兴洲。

下船之后，我们登上旅游观光车。 车
子在群心村乡贤文化馆门前停了下来。
进入馆内， 开旅游观光车的女司机指着
墙壁上的展板和玻璃柜中的物品， 流畅
地向我们介绍渡江战役中铜陵涌现的英
雄故事和英雄人物。 之后，她扶着渡江战
役九旬老兵姚武清与我们见面。 姚武清
先后参加了抗日战争、淮海战役、渡江战
役和抗美援朝，忆起战争岁月，依然激情
满怀。

群心村现有 4 个自然村，20 个村民

小组，总人口近 2500 人。 昔日交通不便
的群心村，近年来在美丽乡村建设中，以
修路等基础设施建设为先导， 以自然风
光为基础，以乡贤文化馆、渡江文化广场
等红色文化为灵魂， 村容村貌整体得到
了大提升，村居与自然环境相互协调，成
了八百里皖江边上一个美丽村庄， 还利
用红色文化和绿色风光搞起了乡村旅
游，还把数万亩土地集中起来，转包给种
粮大户经营。

我好奇地指着那名女司机， 询问身
旁的群心村党委书记兼村委会主任古中
举，“她一会儿是驾驶员， 一会儿是讲解
员，一会儿又成了接待员，她究竟是做什
么的呀？ ”古书记笑着告诉我：“她叫夏秀

清， 既是村旅游公司导游兼旅游观光车
司机，也是村里的团支书兼文书。 ”

1983 年出生的夏秀清， 因家里经济
条件不好， 读至高一时， 只好放弃了学
业。 随着群心村的经济发展和新农村建
设的开展， 夏秀清成了村旅游公司导游
兼旅游观光车司机。2018 年 9 月，村里换
届选举，她被推选为村里的团支书。 2018
年年底， 她又被区委组织部列为一村一
名大学生项目的培养对象， 参加安徽农
业大学为期两年的函授学习。

看着笑意盈盈的夏秀清， 看着焕发
新姿的群心村，我知道，英勇的渡江精神
和厚重的红色文化， 犹如浩浩荡荡的长
江水，滋养着这个长江边的乡村。 正是一
个个像群心村这样的美丽乡村， 串起了
长江沿岸的秀美画廊， 串起了美丽中国
的绚丽画卷！

陈修平

蓝色琉璃环

地 理湖湘

沿地铁四号线南行， 是长沙著
名的望月湖小区， 这是一个充满生
活气息的地方。 在距离望月湖站不
远的地方，就是望月公园，之前它的
名字是“王陵公园”。 这是一个以吴
姓汉长沙王为主的王陵园区， 原本
这里有四座山头， 陡壁山是其中一
座，可惜的是，文物发现后被夷平，
公园现存的是象鼻嘴、 狮子山和扇
形山，各自有王陵被发现。

对于历史地位起伏不定的长沙
而言，汉无疑是一个大时代，彼时的
长沙， 是以长沙国政治中心的形象
而存在。 这样一个大时代，必然会将
它独特的美学气质留存于世。 尤其
是一位王后的墓， 她把一切认为美
好的东西都带入了墓葬， 其中最多
的是玉器。

我们称她为曹王后， 曹王后墓
中出土的玉器品类极多， 可见墓主
人生前对玉器的喜爱， 其中双面云
纹玉瑗、凤鸟璞纹玉璜、玉组佩、玉
贝带饰罗列在长沙市博展厅之中。
在这些玉器中， 组玉佩是有着非常

明显身份地位象征的玉器。
在经历了春秋战国时期玉器礼

制的混乱后， 汉代的玉器又重新树
立起了一定的礼制规范。

组玉佩作为成套组合而成的玉
器， 在反映礼仪等级制度方面非常
有代表性。 考古出土的大量玉器资
料表明，墓主人的身份越尊贵，社会
地位越高，用玉数量越多，组玉佩也
就相应增加。

陡壁山一号墓出土的文物中，精
美且又能证实墓主人身份的是三枚
玛瑙印章。其中“曹”玛瑙印两方，“妾”
玛瑙印一方， 故而此墓也被命名为

“曹”墓。 对于曹的身份，长沙市文物
考古研究所黎石生在其相关论文中
有过提及，他认为：“比较起来，‘曹’出
自曹参家族的可能性比较大”。

曹墓中出土
的蓝色琉璃环即
为一个美学高
峰。 它通体晶莹
剔透带着蓝色的
幽光， 仿佛带我
们进入了一个充满意象美的幻境，
这样的美足以成为经典。 常立军

长沙地铁四号线上的历史图景（二）
望月湖站 重庆人最喜欢的美食中，

火锅、小面闻名全国，豆花
却一直走不出去。

豆花的全名叫
豆腐花，属于豆浆变
成豆腐之前的中间
产品。 豆花，再嫩一
点叫豆腐脑， 在乡下，用
筲箕慢慢把豆花压实， 就变成
了豆腐。

重庆当年最有名的豆花馆———高
豆花创办于清末，其豆花有“一白二嫩
三绵四烫五不老”之说。

清末民初，重庆人早餐多以豆花饭
为主。至今，重庆的不少乡镇，还保留着
早餐吃豆花饭的习俗。

重庆豆花很讲究，豆子要用本地土
黄豆，豆香浓郁。用石磨推豆花前，要泡
发数小时， 再去掉豆子表皮， 细细研
磨———这样磨出来的豆浆点豆花，才细
腻白嫩。

制作豆花, 重庆叫点豆花，“点”字
很形象，一大锅煮开的豆浆，师傅一只
手将胆巴水(即盐囟水)一点一点倒入，
另一只手拿勺，把胆巴水小心翼翼地均
匀化开，这个缓慢的过程 ,就叫“点豆

花。”乡下有谚语：要想豆花多，
灶前站个窝。 点豆花必须

很耐心， 一点也急不
得，动作一快，豆花就
只是嫩，却不绵扎了。

听老人回忆，当年
重庆下半城储奇门的

“白家豆花馆”，就以豆花嫩而绵
扎闻名，食客可以用筷子挑着一

大块豆花，从豆花馆走到隔壁的“允丰
正黄酒”，豆花居然一点不掉。这样的豆
花，早已绝迹了。

吃豆花，调料很重要。 传统调料是
用油炒过的豆瓣酱加红酱油，花椒油等
配制。 现在,一些有名的豆花馆，佐料一
大堆，甚至有用 20 多种原料制成的。我
却喜欢最简单的一种：只用盐、味精、红
油、花椒面四样，不要一滴酱油———这
样更能凸显豆花的清香。

抗战时期，高豆花曾推出一种用甜
面酱炒制的佐料，加姜蒜、酱油，一点也
不辣，深受外地人喜爱。

现在的重庆城， 依旧满街豆花馆，
但入口惊艳的豆花已经不多了，倒是周
边的垫江、涪陵、永川、江津等地的豆
花，名头越来越响。 司马青衫

重 庆 豆 花 ：举家朝夕食为常

到了尼亚加拉， 就满心期待揭开尼
亚加拉大瀑布的神秘面纱，一睹芳容。

清晨的尼亚加拉好像没有睡醒的样
子，眼前的山水被薄雾笼罩，天地一片苍
茫。沿着尼亚加拉河一路步行，只见含情
脉脉的湖水， 从远处悠悠而来， 那么温
情，有如宋词的婉转柔美；缓缓流淌，嘤
嘤成韵，有如元曲的悠远绵长。 心想，如
此平淡的风景， 能有传说中气势磅礴的
尼亚加拉大瀑布吗？

就在缓步慢行之时， 隐隐地看到挂
在远方的白色缎面，领队老师告诉我们，
前面就是大瀑布了， 我再细看远方白色
的光波，原来就是尼亚加拉大瀑布啊！ 如
此不露声色， 不张扬， 以惊天动地的步
伐，雷鸣的轰响，迎接我们的到来。

“尼亚加拉”是印第安语，意思是“霹
雳之水”，我们还没靠近它，已被那滚雷
似的轰鸣震撼得心惊胆战！ 那是怎样的
壮观呀，雨花伴着阳光，让我们的视线感
觉迷糊，似乎有惊雷阵阵的太阳雨奇观。
朝下俯视， 河水一改先前呈现在人们眼

前的温柔情景， 展现了前赴后继，“粉身
碎骨浑不怕”的倔强性格。 那飞流直下的
瀑布，形成了一幅巨大的水帘，宏伟磅礴
的水势冲击着岩石， 飞溅起无数的雾珠，
水流翻滚着，奔跑着，发出震耳的虎啸声。
大瀑布凭空而下，以奇险的角度落入幽深

的谷底，瀑布绵延着，跳荡着，声音包围着
峡谷，四周都在雷鸣般奏响。

静听过雨打芭蕉的喧哗， 月夜鸟雀
的婉转，更有黄河飞流的浑厚，长江拍岸
的雄壮，人们在自然的伟力面前，一概失
去了浮躁的喧哗和浅薄的评论， 大家在

瀑布的轰鸣中不再发出任何声响， 在宏
伟的自然面前自甘渺小。

离开瀑布，又坐上了少女号游轮。 雾
雨刚过，水气随风飘至，日光熹微，彩虹
乍现；彩虹越来越亮，清晰可见，远望彩
虹的艳丽和大瀑布的壮阔， 形成了多姿
多彩的画卷，有如“日照虹霓似，天清风
雨闻”的意境。 船慢慢走近瀑布，水气伴
随巨大的水滴，像下起了暴雨。 大家都穿
好了雨衣或撑起了雨伞，虽不受“雨”淋
却不能充分感受瀑布雨的酣畅淋漓，几
个青年人一起吟唱苏轼的《定风波》，“竹
杖芒鞋轻胜马，谁怕？ 一蓑烟雨任平生”，
在自然面前，如果用雨衣雨伞包裹，岂不
是如同待在家里赏风景， 困在井中看苍
天？ 于是，我们几个毅然地脱掉雨衣，酣
畅淋漓地沐浴着瀑布雨。

离开尼亚加拉时， 我已经远远不止
于对瀑布的向往和赞叹。 人类不过沧海
一粟， 大自然以雄浑阔达的气势警示我
们要谦卑恭敬， 以雷霆万钧的声响启示
我们，人生需要静默涵养，积蓄力量。

尼亚加拉大瀑布遐想
长沙市第一中学 汪炜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