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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日葵

醉酒人的田野追忆

竹海情思

崇
明
金
瓜

一
没有太多的横枝错节
没有纠缠不清的丝丝缕缕
唯有一颗正直的心
向上、向上
撑起一帘清幽阳光
见风见雨的叶片
是一枚小小的心 即使掉落
也干干爽爽、舒舒服服
紧贴着旅人的脚

二
石缝里有柔弱的水
也迸出激越的水
一样清凉如洗一样碧澄如海
安吉的大竹海啊让我的肺腑
变成一张透明的纸

三
云雾不改色 风雨不变节
有竹的山没有媚骨相
有的是端庄和气概
根根竹节
根根大山坚挺的肋骨

四
竹子凝重沉默相互保持距离
这不是疏远 也不是冷漠
而是为了使彼此
拥有更多自由的风
更多成长的阳光
当乌云压境、山雨欲来
看！根根竹子
又紧攥成拳头的手指
发出了咆哮的抵御声

五
竹使山清凉温润
竹使山伟岸大气
远眺，她是云中的一滴墨
近探，她是胸中的一首诗

□ 茅俭

诗韵悠悠

心香一束

夏花 （油画） 卢成翔

文
化
沙
龙

□
维
舟

在崇明乡下长大的我，从小就很
爱吃金瓜丝。它爽脆可口，四季可
食，且是本地特产。自大学离乡之
后，每次回岛，母亲给我做金瓜丝，还
不时会加一句：“爱吃你就多吃点，岛
外就很难吃到了。”可是我长久以来
也一直有个疑问：崇明是个仅有 1400
年历史的泥沙冲积岛，很明显，金瓜
不大可能是本地独有的植物，它多半
应该是外来引种的，这究竟是一种什
么植物？

到厦门大学读书时，发现闽南方
言中“金瓜”就是指南瓜，鼓浪屿上当
时厦门博物馆的主楼因为顶部有如
南瓜，就被称作“金瓜楼”。事实上，
闽东、闽北、台湾、浙南各地方言普遍
都这么称呼南瓜，甚至日本冲绳的琉
球方言也受福州方言影响，将南瓜称
作“金瓜”（cinkwaa）。从植物学的角
度来说，崇明的金瓜确实应该是南瓜
的一个变种。

崇明方言的特殊之处在于，我们
把南瓜称作“番瓜”，仿佛这与金瓜是
两个不同的品种。故张惠英在《崇明
方言词典》中将金瓜解释为“南瓜的

一种”，但她又在《崇明方言研究》中
更谨慎地称之为“崇明特产的一种菜
用瓜”。之所以如此，我猜想可能是
吴方言中原本就有一种相似的“金
瓜”。

据元代王祯《农书》：“浙中一种
阴瓜，宜阴地种之，秋熟，色黄如金，
皮肤稍厚，可藏至春，食之如新。”这
个描述乍看与崇明的金瓜十分近似，
但南瓜/金瓜原产于美洲，不可能在
1492 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前就引
种到中国来，因而这更可能是外形特
征相似的另一种菜瓜。李荣主编的

《温州方言词典》中就同时收录了两
个词：“黄金瓜”是“薄皮甜瓜的一个
品种。果皮呈金黄色，果肉绵而少
汁”；而“金瓜”则解释为“南瓜”。也
许，当初作为南瓜变种的金瓜引种到
崇明之后，人们就借用了原先和它特
征近似的名称转而称呼这个新的陌
生品种了。

事实上，崇明金瓜也称“金丝南
瓜”，维基百科上注明“中国崇明岛是
金丝南瓜的著名产地之一”。可能因
为要煮熟后用筷子绞出丝来凉拌的
缘故，在北方一些地区（如安徽淮北、
新疆）也叫“绞瓜”。在它原产地美
洲，种植得当然更普遍，美国超市里
到处都是，称作 spaghetti squash，由于
甜度低、口感脆爽，再加上瓜瓤天生
呈丝状，有不少注重健康、低碳水饮
食的人士拿来代替面条，可说是一种
流行的健康食品。

可是尽管它好吃、健康，又耐贮
存，在国内却并不出名。我一个外地
朋友因此颇感费解：“这瓜没火，还真
是挺奇怪的。每次吃到，都很惊艳。
但好像出了崇明，确实不太看得到，
连上海市区的菜市场、超市都很难买
到，它应该销路很好才是啊！”

一种特产要能多产多销，仅仅靠
它本身有多好是远远不够的，因为这

是一个和现代交通、物流、营销以及
农产品商业化等一系列因素相关的
综合性问题。只有在便利的交通条
件基础上，各种地方性特产才能变成

“外销”的货品。
在以往，中国人惯于把土特产称

作“方物”，像上海这样的大都市才扮
演着“洋货”与“土产”汇聚交易的集
散中心角色。英语的 pumpkin之所以
在中国得名“南瓜”，最初就是因为清
初时它作为一种南方货物（所谓“南
货”）运到北京，因此被北方人称作

“南瓜”。然而，这种传统的物资流动
模式有很大的局限，这就是为什么猕
猴桃虽然原产于中国，但直到被引种
到新西兰，才摇身一变，被改良、包装
成一种富含营养的高档健康水果，畅
销全球。

这 方 面 ，国 际 上 有 两 种 基 本 模
式：一种是美国式的，完全开放流动，
其结果是每一种特产都需要找到自
己的“特色”和“定位”，必须占据一个
标志差异的位置，既不能太缺乏地方
色彩（那就没特色了），也不能太富有
地方色彩（那会让人感觉陌生或难以
理解）；另一种则是日本式的，日本既
有全国流通的物产，但也有各种“地
方限定”的物产，只有到当地才能吃
到、买到，换言之，这其实是鼓励人们
到当地旅游消费，享受别处得不到的
特殊体验。

无论哪一种，对崇明来说都有借
鉴意义。近十多年来，随着崇明旅游
业的兴起和对外通道的打开，崇明
蟹、崇明糕、崇明山羊、芦穄、金瓜、老
土布都逐渐名声在外，“土特产”已经
从农产品、手工制品逐步走向商品
化、特色化的道路。就此而言，金瓜
的未来是值得期待的：它不仅可以成
为一种令人赞叹的崇明物产，或许还
能从“崇明特产”这一标志出发，成为
广受欢迎的健康食品。

夏日炎炎，去老家崇明避暑，顺
便去新海镇朋友家玩，朋友陪我参观
了长征农场的向日葵园，让我大开
眼界。

在乡间小路，远远就能看见一片
金色花海，眼下正是盛花期，望不到
边的花海，一个个金色花盘，好似一
张张的笑脸，迎接看望它的客人。满
眼花团锦簇，满园葵花喷香，荡漾我
的心灵，触景生情，回忆起童年时代，
在老家宅前的菜园边、小河边、乡道
旁那枝枝挺拔的向日葵，都是我的

“杰作”，亲手培植的“宠儿”。
每年 5 月，春光明媚，春风轻拂，

春雨细润，此时，正是好时节，拿出隔
年选好的饱满壮实的向日葵种子，细
心地撒埋在黑黝黝的泥土里，浇上
水，施下肥，为防家禽啄食，还搭起了
竹篱笆，没几天，在阳光、细雨孕育
下 ，嫩 绿 的 小 苗 ，便 从 泥 土 里 冒 出
来。然后，日长夜大，没几天，就长到
一尺多高，嫩绿的叶子也撑开了。到
了夏天，又长到了二米多高了，茎秆
粗壮带刺，一株株向日葵，像训练有
素的战士，昂首挺胸肃立，目光深远，
神态坚定，舒展的叶子，像一把精巧
的芭蕉扇，头顶上长出了一个小小的
绿色的花盘，花盘一天天长大，没几

天，开出了较小的花朵，镶嵌着密密
麻麻、金灿灿的花蕊，像一张张笑脸，
笑得那么灿烂，那么动人。到了秋
天，花盘里就结出了饱满果实，沉甸
甸的，像害羞的少女，低垂着头。为
阻止鸟儿在花盘上啄食，我用稻草扎
成一个个稻草人，挂在向日葵茎秆
上，还在稻草人手中，挂上一把破蒲
扇，蒲扇随风飘荡，驱赶飞来啄食的
鸟儿。最令人奇特的是，向日葵的脸
庞永远围着太阳旋转，日出东方，它
就朝东，日落西山，它就向西，这种

“追随”令人惊叹。
当前，在我眼前的这片葵花园，

极美，黄的热烈。我沉醉于向日葵的
花海中静静凝视着熠熠生辉盛开的
葵花，久久地和她默默对视。她有一
颗火热的心，时时刻刻追随着心中的

太阳，她像痴情的恋人，坚定地，脉脉
含情地送别日落。

我在上海的画展上，欣赏过荷兰
画家梵高的油画《向日葵》，富有魅力
的画作，用奔放不羁，大胆泼辣的笔
触，给每朵向日葵赋予强烈的生命
力，给人以心灵启迪，她感恩阳光，孕
育她的生命，所以，她的脸庞她的心
灵，永远向着太阳；她向往光明，激励
人们驱逐黑暗，笑对人生；在迷人花
盘里，无数花籽，相偎相依，紧紧簇
拥，团结一致，心心相印，是的，团结
才有力量，团结才能胜利。

美妙的向日葵啊！你那绽放的
激情，向阳的灵魂，坚定的性格，金黄
的色彩，显示始终如一对美好生活的
向往和眷恋。所以，人们喜欢你，赞
美你！

家乡崇明岛曾是名副其实的酒
乡。在我的记忆里，几乎每户人家都
酿老白酒。外人来家做客，未进门即
闻到一股撩人味觉的酒香。

岛上出名的老白酒通常有两种：
一种叫做“菜花黄”，每年四五月份酿
造，像菜花一样黄色的米酒未喝先
醉；一种叫做“十月白”，每年九十月
份酿造，那奶白色的老白酒经过锅灶
里烫热，香气诱人。

小时常见喝酒的大老爷们红红
的脸颊上的神情异常兴奋，鼻孔里喷
出那股夹杂着佐酒菜味的浓浓的酒
香，几米远就能闻到，只见他们一个
个手舞足蹈地粗话连篇，说笑着各种
开心的话题，女人们则纷纷投来嗔怪
的白眼：吃饱了撑的，无聊！而醉酒
人不以为意，依然得意地唱着小曲，
恍恍然走动在稻谷飘香的田野……

故乡，走动着声嘶力竭唱着崇明
山歌的醉酒人。尖锐高亢的音符，划
破纷乱迷人的思绪，像光芒潜入时
空。醉了，此时，醉酒人的生命，酿成
了一团红红的火焰，泛着生命的晕
光，在田野燃烧村庄的外表，穿戴着
绚丽的霞光，朝他走来。四周，一望
无际的稻浪淹没在黄灿灿的金色中
心，铺天盖地的稻穗像燃烧的宇宙，
不停膨胀着酒的气体——释放出生
命，爆炸的激情。

天仍然很老，黄昏，流淌着酒精
撕扯的内心。怀抱着酒坛，醉酒的人
红红的眼睛，喷涌着一团团燃烧的火

红色阳光，汹涌澎湃的热浪，淹没了
浩浩荡荡的长空。

天地之间，飘荡的酒歌，呼吸着
往事。呼吸着大地沉重的气息。

歌 声 ，从 大 地 流 来 。 沐 浴 着 歌
声，日晒雨淋的村庄，养活了沉甸甸
的稻穗，终于可以，在秋天丰收。

结满茧壳的手心，左边紧紧地抱
着稻棵，右边拿着镰刀。

收割的姿势这样沧桑。
丰收的村庄，把稻米酿成琼浆。

汗水，在人世间，不停地留下。沧桑
的梦想，感受得到铭心刻骨的疼痛，
感受得到稻米的身体里喷发出来的
思想和情感。热烈的心跳，体验着老
白酒的芬芳，令人呼吸时是那样的兴
奋紧张。

酒一定有情感和体温。欢笑着，
一次次，流着热泪，喊着饮酒人的乳
名 。 心 肝 ，活 在 大 地 ，是 否 真 的 很
好？是否真的和老白酒活完生生世
世，一辈子，甚至更久，他一定会时刻
在老白酒流淌出来的时候，倾听幸福
的心跳。透过老白酒，他甚至可以看
见老白酒的质感，流淌着血液的歌
声，在天地间回荡。

所以喝啊，所以醉了。怀抱着酒
坛，扯着嗓子唱酒歌，晃荡着红红的
嘴脸。这个浑身散发着酒气的男人，
长得像头野兽，又长得像人。他的叫
声，喊声，唱歌的声音，绕过了漫长的
田野，穿越过万里长江，传遍四方疆
域……

□ 黄发明

□ 叶振环

笔走心缘

建筑一角 （油画） 张婕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