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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天的味道
彭海玲□

夏天是被什么唤醒的呢？是声声
蛙鸣，悠悠麦香，还是那一望无际的稻
花儿呢？对我来说，夏天最让我印象
深刻的，其实是它那丰富的味道。

夏天的味道，是清爽的。就如西
瓜，翠绿色的表皮水灵灵的，红通通的
瓜瓤带着满满的甜意和意想不到的清
凉。当捧起一块西瓜，将它送进嘴巴
里的那一刻，这种清凉顺着心脾蔓延
开来，一时之间，一种说不出的惬意在
心头荡漾开来，外在的一切燥热，仿佛
都烟消云散了。这丝丝清爽中，还有
着冰激凌的味道。吃一支冰激凌，就
好像吃入了夏天的味道。倘若文雅的
舔着冰激凌，则身上的热气会随着冰
激凌的“进攻”而渐渐消失，伴随而来
的是一阵阵清爽的气息。倘若咬下一
大块，口中便会发出“呲呲”的声响，这
是冰与火的交融，也是舌头的肆意呐
喊，让人一下子就清凉无比了。

夏天的味道，是甜蜜的。这丝丝
甜蜜中，有着汽水的味道。轻轻的啜
上一口，任凭汽水的味道在口中凝聚、

流转、扩散、蔓延。待它缓缓留过喉
咙，融汇在体内。这时候，随之而来的
甜蜜感会让人觉得如此幸福。

夏天的味道，是火辣的。这火辣
中，有着烤串的味道。夏天的夜，绵长
而慵懒，炊烟缭绕，烧烤的炉子冒着白
烟。羊肉串是整个夏天中最美好的食
物，汗水酣畅的流下，麻辣的味道弥散
口中，再来一瓶冰镇的饮料，将它顺着
辣意灌入口中。这种麻辣与清凉的结
合，让人久久回味。

夏天的味道，是炙热的。这炙热
的味道中，有着我们的青春。绿荫小
路上，有我们走过的痕迹。拥挤食堂
中，有我们坐过的痕迹。自习室中，有
我们努力过的痕迹。在这萌动的季
节，河畔边，马路上，轻轻的窃语，映着
满天的星光，看着满心的恋人，述说着
炙热的情意。

夏天的味道，是喧哗的。这喧哗
中，有着昆虫的叫声。“夜热依然午热
同，开门小立月明中。竹深树密虫鸣
处，时有微凉只是风。”没有虫鸣的夏

天，不是一个完整的夏天。正如兰道
所言:“昆虫的嗡嗡声中自有一番夏天
的韵味。”

夏天的味道，是灿烂的。“映日荷
花别样红”“清荷又名水芙蓉”，是夏天
最贴切的象征。宋代李重元写诗道：
“风蒲猎猎小池塘，过雨荷花满院香。”
青青如圆扇的荷叶，粉艳如玉立的莲
花，在盈盈一水之间，一分清爽，油然
而生，连炎热的太阳，也似乎只是水中
一个热闹的倒影。鱼戏莲叶间，一缕
说不出的灵动，在脉脉的水波里，显映
着夏日的热切与繁华。

夏天的味道是如此丰富，又是
如此灿烂，而生活也应该如此。三
毛曾说过这样一段话:“生活，是一
种缓缓如夏日流水般地前进，我们
不要焦急我们三十岁的时候，不应
该去急五十岁的事情，我们生的时
候，不必去期望死的来临，这一切，
总会来的。”因此，在夏天里，我们只
需要以一种从容的心态，善待我们
的光阴和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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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歌□

心动绿屏间

七月看荷

陈涴逸□
外一首（ ）

◆诗海拾贝

走进七月
我们选择荷花
荷花 在想象中
已经开过千遍万遍

迎着黄昏
在海河故道栈桥上
与你邂逅 惊鸿一瞥
是桥下那一朵清秀的荷花

粉颜含笑 轻摆绣裙
在唐诗宋词里妙曼成舞
谁能读懂那端温柔
与荷花的心事？
荷花的承诺 守望千年
闻听一声叹息 遗落水塘
惊动一条小鱼游去

我一念成山
水淙淙流下
自我头顶
三月雨一样
轻柔地流过
自那片浓密的林子间
纯净地流过
漫过石上的青苔
清溪摇曳花影的镜中
梦一样
逶迤地流过
你透明的笑声
让青春一边跳跃
一边婆娑
已然沉淀到山的深处
时间风化不了
我坚固的石质
记忆灌溉那些
葱茏的绿影
无论哪一个季节
你在我体内
都不会竭枯

山水相约
我如山 你似水
在月光日渐消瘦的秋夜

天很高远
似洗过 靛青的蓝
铺开一片蓝色的草原
云很梦幻
草原上 写意的白
放牧一群撒欢地羔羊
绿很婆娑

涌动着 苍苍青翠
如同一束热情的火焰
空气很优质
如晨露 纯净的鲜
柔润地穿过肺腑
风很忘忧
奕奕神采飞扬
轻唱抒情的歌
那些花朵也是
愉悦欢欣的
比如马鞭草 千屈菜
比如波斯菊 欧石竹
散着芬芳浅笑嫣然

绿屏的景色
如痴如醉 像那些水鸟
不请自来
难以抗拒粼粼碧波的诱惑
我也无法拒绝
明丽晨光与氤氲的黄昏
以及荷花香蒲的邀约
静立或者眺望 徜徉或者遐思
鸟声肆意地倾诉里 轻轻拾起
一轮皎洁的月明
总会遇见一些相识
或者不相识的人
轻盈地跑过或者走过
以单纯的微笑 挥手擦肩
为明天的重逢埋下伏笔
他们都是如此的热爱生活

时常会望见 岁月背面
那些村舍和炊烟的影子
鼓动我 拍一组照片吧
主题写下 乡愁和诗意的远方
其实在到达绿屏的瞬间
我便开始了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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锅父亲是个闲不住的人，年轻时从事

地质工作，天南海北跑遍，遭了不少
罪。到了退休年龄，原本可以留在城里
颐养天年，可父亲偏要回到乡下，就为
了老家屋后那片闲置的土地。

回到乡下，父亲换上了早年的粗布
衣服，穿上了母亲生前亲手给他做的布
鞋，开启了他理想中的田园生活。清晨
天刚蒙蒙亮，父亲便早早起来，到门前
的河堤随意走走，顺便来几嗓子他喜欢
的京剧。当家家户户的炊烟袅袅升起
时，父亲的早餐也已经准备停当端上了
炕桌。透过明亮的后窗，父亲的目光锁
定了窗外那片阔大的空地。

一场春雨过后，世界被濯洗得清清
亮亮。天更蓝了，树更绿了，那片空地
也愈发润泽了。父亲操起已经有些陌
生的农具，在那片空地上开始了日复一
日地劳作。父亲像一位乡间的手艺人，
那片空地就是他的作品——分割菜畦，

翻土，施肥……父亲一样样做得有条不
紊。累了，就坐在地头歇歇，喝几口茶，
看看枝头的鸟，流动的云，间或跟路过
的村里人聊几句。当年轻时的那些奔
忙结束，父亲拥有了属于自己的慢生
活，那样的慢是底色，在父亲的世界里，
时间仿佛也慢了下来，如舒缓的乐曲，
徐徐飘过头顶的天空。

农谚上说：“清明前后，栽瓜种豆。”
父亲事先备下了各种蔬菜种子，不早一
日，不晚一日，单等清明那天播种。那
些平整松软的菜畦，像列队的卫兵，几
天后就绿出了一份新意。父亲整日围
着他的那片园子转，看看这畦，又瞅瞅
那畦，哪里干了补点水，哪里洼了，填点
土，目光中满是柔情。

那个周末，我们回家看望父亲，父
亲的园子里早已热闹非凡。黄瓜、豆角
爬上了架，西红柿、茄子也不甘示弱，纷
纷伸展开叶片，朝气蓬勃。至于那些韭

菜、茴香，远远的就用自己独特的味道
呼朋引伴。父亲晒黑了，但内心总有抑
制不住的喜悦，从脸上的褶皱里飞出
来。我和父亲坐在菜畦边说话，那样的
陪伴，是回味，是珍惜，也是一份浓得化
不开的父子亲情。

最先发现异样的是妻子。妻子偷
偷跟我说：“你注意到没有，爸种的每畦
菜都是妈生前种的品种，而且每样菜的
位置与妈生前种的位置完全一样。”我
仔细察看父亲种的那些菜，黄瓜畦紧挨
着豆角畦，西红柿畦的邻居是茄子畦，
韭菜畦和茴香畦俨然一对亲兄弟……
这完全是母亲多年不变的种菜布局呀。

父亲退休执意回到农村老家的秘
密，就这样被我们识破了。年轻时父亲
常年在外，与母亲聚少离多。总算盼着
退休了，母亲却弃他而去。看来，父亲
想回老家是想找寻关于母亲的记忆
啊！那间老屋中有母亲在时的味道，那
些菜畦里有母亲曾经洒下的汗水，父亲
用一种独特的方式在怀念母亲，更是在
用一种独特的方式排遣寂寞。当父亲
躺在母亲生前睡过的位置，当父亲洒下
的汗水和母亲当年的汗水融进同一块
园地，那一定是父亲心底最深的领悟和
最痛的诉说。

发现了父亲心底的秘密，我和妻子
都没有说破。只是，从那以后，我们一
有时间，就回到乡下看望父亲，和父亲
一起享受真正的“田园生活”。

刘士帅□

回到乡下的父亲

1957年出生于天津
市津南区，曾任天津市美
术家协会副主席、中国美
术家协会会员、国家一级
美术师。现任津南区美术
家协会主席、津南区文联
副主席。

孜孜以求40余载，他
的写意花鸟传古萃、蕴温
雅，卓然当代中国画坛。
其绘画作品多次在国内外
展览中获奖。

史振岭

“借钱吃海货不算不会过”，这句
在天津卫和海下地区非常流行和有名
的一句口头语，就出自葛沽。到现在，
还在激励着一代代海下居民，勇往直
前地品尝鉴赏着永远不会乏味的海鲜
猛味。一代代的勾留在腥鲜之中，乐
此不疲，传承不坠。清朝康熙之前，葛
沽一直是海河的入海口，盛产海鲜，滋
生葛草。康熙皇帝和乾隆皇帝数次造
访葛沽的另一种说法，就是海鲜闹的，
尤其是葛沽最具特色的涮海锅，让两
位文治武功皇帝的胃口放不下，馋了
就往海边跑。

涮海锅起源于葛沽，而风靡于海下
地区，盛行数百年不衰。解放前，葛沽
几个最热闹的市场，东大桥、北大桥、东
菜市、老码头，都有大大小小涮海锅的
摊子。如果要说起哪一家最有名，生意
最火，当然要数写进民国葛沽趣闻轶事
中的东菜市大海锅。大海锅指人、指
店，也指锅。东菜市是古镇葛沽的中
心，位置就在有着海下地区第一民宅，
郑家大院的东头营房道右。三间土坯
小房，坐西朝东，外搭着一丈不到的竹
棚，门前挑着一个杏黄的幌子，上书“大
海锅”三字。传说还是曾经做过大总统
的徐世昌的手书，名气可见一斑。大海
锅店里有着海下地区最大的两口大锅，
俗称司令锅，如果焖上一锅米饭，可以
够百人食用。那是从当年香火非常旺
盛的马神庙里淘换来的，据说这两口锅
有二百年历史。大海锅的主家，就是来
自镇东门外殷庄的殷二爷。殷二爷这
个称呼，叫的人很少。但是大海锅的外
号，海河南北，四乡八村的妇孺皆知。

涮海锅几乎算是路边小摊的一种，
不需要店铺，一块小空地，能够摆开两口
大铁锅就可以了。做的吃的一般都在街
边，又敞亮又凉快。就算是冬天也不冷，
那劈柴大炉子烧着，旺得很，一会儿就吃

得大汗淋漓，脱了棉袄，赤膊上阵。
一般从春天海货开始上市，一直到

八月节都是涮海锅的黄金时段。大海
锅的涮海锅出名不外乎这几个原因：锅
大、货全、干净、人缘好。要说味道，家
家几乎都是那个做法，那个味，差不了
多少。买卖的好坏，有时候全在人缘。

大海锅殷二爷，天生喜庆，能说会
道，见人笑眯眯，唱的一口好京剧。尤
其是铜锤花脸，唱念架势不输天津卫的
名家。但听那一口韵味十足，声震满街
的“涮——海锅”。 涮字声音大，尾音
长，而海锅两字声小急促。抑扬顿挫，
极有韵律，令人闻其声而止其步。

大海锅殷二爷的大铁锅里长期烧
着沸水，锅里面放着大料、桂皮、葱姜
蒜、海米、干鱼等传统底料。桌椅板凳
环绕着铁锅，最大的那两口锅可以几十
多个人同时享用。一笸箩一笸箩码放
齐整的新鲜海货，一扎大成双配对的对
虾，海碗大小吐着沫的梭子蟹，拳头般
雪白的大海螺，活蹦乱跳的琵琶虾，吐

着水泡的蛏子，还有海虾、蛤蜊、麻蚶
子、扇贝、章鱼、墨鱼、鲅鱼等等海味。
大海锅殷二爷的海货还真有说处，因为
他家的货是专门有固定的渔船每日里
从东沽渔港往葛沽送。都是在海水里
养着过来的，出水是个个活，新鲜的无
人能比。

涮海锅别看街边小吃，但是说来还
极有些讲究，每个人都会有一套干净的
盘子碗、深笊篱，大耳汤勺、长竹筷子。
吃的时候，食客把海货放在深笊篱里，
拿着长把伸到滚烫的锅里去涮，老嫩全
凭自己的喜好。喜欢辣的沾着小麻子
辣酱，喜欢酸的倒上生记山西制法的老
陈醋。更有殷二爷独门调制的五合油，
别人家三合油不外乎酱油、香油、老
醋。殷二爷的五合油据说加了岭南的
蚝油和北塘的虾油，味道鲜美，口味独
特，海下地区绝无仅有。

不管认识不认识的，大家坐在一
起，喝着名闻海下的咸水沽天泉涌烧
酒，自涮自的海味，聊着天南海北，说着
时政要闻，当然说的最多的还是这海锅
的故事。要是三五个起哄的非要大海
锅殷二爷来一段，那殷二爷保准会一拍
锃明瓦亮的大秃瓢，笑呵呵地给人们作
着揖，口里嚷着：惭愧，惭愧。只要是这
殷二爷的嗓门一开，那街上来来往往的
行人，各色小摊上的吃客，准会支起耳
朵使劲地听。这不花钱的戏，裘盛荣的
味，谁不想饱饱耳福。

别看大海锅殷二爷的小买卖，但是
接待过许多大人物。当年驻扎在天津卫
叱咤风云的少帅张学良，出生在古镇葛
沽文武双全的郭松龄，戎马半生荣归故
里的申保亨将军等等。那些专门从天津
卫赶过来的名家高士，遗老新贵，更是数
不胜数。嘿嘿，不管你是什么人物，来到
大海锅吃涮海锅，都是在这露天地，都是
这些东西，与民同乐，一视同仁。

曾与史振岭先生有过几面之缘，
均为书画笔会、颁奖仪式等工作间匆
忙的影像记忆或礼节性地点头寒暄。
静静地坐下来，面对面地聊天，得益于
今年一次有关“津南名人会展代言”的
专题采访。

早春的晨，微风徐徐，阳光透过窗
斜洒在桌面上，几幅写意草稿漾起一
角，柳枝青草，寥寥数笔，难掩点染之
精彩。正在整理着笔墨和画作的史振
岭，颔首微笑，宽和温善，举止间透着
大家的风范，让人瞬间没有了距离感。

和史振岭的攀谈，是从他青少年
时期对书法和绘画的痴迷开始的。因
父亲上过私熟，有一定的书法功底，每
逢年节，经常为乡亲邻里书写春联，所
以，史振岭从小受到熏陶，也便渐渐地
喜欢上了书法。史振岭清晰地记得小
学四年级时，有一位老师叫孔繁苛，在
他的严格指导下，自己的书法技艺打
下了坚实的基础。初高中时代，和几

名有共同爱好的同学在一起临摹《芥
子园画谱》，史振岭如痴如醉地学习着
传统中国画及素描。1976年，考上了
天津工艺美术学校的史振岭与丹青的
结缘再也无法割舍。
“几乎是每天都要画，哪怕只画一

笔，日积月累，都会有不一样的收获。”
史振岭说。与水墨相关的，史振岭都
情有独钟。他说，喜欢画花鸟、喜欢国
画，喜欢点染后，墨彩在宣纸上渐渐晕
开的感觉。
求学之时，他便喜欢对着名家的画

临摹，吴昌硕、雪涛、齐白石、潘天寿的
画作，仿佛全都印刻脑海。参加工作后
就职于津南区文化馆，史振岭对绘画的
追求愈加痴迷，山水人物他全都涉猎，
汲取各家之长，融会贯通于己之身。上
世纪八十年代的天津津南，道路交通并
不发达，史振岭会骑着自行车往返30
多公里去市区，寻找写意景物，悉心观
察、对比记录、写生研究。回家后，反复

琢磨笔墨运用之道。曾有友人到他家
拜访，问起孩子，“心中的爸爸是怎样
的？”孩子童真地说道：“爸爸像‘电线
杆’，会一直在画桌前画画，长达几个小
时，甚至一整天。”闲聊打趣中，史振岭
对绘画艺术的认真、执着与痴醉，深深
感染着同行好友。
似乎正是在一件事上的极度专注，

史振岭在短时间内迎来了绘画技艺几
次质的飞跃。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版
画家协会的“平凡画院”与日本举办交
流展，他的入选作品获得了金奖。上世
纪九十年代，他创作的《听瀑图》入选纪
念中韩建交10周年举办的“天津韩国
书画联展”，被韩国著名画报《首都圈》
选为封面发表。1996年，首次走出津
门和国门的史振岭，与唐云来、顾志新、
毕恭等著名书画家在新加坡“新达城”
成功举办四人书画展，多幅作品被当地
华人收藏。2009年，史振岭正式调入
天津市美术家协会任职。多年来，他的
绘画作品屡次入选全国及天津市画展，
“摘金夺银”不断，出版《史振岭花鸟画
作品集》等多册个人画集。

史振岭的绘画作品以自然为师，
呈现融会百家的特点，传古萃之韵雅，
承众人之智慧。或撷山野斜崖间，青
石傲立；或展山麓群芳里，曼妙生机；

或飞瀑湍流，清风飒爽，苍穹临窗；或
啼鸟低吟，荷叶田田，泉声不息。驻足
史振岭的画前，浓郁的水墨之美透过
线条与虚实的勾勒，淋漓展现。“黑与
白，构成了中国画的色彩基调与骨
架。水墨艺术有着自己相对独立的审
美品格, 它与西方写实油画侧重不
同，前者重写意，后者重写实。”史振岭
说，“年轻时绘画就要打好笔和墨的基
础，到了中老年更多的是表现一种意
境，整个画面实中有虚，虚中有实, 把
体悟运用于构图中，得见大气势，这时
的作品更多的是表现辩证关系，传达
出作者对客观世界的理解与感悟。”

史振岭在成就自己的绘画艺术风
格的探索之路上，从不将自身置于安
逸与固定的环境，无论是题材内容的
广度、文化语境的深度，还是视觉形式
的力度、墨色元素的强度，均有独到的
追求。对于“写生”，他深有感触：一名
画家要有所成就，不经过艰苦的锤炼
是不行的；临摹前人作品，还要融入现
代意识。他曾登黄山、下苏杭，远涉巴
渝，足迹遍布京、冀、桂、黔、甘等全国
数省。走出去，观察得越多，他的感悟
便越多。“抓住一切能与当代名家面对
面求教的机会，带着‘拿来的’经验走
进大自然，在写生历练中，不断地去升

华作品与思想。这是‘有法’与‘无法’
的统一。”史振岭说。

与史振岭的交谈中，我总能感受
到一种低调的睿智，蕴涵在亲和儒雅
的举止与言语之间。这种睿智恰似是
他绘画作品中展现的留白之处与辩证
之观，又如深受传统文脉滋养与熏陶
而自然流露的超凡与洒脱。

如今，史振岭正在将自己几十年
来积累的艺术经验播撒在这片津沽
大地上。在落户于津南区文化馆的
“史振岭名家工作室”，来自全区的优
秀中青年骨干教师会定期参加绘画
培训，于名家的面授中开展学术沙
龙、提升绘画技艺。看到家乡津南日
新月异的变化，史振岭还以“叶对根
的情谊”为题创办了一次家乡画展，
抒发内心的无限热爱。承担着更多
社会任务的他这些年来依然坚持奔
走于自然之中和学员之间，组织天津
美术界的画家走进津南区绿色生态
屏障，描绘沽上溪水、小站稻田，用笔
墨推广绿色津南，他也计划着带领津
门名家走进国家会展中心（天津），以
多种方式展现智慧展会的恢宏盛况，
推动天津美术创作理论与实践在津
南打造升级版。

沈欣/文 景文军/摄

气韵天成蕴古萃
——记著名画家史振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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