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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人在江浙，又有朋友的热情相邀，到
海宁去寻访徐志摩总该是必要的行程吧。我
虽不是诗人，但是对诗的尊敬，对诗人的崇
拜，自小就形成了的。我一直认为，诗是文学
中的少女，文艺中的尖端。无论是诗还是诗
人，就像国粹的京剧一样，为其他各类的歌者
所崇拜、所景仰。

人在海宁，其实去徐志摩的住处并不
远。虽说不远，但找起来却颇为周章。它藏
在繁华的巷子里，稍不留神车子就开过去
了。于是我猜想，先前一定不是这样的，徐宅
一定是宁静的优雅所在。这应当是诗人的追
求，也是大户人家的常规做法。更何况徐志
摩的父亲深知自己的儿子是一个诗人，诗人
的想法与追求即便是令父亲感到有些费解，
然而在儿子大婚在即，他还是选择了这样一
个地方，以满足诗人儿子的精神追求。
小巷里的徐志摩宅处是当代诗人所不能

企及的，那是一个中西合璧的小洋楼。我看
无论如何是有一点英国建筑的风格，甚至还
有一点“剑桥”的影子。英国的剑桥我从那里
回来已久，因而有了这样出格的判断。小楼
是浅褐色的，与阳光的颜色自然地融为一体，
给人一种若画若梦的感觉。进了门去，小院
子很幽静，有树，有草，有花坛，的确是一个吟
诗、一个文学创作的好场所。我知道徐志摩
先生不在，但这毕竟是他的家，他的灵魂栖息
地，也曾经是他新婚的洞房。虽故人已去，但
是每一个房间里陈列的照片和实物，依然可
以让你感觉到诗人就在你的身边，在给你讲
解他浪漫又多愁的生活、困惑、喜悦和创作的
快乐与苦恼。
在这里，我意外地看到，当时作为徐志摩

和陆小曼证婚人的梁启超先生写的证婚词，
先生是这样写的：
“徐志摩，你是一个有相当天才的人，父

兄诗友，对于你有无穷的期许。我要问你，两
性情爱以外，还有你应当做的事情没有？我
们从今日起，都要张开眼睛，看你重新把坚强
意志树立起，堂堂地做个人哩。你知道吗？
“陆小曼，你既已有志摩做伴侣，如何地、

积极地鼓舞他，做他应该做的事业，我们对于

你，有重大的期待和责备，你知道吗？以后可
不能再分他的心，阻碍他的工作。你是有一
种重大的责任，至少对于我证婚人梁启超有
一种责任。”

梁启超不愧是梁启超，他担心的事还是
发生了，他似乎意识到了这样的事情会发生，
还是把话说在了前面，表达了一种无奈时的
挣扎，一种对才华的担忧。

徐志摩先生曾经为了追随罗素去了英
国，去了剑桥。我也曾在剑桥的校园里坐那
种撑蒿船，经过康桥时，我看到两岸的草地上
那些读书和写作的学子，也看到了在那里晒
太阳的老教授、老学人。我知道，当年徐志摩
也是他们当中的一员。是啊，如今这些所有
的都是故事了，或是一首没有完成的诗吧。

我就要离开徐志摩的宅地了，我回过头
来，看到他的表弟金庸题写的“诗人徐志摩故
居”这几个字，知道和诗人很难再相遇了。我
能想象启功先生在写安雅堂时那种慈爱之心
和悼念之情。我还能想象到，当年泰戈尔访
华时，徐志摩当翻译的情景，当然我并不知道
徐志摩的英语水平如何，但是我却清楚地看
到徐志摩将佛罗伦萨翻译成“翡冷翠”的那种
诗人的浪漫和自由。

从杭州的灵隐冒雨驱车去江西的广丰。
这一路山山水水，云雾勾连，真是夺人魂魄。
想当年，徐霞客也曾经走过这一段路，若是明

媚的天气出行，倒也没有格外感慨，然而，车在雨
中、风中，便觉出徐霞客的伟大来了。中国人之
所以了不起，就是历朝历代像徐霞客这样的人总
是层出不穷，成为后人的楷模，让后学景仰。
一夜无话，晨起，当地的同志拉我去一个有

四百年历史的小店吃广丰炒粉。小店经过四百
年的风雨，四百年的沧桑，四百年的人事更迭，
仍傲然地站立在现代化的都市之间，无论如何，
这是文化上一个小小的奇迹。

其实，广丰炒粉不过是大众小吃而已，然
而它的味道却在于粉的制作复杂，且有苛刻
的要求，吃过来不仅有嚼头，且饱含着香气，
这香气除了作料的作用，其主要的部分则是
来自一种叫做“山羊的肉”，这山羊并非通常
意义的山羊，是那种在悬崖峭壁上攀爬的野
山羊，具有绿色的品质，味道呈健美式的香
甜，甚至在吃的时候，恍惚之间与野山羊一起
在山壁上行走了。只是那一碟炒花生米，至
今仍令我大惑不解。

按照这一天行程的安排，先去铜拔山。铜
拔山是广丰境内的名山，也是江西群山之中的骄
子之一，尤其为历代英雄所爱。据说，每朝每代
都有强人在这里呼啸山林，与官府作对，做天下
英雄的壮举。由此可见，这山、这峰、这林，是何
等的险峻，何等的奇绝，何等的变幻莫测，才让历
代官府忧愁，也让我这游客不知从何处出山。
据说在近代，前面那个红军岩上，就有多名

将士为了不做俘虏从上面跳崖而下。我仰视这
刀切斧砍般的绝壁，想象英雄们跳崖的壮举，十

分敬仰，不胜感慨。
从铜拔山绕出来，当地的那位同志领我去

了一个叫高山村的村庄。到了这里，你仿佛就
走进了另外一个世界，另外一个朝代，让你不
知身置何处了。这里已经被岁月染旧了的茅
屋、祠堂，完全是它最初的模样，只有错落的几
户人家在深林和山水之间，若隐若现，一时间让
人疑是幻境，疑是世外。据说这座高山村过去
常年与世隔绝，老老少少虽然不多，但几乎从不
出山。而山外的人到这里又十分困难，这里不
仅没有电，也没有任何通讯设备，甚至没有学
堂。据说，最早时，当地政府知道有这样一个
村，进村实在是不易，如同探险一般，索性既不
收粮，也不登记。有趣的是，政府给他们发的
钱，他们并不要，因为要钱没用。完全过着自给
自足的生活。外界的人事更迭，与这里似乎毫
无关系。这是一座真正的“世外桃源”。据说这
一拨人是在明朝时躲避战乱到此的，这也的确
是一个藏身立命的好地方。小小的村子既不供
佛，也不供基督，供的是一个叫毛四公的人，据
说这人是村里最有力量的一个先人，是一个打
猎能手，他死后村上的人就年年拜他，希望得到
他的保佑，把他看做是高山村的保护神。令人
惊讶的是，这个村里竟然还有一个小小的戏台，
他们在这里自娱自乐，过着几乎与世隔绝的生
活。这位广丰的同志曾在2002年的时候作为
县办公室主任，专门到这里来考察，并特意邀请
高山村 80岁以上的老太太到县里去开开眼
界。这里的人多长寿，80岁并不算高龄，百岁
者大有人在。这些老太太到了县里，看到了高
楼，看到了电灯，又吃过了县里请他们吃过的
饭，然后感慨地说，这回行了，回去就可以死
了。说完，几个人抱头痛哭起来。

现在的高山村已经通上了电，并且有了电
视，可他们很多人还是喜欢过原来的生活，还在
祭拜毛四公。高山村到处都是比黄金还贵十几
倍的红豆杉，每一棵都有几百年上千年的树龄
了。我和一位村里的老汉聊了起来，我问，你知
道黑龙江吗？他说，知道，那里很冷。我很吃
惊。我说，你怎么会知道。他说，电视上看到的
呀。哦，的确是这样。在这里，村长还请我们吃
了地地道道的农家菜，除了腊肉、竹笋之外，喝
的是一种甜甜酸酸的梅子酒，真的是醉人哪。
是为记。

那年去日本，随公派正在当地大学教书的女儿旅游，到一些知
名的景点观光，也有的属于计划外安排，看“猴戏”就是其中之一。

从东京乘大巴到山梨县河口湖市，原只为观望一湖之隔的富
士山，女儿临时提议，说是还可以去一下驯猴剧场，看“猴戏”。驯
猴，不就是耍猴吗，还有专门的剧场？不错，在该市车站摆放的导
游介绍材料中，就有“驯猴”剧场的彩页广告，大红的日文标题“猿”
戏，配有多幅彩色剧照，十分醒目，还标注着每天的演出场次、票
价，看来在那里是有一定影响和号召力了。

转天清晨，从宾馆的侧门出来，早春山野间的小路很清静，两边
偶或可见两三层高的农居小楼，周围也鲜见人迹。但走着走着，同
行的人渐渐多了起来，而且有载客的大巴穿越驶过，前方就出现了
一座乌顶白墙、颇有些现代意味的球形建筑，正是在彩页广告中见
过的驯猴剧场。

演出大厅是圆形的，舞台前伸，观众席三面环绕，已经坐满了
成年男女和孩子。主持人跑步上场介绍节目，原来猿戏不同于我
们熟悉的猴戏，不是演员扮成神猴孙悟空演绎传奇故事，也非民间
艺人牵着猴子耍把戏，而是猴子和人同是演员，一猴一人结对组
合，都穿演出服装，合作表演节目。人着简易和服，猴子身穿T恤、
坎肩和短裤，花色鲜艳。剧场共有大小十余只猴子，大猴12岁了，
相当于人的36岁，小猴最小的才1岁多，分别与人结伴，轮番出
演。大猴体态壮实，一脸严肃，霸气十足，虽然脖颈后面系着一根
线绳，活动范围却很大，出场的“倒毛”跟头能连翻十几个，跨栏、跳
高、脚踩滚动圆球，身手敏捷，还有富于表演色彩的模仿古代武士
的成套动作，在旁边合作伙伴夸张、渲染的描述声中更显得煞有介
事、活灵活现。相比大猴的强悍，小猴则娇小懵懂，在特意为它摆
放的一个方盒子上正襟危坐，另是一道风景，只是每每由于管不住
手脚，总要合作伙伴不停提醒，才能保持坐姿。

大猴、小猴两对组合在台上，表演有分有合，时有交叉、呼应。
如大猴的合作伙伴煽情，讲述大猴从艺以来很不容易，吃过许多
苦，有时生病或受伤还要坚持练功、演出，让人心疼、不忍，大猴听
了即做伤感状，后来竟倚倒在他的怀里。一旁小猴的合伙人却乐
了，出来揭露真相，说他讲的都是没有的事，每组人和猴子在一起
生活得都很幸福、快乐，什么生病、受伤，都是为了骗取同情而瞎编
的，于是“剧情”反转，大猴的合作伙伴只好赔着笑脸承认说谎了，
伏地向观众道歉，这时大猴怒了，认为也让自己丢脸了，一足踏住
合伙人的脊背，以示惩罚，全场大笑。
两只猴子之间也有交集、逗趣，不时引来观众的笑声。一场演

出40分钟，似乎很快就过去了，主持人引领两个组合的演员谢幕，
大猴在台上向观众招手致意，小猴则被抱到场外院里，和合作伙伴
一起送别，孩子们争相要求和它合影，很有些依依不舍。

驯猴剧场的演出，每天六到七场，每场可容纳655名观众，场
次间隔20分钟，我们离开时，已经又有新的观众开始入场了。
回去路上，我想起了早年对耍猴的记忆。还是在北京居住的时候，

院外敲小铜锣的声音一响，就知道耍猴的来了，胡同里的孩子们纷纷跑
了出来，兴高采烈地围上去……那已经是半个多世纪前的事了。

耍猴据说起源于河南，最迟在唐代就出现了。早先是主人
在马厩里养猴子，因为猴子与人的外形相似，有助于管理马匹，
于是成为人的劳作伙伴，同时还在祭祀的时候训练猴子表演，使
猴子渐渐成为马的“保护神”，别号“马畄”。后来，猴子逐渐被从
“弼马温”的差事中解脱出来，开始走上艺术道路，耍猴也随之成为
纯娱乐性的活动。早在日本的奈良时代，就被称作“猿”戏传到了
日本，最初也是用于马厩的祭祀活动，后才发展成为街头艺术，人
们把逢年过节时观看猿戏作为一种祈求吉祥美满的方式，直至又
走进了剧场表演。岁月悠悠，万物有灵，古今有多少似猴子与人的
相伴共存，生生不息？
后来，在名古屋爱知县的香岚溪山村集市上，还曾见到一位梳

马尾辫的小姑娘和她的搭档——一只穿着红底金花上衣、看上去
有点不怒自威的大猴子，小姑娘含笑吹奏什么乐器，刚刚表演完的
猴子坐在旁边，神情关切地望着她，那一幕情景让人很想上前打个
招呼，但还是只在心底问一声好走开了……

“苍茫大海中，方舟一叶如萍梗。
帆樯了不具，问君何以济群生？昨夜
风涛多险凶，浪如山倒势排空。方舟
卷入漩涡中，探得世路不着行。波涛
来益烈，风雨阴寒夜。几许同行逐浪
休，方舟漂泊无处歇。狂澜四面严相
逼，群生彼岸须舟亟。方舟负任一何重，方舟遭境一何逆！努
力壮尔神，努力执尔舵，战胜眼前魔，何愁沧海阔！苍茫大海
中，方舟一叶如萍梗。帆樯了不具，问君何以济群生。”此诗名
为《方舟歌》，为早期共产党员于方舟所作。

于方舟（1900—1928），原名于兰渚，出生于直隶省宁河县
（今天津市宁河区），天津五四运动领导者之一、天津早期党团
组织负责人之一。据《天津工运历史人物传略》，于方舟生平
履历如下：1917年，考入直隶省立第一中学。五四开始后，以
直隶第一中学学生代表身份入选天津学生联合会，任学生救
国团团长、天津学生联合评议会委员、天津各界联合会学生代
表等职。1919年，与其他学生骨干成立新生社，出版《新生》
杂志。1920年1月，因组织学生请愿，与周恩来一起被捕入
狱，同年7月获释。1920年秋，在新生社基础上建立马克思主
义研究会，后据李大钊指示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改为社会主
义青年团。1922年，化名“于绍舜”考入南开大学，次年经李
大钊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受党中央指示，与江浩、李锡九等

人于1924年初筹建中共天津地方党组织。1924年中共天津
地方执行委员会正式成立，于方舟被选为委员长，工作重点投
向工人运动。五卅惨案发生后，于方舟领导了天津电车工人
的罢工斗争。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于方舟以中共顺直省委
组织部长身份领导冀东第二次玉田暴动，10月底失败被俘，
1928年1月14日被枪杀于玉田城南门外。
《方舟歌》最初刊于《同乡会季镌》，作于1924年。据《宁河文

史资料》中《诗人于方舟》一文，知该诗有附记云：“佛家谓慈航普
度，而今之最习用语，亦恒以今世为过渡时代。究之茫茫宇宙，
芸芸众生，何时不在过渡？而过渡时代亦何曾有已时乎？以方
舟名，窃以渡人之舟自期也。而入世之初，已遭颠扑。瞻望前
途，如何自奋乎？吭歌数句，聊用自警，非敢言抱负也。”据此附
记可知诗人其时所面临环境之恶劣，所谓“入世之初，已遭颠
扑”者，此“遭颠扑”应指五四运动时期被捕入狱一事。虽遭遇
过被捕入狱，但青年共产党员以天下为己任，愿以己身为舟而
渡众生的宏愿未尝消磨，此即《方舟歌》创作之动因。
“苍茫大海中，方舟一叶如萍梗。帆樯了不具，问君何以

济群生？”“方舟”一词出自《庄子·山木》：“方舟而济于河，有虚
船来触舟，虽有惼心之人，不怒。”原义谓两船相并，此处用作
“船”。“萍梗”，浮萍断梗，因漂泊而无定，喻人之行止无定。“帆
樯”，挂帆桅杆。“不具”，指不齐全，不完备。“问君”，问尔，亦自
问。此两句意谓：渺茫大海之中，一叶方舟如浮萍断梗一
般。这样一只不具备“帆樯”之方舟，要如何济世，如何渡人
呢？“昨夜风涛多险凶，浪如山倒势排空。方舟卷入漩涡中，
探得世路不着行”，方舟不仅无“帆樯”之具，又遭遇风浪之
险：暴风肆虐，海浪夹排山倒海之势涌来。方舟被迅急海浪
卷入漩涡，虽“探得世路”，但终“不着行”。“波涛来益烈，风
雨阴寒夜。几许同行逐浪休，方舟漂泊无处歇”，方舟已入
险境，而风浪更急、更烈，且又处于风雨如晦、暗夜茫茫之
时。如此恶劣之境地，已有“同行逐浪”而休，只有我这叶方
舟仍在风涛中漂泊无定，所谓“无处歇”者。这是于方舟之
选择。为什么不选择“逐浪而休”呢？“狂澜四面严相逼，群
生彼岸须舟亟”，众生在诗人心中，共产主义的理想、信仰在
诗人心中，所以即便所面临环境再恶劣，哪怕是“风刀霜剑
严相逼”，也要观照到“彼岸”，观照到在苦海亟须“舟”渡之
众生。“方舟负任一何重”，诗人既有共产主义理想，有以天
下为己任的志愿，自然就认知到自己身上承担的责任是什
么，就明白肩上所担之道义，所以他感叹“方舟负任一何
重”。“方舟遭境一何逆”，诗人参与过五四学生运动，也曾被
捕入狱，经历过狱中岁月，所以也明了革命道路之艰辛，所谓
“遭境一何逆”者。虽如此，仍要“努力壮尔神，努力执尔
舵”。此处“尔”指“方舟”，亦自指。诗人虽遭遇凶险，道路
虽不平坦，但自己要努力壮大这只“方舟”，要努力使这只方
舟能够在惊涛骇浪中向着正确的方向行驶！“战胜眼前魔，
何愁沧海阔”，诗人有渡群生之宏愿，自有藐视磨难、济沧
海之无畏勇气，所以对诗中所述之狂澜风涛、阴寒暗夜、疯
狂漩涡，以及“不着行”之困境，诗人皆无所惧。“苍茫大海
中，方舟一叶如萍梗。帆樯了不具，问君何以济群生？”此系
《方舟歌》结尾，也是对首句的重复。虽是对首句的重复，但
所起作用与书写的情感并不相同：首句是诗人对“方舟”于大
海中，于“帆樯了无具”之境况中，如何“渡群生”的疑问，是为
引出接下来的思索。结尾则是在经过一番思索之后，对现实
的进一步认清，以及警示自己要保持勇往直前的斗志。纵然
是“帆樯了无具”，纵然是“一叶如萍梗”，都要保持“济群生”、
渡沧海的斗志、信心。问君何能尔？答案就是诗人的共产主
义信仰、理想。
《方舟歌》是咏“方舟”之歌，此“方舟”是一种意象，非现实

中的船。通过对“方舟”意象的吟咏，传达出诗人于方舟以己
身为舟，以共产主义信仰为舟，拯救苦难众生之宏愿。1928
年，于方舟被枪杀于玉田，然其所昭示出的革命精神、其所信
仰的共产主义已化成“济群生”之舟。

荣派单弦名家李志鹏青年时期加入天津红桥区曲艺
团，深受观众欢迎，上世纪70年代之后，他有很长一段时
间没有再继续演出。1994年，花甲之年的他才开始二次
出山，直到2010年离开舞台。在他晚年，又为曲艺事业
奋斗了十几年的时间。这个阶段，他留下了大量珍贵的
音像和文字资料，为单弦艺术的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
献。具体来说，他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他把很多荣剑尘的代表作整理之后搬上了舞台，
使观众得以再次领略荣派单
弦的艺术魅力。李先生自幼
和荣剑尘学艺多年，掌握了大
量老师的曲目。从上世纪90
年代开始，他根据新时代观
众的审美需要，对作品进行
了整理和完善。使一大批
经典曲目（如《细侯》《王佐
断臂》等）焕发了新的生命
力，重新回归了观众的视野。另外，他还曾经为荣剑尘
的录音做过音配像，并出版了个人的演唱专辑。同时也
教授了很多单弦传人，其中不少学员现在都小有成绩，
可以说李志鹏对荣派单弦艺术在天津的延续起到了非
常关键的作用。
其次，李志鹏青年时代在荣剑尘的要求之下，在京津

两地学习多年，受过很多老先生的指点和教导。荣先生
这种开明的教学理念，也使他受益匪浅。到晚年他在
保持荣派风格的基础上，兼收并蓄，上演了大量其他流
派的作品，使得其演唱范围大大拓宽。如《金山寺》《五圣

朝天》《钟馗嫁妹》《褚遂良》《乌龙院》等以及一大批联珠
快书曲目都是他经常演出的。其中，最为人所称道的应
该是《马前泼水》，这个节目2008年李志鹏和孙女李恕一
合作在京津两地都曾经表演过，由他的儿子李金阳担任
三弦伴奏。祖孙三代人共同演绎一段经典佳作，一时传
为曲艺界的美谈。

再有，李志鹏掌握的曲牌数量在天津单弦界可以说
是首屈一指的，这一点是内外行一致公认的。他在晚年，

有意识地将一些濒临失传的
冷门曲牌穿插到单弦作品之
中，使这些曲牌焕发了新的生
机与活力，他的这种尝试对于
单弦曲牌的保存和传承也起
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
李志鹏的另一个重要贡献

就是他在单弦文史掌故方面的
知识非常渊博，从青年时代起

他就十分留心理论方面的内容，而且勤于记录。在演出之
外，也留下了大量的访谈和文字资料，这给后人研究单弦艺
术的发展史留下了一笔宝贵的文化遗产。

2010年之后，李志鹏先生因为年事已高离开了舞台，
但他依然没有停止对艺术的钻研，还在不断地教学传艺，发
挥着自己的余热，矢志不渝地为单弦和曲艺事业的发展贡
献着自己的力量。虽然他已经去世多年，但天津的曲艺观
众依然深深地怀念这位单弦名家。李先生除了艺术精湛为
人称道之外，他这种对事业坚持不懈的奋斗精神也是值得
后人学习和敬仰的。

立冬已过，阳光变得愈发珍贵。近日，舍友在阳
台上晒猕猴桃，说是长辈教的方法，这样晒过之后，水
果是温热的，入口不影响口感也不至于伤了肠胃。我
听闻这种吃法，初觉新奇，细想后又认为极有道理。

古时候人们晾晒农作物、收藏品和布料衣物
等以防发霉。《说文》中释义：“晒，暴也”。《方言》中
“晒”字意为“暴五谷之类”。一个“晒”字，包含了
古代人的生活智慧。

古时候物资匮乏，每至瓜果蔬菜大量成熟的
季节，人们便想方设法地保存起来，以延长食用
期限。贵族家庭可用冰窖贮存，而平民百姓更多
使用腌制、晾晒等法子。《四民月令》中记载：“九
月藏茈姜、蘘荷，作葵菹、干葵。”可见，晒干菜已有
千年历史。

在我的老家，秋冬季的村子红红绿绿的一片，那
是人们晒干菜的场景。其中晒干辣椒最是有趣。我
们村子盛产红色朝天椒和线椒，将红的透亮的鲜辣
椒摘下放入笸箩里，洗去泥点，阴干水分。再用缝被

子的棉线将它们穿成大长串，挂在门廊或者屋檐下
面，远远看去像是挂着红绸，很是喜庆。待到辣椒水
分褪去变得干脆，再将其剪断储存起来。

在我家，不论是蒸鱼还是拌菜，最后一道工序
必定是撒上辣椒段，泼一勺热油。辣椒遇热油发
出嗞嗞的声音，爽辣鲜香就涌出来了。

除却晒辣椒，家中还会晒些萝卜干、冬瓜干、
芥菜干，或是霜打过的红薯叶等。只需将这些菜
洗净切好，煮上几秒，捞出控水后摊在院子里暴晒
即可。隔几天，给这些菜翻翻身，确保每一处都浸
润在日光浴中，直至这些菜变得干瘪。

晒好的干菜，颜色是枯黄或发黑的，有些难登
大雅之堂。但只要稍一加工，平平无奇的干菜便
会在口中大放异彩。

记得小时候，我家冬季最常吃萝卜干包子。
做之前要先将萝卜干用热水泡软，再切碎拌入肉
馅中，简单调味，包成胖乎乎的包子上锅蒸。天气
冷时，手里捧着热乎乎的包子，咬下一口，肉香裹

着萝卜香直往口里蹿。比起鲜萝卜，萝卜干多了份
韧劲，少了份辛辣。便是用它来素炒，也能尝出些肉
香来。我知道那是阳光留下的滋味。

随着时光流逝，“晒”作为食物保存的一种方式
一直流传至今。比起新鲜的食材，晒过的食物更易
保存，且口感更加独特。曾经，晒好的干菜能帮人们
扛过灾年，熬过寒冬。而现在，干菜无需担此重任，
它却能以独特的口感和风味博得食客的欢心，这便
是“晒”出来的滋味。

客在他乡
阿 成

天津红色文脉（三）

于方舟的《方舟歌》
孙爱霞

在日本看“猴戏”
刘连群

单弦名家李志鹏的贡献
夏仲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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