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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受秋涼
周國平

           暑熱退卻途中
           秋意已徐徐跟進
           信步而至的風搖曳綠蔭
           恍惚間清秋如影相隨

           淡定釀
           就心涼自安的境遇
           蟬鳴唱熟了季節的濃香
           蛙聲鼓漲了豐隆的谷穗
           滿的淬煉，
           一個盛夏順應轉世

           注定是輪迴中的瓜熟蒂落
           日子熱得發燙，年邁的
           母親常言頭暈目眩，需要
           一絲清涼
           安撫人世的躁動

           洗塵，秋默默充當人間天使
           輕挪一個角度，
           草色泛黃
           心間的涼漸漸迫近，越來越
           感受一種舒快，
           愁眉綻放心花

主題              
楊汝海

              難道進入我們主題的
             永遠是樹葉下的寒意
             水中的渴，
             來自識字課本的黑暗
             誰能和我
             談談山丘，樹林
             孤伶伶的大海
             或者是城堡裡
             高大的野獸

             讓孤兒發言！
             別拿走他手上
             易碎的燈盞
             他塵土中的遠方，
             讓他代表我們
             控訴暴躁的母親
             讓她去野外生火
             把入秋的鵪鶉趕向海洋
             用她血的鼓聲

蛋酒 . 米窩
郝敬東

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我在襄陽讀書，每逢週日，我們幾位同
學都會約到一塊兒去樊城勞動街轉悠。

那個時候的勞動街非常破舊，房屋低矮，街面不寬，但熱鬧異
常。從解放路正中的一個南北向的巷子進去，直至毗鄰漢江的東西
向炮鋪街，不僅大大小小的門面商舖、而且整個街道都擺滿了各種
各樣的小商品。我們去那裡，夏天無非是充著便宜的汗衫、短褲、
涼鞋而去，冬天則是去挑選手套、帽子、圍巾之類。這些東西品種
齊全，樣式繁多，價格低廉，非常適合我們這些囊中羞澀的學子。

轉悠得餓了，我們最喜歡去的餐點就是炮鋪街的東端街口。
那裡有一家蛋酒米窩店，店面僅有一間房子大，分兩列擺著4張條
桌，室內光線不足，無論什麼時候去都亮著一隻40瓦的日光燈。門
外較寬的台階上，一字兒擺著製作蛋酒和米窩的兩個煤爐及操作
台。小店陳設簡陋，但收拾得乾乾淨淨，因而生意很是紅火。小
店的蛋酒香甜，喝瞭解渴，米窩油膩，吃了充飢；且干稀搭配，
素「葷」兼備，蛋酒助米窩入腹，當吃下三兩個米窩、肚子有些
飽感後，喝上幾口蛋酒，米窩的油膩立即被沖淡。而那清雅的蛋

香和酒香，與米窩在口
中的餘香糾纏到一起，
直把還差稍許飽感的肚
子填充得恰到好處。而
且，那蛋酒與米窩味美
價廉。一碗蛋酒0.3元，
一個米窩0.2元，一碗蛋
酒加三四個米窩只花1元
左右，就足以把肚子吃
飽。

蛋 酒 的 製 作 ， 說
白了就是在米酒煮沸之
時，店主順手拿起一枚
雞蛋，在鍋沿上「噹」
地一磕，極快地將清亮
亮 的 蛋 清 和 黃 澄 澄 的
蛋黃擠在準備盛給你蛋
酒的瓷碗裡攪勻，傾倒
在沸騰的米酒裡，用長
把鐵勺伸進鍋內攪和一
下，順勢舀起半勺米酒
倒入瓷碗裡蕩一蕩，將
碗 裡 粘 存 的 蛋 腥 味 除
去，再回倒入鍋。這個
時候，鍋內的蛋酒已經
漲了許多——蛋清與酒
中所帶的米粒翻滾著白
花花的波紋，蛋黃則似
金 燦 燦 的 菊 花 盛 開 其
中……一碗嫩香的蛋酒
便是好了。

端 在 手 上 ， 如 果
是冬天，在暖和雙手的
同時，喝了更是暖口暖
胃；倘是夏天，則需用
瓷勺舀起來釋放一下熱

量，喝著才爽口潤肺。
米酒，是襄陽地區乃至整個長江中下游地區把稻米做得最好的

一種特產。其製作工藝並不複雜——將稻米或糯米淘淨浸泡，瀝干
後放入特製蒸籠，用猛火將之蒸成鬆散柔軟、膨脹發亮的飯粒，出
鍋後用少許涼開水浸一浸，待飯溫降至36攝氏度左右後撒入酒麴，
再予以拌勻並轉裝專用的罈子內進行發酵（冬天需採取一定保溫措
施），大約3天後開壇，米糟便綿軟化瓤了，且汁液乳白，氣味芳
香，酒味沁人肺腑而不衝鼻。如此，即可連同米粒一起製作蛋酒食
用了。  

而米窩呢，號稱米窩卻無丁點米質，端的是典型的面窩。其
基本製作則更為簡單——先將小麥面調水攪勻，再將切好的紅薯
丁或蘿蔔丁摻入繼續攪拌為糊狀，用一個直徑10公分左右的扁平漏
勺，伸進面盆作360度旋轉，那干稀適度的面泥便將漏勺裝得滿滿
當當。

這個時候，油鍋必然是已經燒開，只見店主左手端著漏勺入

鍋，右手拿著一雙筷子，炸上片刻，撈離油鍋，右手的筷子上去協

助把半熟的米窩翻一個面繼續炸，又是片刻功夫，米窩就在扁平的

漏勺裡變成了香噴噴、金燦燦的油窩了。

這油膩的米窩外黃內嫩，除了共同的香軟可口外，紅薯丁米窩

甜而面，容易飽腹；蘿蔔丁米窩鹹而雅，勾人食慾。兩樣米窩，一

種風味，甜鹹兼有，客人可以根據自己的口味各取所需。我們往往

是各要兩枚，配一碗蛋酒，吃喝得美美的。

只是不明白，明明是以小麥面為主要原料製作的窩窩，怎麼會

叫米窩呢？

直到今天，我仍然記得那爿蛋酒米窩店的主人是一位個頭不

高、一副喜相的中年漢子，他主要負責左邊油鍋裡的米窩製作，而

他穿著樸素、留著短髮的妻子，則輕鬆地主持著右邊鍋裡的蛋酒操

作。不過，她還要去忙一些輔助性工作——或補充著面盆裡的面

泥，或添加著洋瓷碗裡的雞蛋，或照看一下煤爐，還兼帶著收拾碗

筷和收銀……

每每想起那爿30年前的蛋酒米窩店，心裡便像那鍋裡的熱油

在翻滾。時易世變，從畢業離校回縣直到再來襄陽工作，我曾幾次

去炮鋪街口尋找那家蛋酒米窩店均告無果，當然也就再也沒有品嚐

到那飄香的蛋酒米窩了。如今，隨著城市的擴張，勞動街已是沒有

了當年的模樣，炮鋪街也重換了新顏，那家蛋酒米窩店所在的位置

更是易為了寬闊的街道。而東邊的「九街十八巷」，那些古老的會

館、碼頭、街巷都在改變著亙古未有的命運，那些富含歷史文化元

素的城市符號正在消失——儘管在開發中也有一些保護，但冰冷灰

茫的水泥森林還是在不可避免地削減著歷史的深厚積澱，拆遷、消

亡、變易的主題詞是誰也更改不過來了。

撫今追昔，很多東西都讓我們唏噓不已。蛋酒和米窩也許不是

襄陽城市專屬的小吃，好像長江流域中下游城市的巷口或弄堂都可

見到。每每見到，都感到它總是與這座城市的這條巷子與弄堂的稱

謂聯繫在一起，而巷子或弄堂裡飄溢的那種富有地域特色的香味，

便是那座城市的一幕生活圖景和一種文化傳承。

在日益繁華的襄陽城裡，數家肯德基、麥當勞等洋牌餐飲店已

經營運多年，眾多火鍋店、海鮮館等域外特色食店也生意火爆。可

是，唯獨頗有襄陽特色的蛋酒米窩店似乎沒了蹤影；偶爾，在背街

小巷遇著臨時攤點的製作，趕緊掏出比當年貴出數倍的價錢買了來

吃，卻總是吃不出早年炮鋪街口那家蛋酒米窩店製作的味道。

我在想，同樣是簡單的原料，簡單的工具，簡單的工藝，現

在的蛋酒和米窩為何不再那麼香了？還有它那種特有的與城市古老

街巷或弄堂緊密相連的地域文化因子，也在漸行漸遠著飄渺的身

影……

啟程
李志超

                 手持符節
                 懷揣聖意
                 我把每一個驛站
                 都當作起點
                 不敢停歇
                 快馬追趕落日

                 走過風雪
                 就是青青草地
                 即使他們叫我牧羊
                 我也要
                 叫公羊生下小羊羔

                 蒼茫天地間
                 我是孤獨的行者
                 君從故鄉
                 帶來春天的消息
                 我又開始了
                 新的行旅

清初古匾「萬山第一」初探
文、圖/洪少霖

白石，經歲月沉澱，有了一份泛黃。紅
色大字，不見任何雄偉，只是以平常語氣在
訴說一個簡單事實。

許是看它多遍，才覺得它是那般平凡。
然而，在方家的解說中，它卻很是特別。
《泉州名匾錄》作者陳允敦在書中介紹：其
字之美，在于各具形象。繁體字「萬」字
如是美女坐規（織布機）；「山」字像彌
勒（佛）現肚；「第」字如呂洞賓佩劍；
「一」字恰似鯉魚吐珠。

四大字，簡單、沉穩，沒有落款。它
們曾被誤會成李光地，又或洪承疇所書。然
而，據考證卻是黃志遴仿米芾「第一山」三
字，補一「萬」字而題寫。黃志遴為明末清
初晉江人，丁酉（1657）戊戌（1658）連第
進士。資料顯示：福建人在清代經考試後當
官者，由黃志遴開始，其在被選吉士、館
試、閣試中皆名列第一。其曾擔任國史館編
修、侍讀學士、少詹事、湖廣佈政等。

黃志遴是一位富有學問之人，在考試中
能連續第一，從而寫就「萬山第一」，想必
定有一些意境相融其中。做學問者，往往認
真而執著，同時勇于擔當！據介紹：黃志遴
為寫一個「萬」字，在練習過程，用紙十萬
張，才最終滿意、交付。這讓我想起，前國
民黨主席洪秀柱為了給宗親寫一幅賀詞，特
意練字半年，而後焚香、淨手而題。

練習十萬次，只為題一字。練習半年，
只為題一幅。這是怎樣一種情懷！其中，或
有著無數的真誠與虔誠。那是怎樣一種信
念？成大事者，在過程中，可是傾入無數孜
孜不倦，無數心血汗水，無數刻骨銘心！萬

山 第 一 ， 何 來 第 一 ？ 是 與
眾不同，顯特別高大！或是
別緻深遠，顯歲月幽幽！或
是超越時空，為神靈居所、
神靈化身？或是借泰山之排
行之氣魄想要達到某一種目
的！

此大概源于後者。「萬
山第一」匾，原位于福建泉
州東嶽廟口，乃南北通行、
泉州往福州大道要衝「大石
坊」上方居中之匾，其立于
清初。此東嶽廟，又名「鳳
山東嶽行宮」，為泉州古城
五嶽之一。岳，意為高大之
山。東嶽廟正處于清源山脈鳳山山腰。其始
建于宋.紹興二十三年（1153），坐北朝南，
大殿為明代遺留，現佔地面積一萬左右平方
米。主祀東嶽大帝等神靈，東嶽大帝為道教
五嶽神之一，百姓且稱他為泰山神，亦為泰
山化身。在《封神榜》電視劇中，其為黃飛
虎，其子為黃天化。現今，每年三月廿八為
其誕辰日。在那天，常有遠近各方百姓前去
燒香祈福，甚至在沒有疫情影響的年代裡，
也常有東南亞香客不遠萬里而至，顯香火旺
盛！

可以說，東嶽廟為泉州道教最重要的廟
宇之一。在清末及之前，東嶽廟前古道上牌
坊林立。由東嶽山望泉州古城，可見紫帽山
為古城屏障，東西雙塔下，古東門兩側城牆
延綿而去。除了牌坊眾多，當年的鳳山且是
墳頭遍佈，曾為亂葬崗。有多少孤魂野鬼，

依賴于東嶽大帝的護佑。即有多少人間信
仰，虔誠依附在東嶽大帝的靈威之下！

道光版《晉江縣志》載：泉州古城內外
先後共有牌坊399座，其中宋坊99座、明坊
172座、清坊128座。至清道光十年（1830）
尚存195座。道光、同治年間，牌坊數量劇增
至200座以上。泉州城內和東門外仁風街便集
中了牌坊140餘座。

1926年，東門外仁風街石坊群險遭拆
毀。然而，東嶽行宮卻在那年遭受破壞。是
年，「萬山第一坊」倒塌，其匾現被收藏于
開元寺中。

1955至1967年，「破四舊」運動中，東
門外至仁風街頭，數座貞節牌坊被公路部門
以妨礙通車為名進行拆除。之後，東門外仁
風街上的牌坊大部分被陸續拆除。古牌坊構
件，部分被泉州文管會收藏在開元寺內，不
少精美構件被當地百姓挪作他用，如當作豬
圈窗戶等。而今想來，尤為可惜！

近年，鳳山東嶽廟重建山門。白石築
成的牌坊式大門上有著「東嶽行宮」四字，
那四字下面是更大字體的「萬山第一」。看
來，該廟的負責人也是十分在意「萬山第
一」之意。嶄新的大門缺少古意，廟中的看
守老人告訴我說：此東嶽行宮之大，在全國
排名第一，因而稱之「萬山第一」。筆者不
好反駁，只好不語。

眾多牌坊，表彰、弘揚的是人間美德。
描述、刻記、傳承的是大好河山、好人好
事、功勞大義！然而，卻因為各種不同原
因，消失殆盡！這可以說是兩種運動，一種
是創造與傳播，一種是交替與更新。這或許
也可以說是兩種理念，一種是收藏，是提
起，是情懷，另一種是捨去，是放下，是無
畏。然而，總而言之，依然是破壞居多，依

然是世俗居上，此間早有無數文化人士為之
扼腕長歎！

「萬山第一」之中的山，筆者認為是
「泰山」，其為五嶽之首，位于山東泰安、
濟南、淄博三市之間。其主峰玉皇頂海拔
1532.7米。它是古時帝王告祭天庭的神山，
素有「泰山安，四海皆安」之說法。為何黃
志遴要寫「萬山第一」四字，筆者認為其與
「石敢當」有著相似作用，有著民間驅邪、
禳解的功能。同時，泉州四大名山之一的清
源山位處泉州城之北，是泉州城周邊附近較
高的山巒，其「大石坊」為官倡民建之物，
清源山脈之鳳山，當年墓葬較多，從民間的
角度而言，或陰氣較重，因而以陽氣之「泰
山」之「萬山第一」用于協調與平衡。

現今，「萬山第一」石匾位于開元寺西
塔附近，那兒有古塔陪伴，有茶花左右，有
十多棵櫻花在每年三月以粉紅色的婀娜姿態
如約而至！而今，仁風的古街、古道已不復
存在，無數墳頭早已遷離，當地早已開發了
旅遊名勝景區。

明代、清代、民國的繁華被更迭，時代
在發展，當地越來越亮麗、整潔的街道及樓
房出現在世人眼際。有不同的文明，在時代
中滾滾向前，一路上雖有所遺失，然而卻是
更加進步，更加豐富多彩！

「萬山第一」有著另一種說法，雖然筆
者並不相信，但不妨道來與眾讀者交流。有
老人曾說：「古時寺院被稱為『山』，唐代
始建的泉州開元寺為全國最大，因此被稱為
『萬山第一』、『大開元寺』。現今，泉州
開元寺僅約為唐時的三分之一，為當年之北
園。」

後面的說法，可作為民間傳說。真正的
歷史，值得繼續探討與進一步深入挖掘！左圖為東嶽行宮、東嶽大帝。右圖為東嶽廟大門。

左圖為開元寺內。右圖為新鳳山東嶽廟山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