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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船听水梦往昔

若称霍童溪为百里画廊，那依偎于霍童
溪畔的贵村一定是这画中浓墨重彩的一笔。

我为了水来到这里，此后再无心离开。
此行，我要寻找一个憧憬已久的地

方。顺着村民们的指引，我终于找到了这
里———拥有“朝北水”的鲤鱼湖。霍童
溪流域北高南低，但和霍童溪平行的鲤鱼
湖却由南向北流入霍童溪，实乃奇观。每
年清明时节，还会有成群结队的鲤鱼随着
涨起的湖水来到这里，呈现出一派欣欣向
荣的景象。这里湖面如镜，水天一色，湖
的四周景色宜人，悦目的景色让我忘掉了
鞍马劳倦，甘心就这样，呆呆地站着、望
着、悟着 、品味着。

其实，贵村水韵的魅力，不仅仅体现在
这番水色中，还体现在与水有关的历史中，
体现在水无私奉献、繁衍万物的精神中。

伫立在古渡口，大小均匀的鹅卵石在
我面前铺开来，这些表面光滑整洁的石
子，历经半个世纪雨水的侵蚀，依旧躺在
这里，无声地向过往游人“诉说”着光阴的
故事。古渡口建于元朝末年，原为上流流
放木头的停靠站，船夫到渡口后，上岸到
村里稍作休整，再将木头流放到下游贩
卖，自此渡口成为了贵村与外界联系的重
要通道口。如今，站在古渡口，依然能听
到渔夫的高歌，在歌声中，我不禁闭上眼，
遥想当年河上船只繁忙的盛景。

收回遐思，我沿着溪畔行走，一路上
都是古榕树、古樟树等树种，问了村民，才
知道这里的树儿们早已形成了古树群，令
我惊讶的是，这些古树生命力十分顽强，
即使在萧索荒凉的冬日，依旧有着郁郁苍
苍的热闹。古树群是这里的珍宝，它们保
护了贵村的自然生态环境，为各种动物繁
衍栖息提供了良好的环境。所以，时常能

看到松鼠与锦鸡在树林中穿梭，白鹭“站”
在湖上，亭亭玉立。而这些古树群，正是
靠着溪中水百年来的滋养，才得以像如今
这般浓荫蔽日 、苍翠挺拔。

“啊，快看，水车！”同行的友人兴奋地
高呼，我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目光与那水
车不期而遇。

我曾以为，古朴的水车在现代化浪潮
中，会被后浪推走，只能永远地存在我童
年的梦中，存在于人们对于水乡的幻想
中，而今，梦中的场景竟照进现实，我激动
地拉住友人的手，朝水车奔跑过去。

老水车转动时发出的颤悠悠的“咯
咯”声哟，像是一个老者在低语；又像是一
名朝圣者转动着霍童溪这流淌千年的经
文。我愣愣地看着水车，仿佛看到了那个
曾在溪边奔跑嬉戏的孩子，在为生活苟活
的日子里，童年的记忆早已被我慢慢遗
忘，可原来，这水车，这江南水乡，都替我
将那生命中最美好的日子封存着呢！

水，是贵村的魂；贵村，将水的艺术发
挥到了极致。此刻，多希望自己是这溪上
的一名船夫，身累了，心倦了时，可以在船
上，枕着这水入梦。

明清风韵今犹存

冬日，绵绵细雨中的贵村略显冷清，
我不禁想起曾经，我也是像现在这样撑着
把伞走在丽江、凤凰、西塘、周庄的古镇
中。此刻，我却想不通，人们顶着冷意去
看那些已被修缮过，有明显的人工造作痕
迹的“古”建筑，有趣么？

有趣的分明是这里呀，是这个还没有
被商业化过分渲染的村落呀。这里的建
筑，在时间的长河之中，被最大限度地保
持了原貌。70多座古民居，大多为明清时
期的建筑。青砖黛瓦、飞檐翘角，高高的
马头墙、闽派建筑风格和徽派建筑中的韵

味在一砖一瓦、一土一木中完美融合、呈
现。热情的村民邀我进入他的宅邸，宅子
中心的天井透进微光，照在垂柱上、梁托
上、门窗上，照在古宅的每一处，于是，我
眼前便好似呈现出了一幅精致的画卷。
这画卷中，每一处都被精细地考量过，所
以才能画得如此精巧。是的，古宅的每一
个细节处都能看到精雕细琢过的木雕饰
品，如此大面积的呈现，可每一个木雕饰
品都没有重复，瑞兽、花卉、鱼宏……不论
雕的是什么，都那么栩栩如生、精美绝
伦。至今我才发现，现代人追求的工匠精
神，古人其实就是我们的典范。

文昌阁在贵村的明清建筑中最为瞩
目，它代表着霍童溪流域源远流长的耕读
文化，因此地位厚重。文昌阁建于明万历
年间，楼高二层，其工艺古朴典雅又独具
风格，再加上风水极好，处湖光山色之中，
与周围的环境融于一体，因此除了文化价
值，文昌阁还很适合浏览参观。

一代又一代人在这些建筑中生根发
芽，百年岁月，几分沧桑，几分安然，这些建
筑就伫立于此，延续着明清那一抹传奇。

桑梓之画上新墨

曾经，青壮年们纷纷选择离开故土，
外出打工。而如今，越来越多的游子选择
回到故乡，共同见证、助力这里的发展。

贵村人是聪明的，他们充分利用了村
落中的古建筑资源，并巧妙地加入现代化
元素，使二者完美融合，古韵之中又带着
朝气蓬勃的新景象。

我喜欢贵村的栈道，不是城市中千篇
一律的木质栈道，也不是古镇中司空见惯
的青石板路，而是用石块铺砌而成、用木头
围起来的小道。这种只在童年时出现过的
小径引发了我的童趣，于是我脱了鞋，在小
道上奔跑，光滑的石面摩擦着我的脚丫子，
带着对童年的怀念，此刻我终于明白书上
常说的“舒服的、柔软的时光”究竟为何物，
终于也能暂时放下尘世中的繁杂聒噪，贪
婪地享受着自然赠予的静谧和欢愉。

木栈道周围的荷花还未盛开，毕竟不
是花开的季节，但我眼前依然浮现出去年
夏初来此赏花时所看到的景色。村民们
自发种植的 30 亩荷花池中，荷花在翡翠
伞似的荷叶上晃动着，有的荷花舒展怒
放，粉红的瓣、金黄的蕊，好似在开怀大笑
着；有的含苞待放，像娇羞的少女，满脸绯
红，微微含笑。也是在那个时候，我才理
解余秋雨写下“倘若有荷在池，倘若有荷
在心，则长长雨季何患”时是何等心境。

如今，村内还建起了亲子体验园，骑
马、制作陶器、插花等项目吸引了不少家
长带着孩子前来游玩。不仅如此，风景秀
丽的贵村还设立了中国汽车房车露营联
盟 4A 示范基地。这座小村落，在现代化
和传统中融会贯通着，逐渐形成了自成一
派的乡村风格。

桑梓之画上新墨，我们有理由相信，
贵村这幅“水韵故居”的图画将会更多彩。

□ 林耀琳 丁立凡

2017 年 12 月 29 日，为期两天的线面
文化节在风景秀丽、底蕴悠长的中国特色
小镇穆阳拉开帷幕。时值岁末，穆阳古镇
喜气洋洋，来自四面八方的游客和当地群
众 2000 多人云集穆阳溪畔，共同见证了
穆阳线面节开幕。

福安自古即有“福安好穆阳”之称，这
里是全国最大畲族人口聚居地，不仅拥有
国家 4A 级景区白云山世界地质公园、3A
级景区虎头万亩桃花林、“中国最美葡萄
沟”之称的溪塔葡萄沟等自然景观，还拥有
古文化、畲文化、耕读文化和宗教文化等传
统文化，更拥有“穆阳水蜜桃”“溪塔刺葡
萄”“穆阳线面”等地方特色产品。2017
年，穆阳入选为第二批“全国特色小镇”。

680多年历史的穆阳线面，又称“太平
面、长寿面”，以色泽洁白、线条细匀、质地柔
润、落汤不糊等优点声名远播，被誉为福安
传统工艺“三绝”之一。2017年，穆阳线面年
产值达1亿多元，成为穆阳镇农业经济的重要
支柱，同时辐射带动周边村镇的经济发展。

当天，文艺演出首先在欢欣鼓舞的鼓
阵表演中拉开帷幕。穆阳当地群众表演

《国学舞》《成人民乐合奏》《美丽的希望》
《金斗洋畲拳》《少儿民乐合奏》等精彩纷
呈的文艺演出，表现了昂扬的精神风貌。
精彩纷呈的文艺表演、千叟宴、拉线面表
演、穆阳十佳好媳妇评选等活动，彰显浓

郁的古镇文化气息。
本次活动，还在穆阳石马兜和苏堤村

开设分会场。石马兜分会场举办古街传
统灯谜会和深巷寻宝等活动。苏堤分会
场则举办全省农特产品展销会、线面造景
展示、线面亲子体验互动等活动。

据主办方介绍，此次活动旨在挖掘产
业潜能，扩大穆阳线面影响力，做好“一碗
面”大文章，提升穆阳特色小镇知名度，引
导游客了解和认识穆阳丰富的文化、旅
游、农业资源，有力推动穆阳文化旅游农
业产业融合互动、协调发展。

□ 张久升

没有对比，不知优劣；没有远离，不知故乡的味道。
我说的是漈头扁肉。
那时，漈头扁肉远没有现在出名。因为生于斯，

长于斯，故我是知道的，就像家中的一道菜，不足为
外人道也。

早些年，有次出差到外地，在车站附近的小吃一
条街，点了一碗扁肉。清汤寡水，厚面皮里裹着丁点咸
味。虽是饥肠辘辘，可我却吃不出半点扁肉的味道，从
那后，每次回到老家，必不可错过家乡的扁肉。

故乡的扁肉始于何时，我不得而知。记忆中小
时候，村中最早是有三家扁肉店。从早到晚，飘着香
气，撩拨着过往行人的味蕾。但真正能走进店里的
一般是两种人，一是有点闲钱的，另外便是外村客
人。漈头是主村，方圆十里八里自然村好几个，每到
春种秋收总有各村的乡亲到这里来备农资缴公粮，
如果碰上手头盈余，阔绰一点的就会走进店家来一
碗扁肉点心。那时通向各村子的路都是山路，全靠
脚步丈量，来回一趟都得花上大半天，到漈头时往往
已肌肠辘辘，可以想见，那飘杂着面香肉香葱花香的
扁肉对他们是何等的诱惑。那时家中每有客人来，
如果碰不上吃饭时间，母亲也总是叫上一碗扁肉，略
尽地主之谊。至于我们姐妹，几乎每年只能在生日
的时候，才能奢侈地吃上一碗扁肉纪念。

不像现在，扁肉成了经济实惠的小吃，漈头扁肉
也在屏南城关和邻近的县市街头可见。但最出名的
还数香飘几十年的张奉景扁肉店和熊双春扁肉店。
张奉景小时候从树上跌落，造成驼背的模样，但他的
手艺却出奇地好，最初无师自通地修手表，后来改行
做扁肉，粒粒饱满，货真价实，声名愈大，就把扁肉店
开到了屏南城关，漈头扁肉的声名远播，他功莫大
焉。现在屏南人只说城关漈头路口扁肉店或驼背人
扁肉店，都知道是他。

这几年，漈头作为历史文化名村，走鲤鱼溪，看
耕读博物馆，尝漈头扁肉几乎成了游人必体验的项
目。每每回乡，我也总是走进记忆中熟识的熊双春
扁肉店。小店的灶火总是红通通的，撩拨着锅底，前
锅沸腾着汤水，后锅猪头骨熬着的浓汤微微荡漾。
蒸腾的香气早已在这不大的小店里弥漫开来。客人
常是三五成群一拨一拨地到来，不消说，扁肉是必点
的。店家只需稍点一下人数，随手一抓，八九不离十
地就把相应粒数的扁肉放进滚沸的汤水中。添一把
柴薪，猛火助推着木锅盖在涌起的汤水上轻轻晃动
扑扑作响。原本花骨朵般的扁肉在热锅里骤然舒
展，如牡丹次第绽放，又似少女的裙裾飘飘。小面碗
一字排开，灶上主人如韩信点兵，快速而均匀地将酱
油味精等调味品一一洒入碗中。最看家的要数后锅
已熬制半天的骨头汤，这远非那些浓缩的高汤精可
以比拟的。不消一分钟时间，“牡丹”微微淡色，笊篱
捞起盛碗，当皮薄馅厚的扁肉遇到这样的美汤，就成
全了漈头扁肉的美誉。客人举勺动筷，吃得大呼过
瘾，双春婶却一如当年的模样，不善言笑。生活的滋
味仿佛与扁肉一样一成不变，只有来来往往的客人，
各个品出或亲切，或新奇。

如果说这些呈现在小店中的情景是舞台景象的
话，那么更多的精艺则是吃客们看不到的台下功夫
——剁肉馅与碾扁肉皮。做扁肉皮需要一张宽大的
案板，揉好的面团需反复碾压，这可是一项看似简单
但耗时的力气活，手力不够，他们借助一根长且光滑
的木柱，一头压在面团上，人则骑坐另一头，控制着
木头一点一点左右移动，面团则在碾压之下越摊越
大，越压越薄。我小时候不知道这是做那个又薄却
极富韧劲极好的扁肉皮的重要工序，只觉得那么个
大人还玩这种游戏动作委实可笑。相比较而言，我
更喜欢看他们手舞两把大刀，在一米多高的大木墩
上剁肉馅。那时，生活在乡村，平日里实在没有什么
新奇可观，看那两把刀如密集而匀速的雨点落在鲜
肉上，也是一件快意的事。小伙伴们有时还会跟着
数数，数着数着，乱了阵脚，小半天功夫，那一块鲜肉
已成了肉糊糊，完成人所不知的配料比装在大碗
里。剩下的便是只等着客人到来时，用薄如纸的面
皮轻轻包上即可。

其实现在，做面皮与剁肉馅等等这些工序完全
都可由机器来完成，但家乡人一直秉承着传统的作
法，将气力轻轻揉进食材的细胞里，用缓慢的功夫滋
养着食物最终的味道。而我们的身体是最精明的检
验师，当“苏丹红”、防腐剂无孔不入地威胁着我们食
品安全的时候，其实我们怀念的不就是那些源自家
乡和食材本身地道的味道吗？

漈头扁肉里
飘出的故乡味道

归去来兮“水韵故居”
——探秘传统古村落贵村

穆阳线面节：

共享美食与文化盛宴
■ 乡土抒怀

漈头古村漈头古村

魅力魅力乡村乡村

线面节场景线面节场景

线面飘香迎客来线面飘香迎客来

蕉城区九都镇贵村原名“归村”。相传在隋唐时期就有人在此定居，元末明初时，
由于交通原因，方圆的36个村落合并为一村，故名“归”。一个归字，饱含了那么多深
情，那么多羁绊，那么多缠绵。窃以为，正是贵村的水韵，贵村的古香，贵村在传统与
现代结合中所呈现出的一抹风情，让人朝思暮想，让人倍感心安，让人在梦中千百次
走上“贵村”之途。

□ 黄璐 林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