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个人的下午

济南的大米

【80后观澜】

□雪樱

□张庆

“如果有一天，你不得不离
开济南，最不舍的会是什么？”我
的答案不是泉水，不是逶迤的千
佛山，而是老街巷深处的一方安
宁——— 有“泉水人家”院落的斑
驳，有失修老屋的苍茫，还有穿
过喧嚣街巷可见的古建筑，比如
府学文庙。

府学文庙在国内其他城市
也有，乐陵文庙、安顺文庙等，但
像济南府学文庙这样主体建筑
完整、附属建筑也很完备的尚属
少见。其实，最绝妙的是它的位
置，深藏于芙蓉街里面，仿佛一
座神秘的宝藏供人来寻找，好多
来过这里的外地朋友都不约而
同地说，“在闹市区里有这样一
处幽静的地方，难得！”

济南府学文庙始建于北宋
熙宁年间，经历过战火，清代多
次重建，解放后被小学、工厂占
用，直到1992年才成为省文物保
护单位。2005年起开始大修，整
整五年的时间，不知凝聚了多少
心血，2010年，府学文庙开门纳
客。抚忆府学文庙的“前世”和

“今生”，一种松软的沧桑感涌在
心头，几多感慨，几多珍惜。

从芙蓉街南头进入，府学文
庙的大门便映入眼帘，大门对面
是影壁，背面正中是圆形的砖雕
装饰图案。进入文庙是棂星门，
为四柱三间冲天式的雕花石坊，
据说是根据史料重建的，东西两
侧是中规亭、中矩亭泮池等，两
亭一方一园，取“中规中矩”之
意。泮池里引用的是泉水，清澈
透亮，鱼儿在欢快地嬉戏。

文庙的东西院墙内侧，钟英
坊和毓秀坊互相对称，时不时看
到有游客在此拍照留念。大成殿
前，陆续有游客从免费香处领
香，来到香炉前，献上自己的一
份心意。我不禁思绪万千，此时
此刻，人们都会许下什么心愿
呢？上学时课本上的《论语》“学
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
方来，不亦乐乎……”在耳畔回
响，那时只是死记硬背，随着年
龄的增长和阅历的增加，圣人先
师说过的话语在心中不自觉地
生根、发芽，冥冥中形成牢固的
价值观。

当年贾平凹先生“进山东”，
第一件事便是去济宁拜孔，“孔
门弟子三千，我算不算三千零一

呢？我没有给伟大的先师带一束
干肉，带来的唯是一颗头颅”，他
在孔子的墓前叩一个重响，这难
道不是虔诚与敬畏的体现吗？

进入成殿内，孔子的塑像摆
放在最中间，周围是孔子弟子的
牌位，以及一些出土的文物等。
令我感受最深的是，游客中那些
不谙世事的孩子没有丝毫顽皮
耍闹，自己仰着小脑袋认真地观
看，连说话的声音都压得很低，
在这个神圣的地方，我想，他们
得到的东西最多。出来成殿，后
面是明伦堂和尊经阁，据说是文
庙内专司教育之职的场所，现为
国学讲堂，定期举办传统文化公
益课堂，深得青少年欢迎。

此外，府学文庙还经常举办
成童礼、开笔礼、成人礼。成童礼
是我国古代教育子女的一种仪
式，寓意告别童年、感恩立志，生
命进入少年时代，如《礼记》记
载，“成童，舞象，学射御。”。“开
笔礼”指中国古代读书人成长过
程中的首次大礼，表示儿童进入
人生学习阶段，“开笔”是启蒙的
意思。而成人礼则是古代读书人
四大基本礼之一，男人的成人礼

叫冠礼，女人的成人礼叫笄礼，
寓意学子已经成年，应担当起家
庭和社会责任。

我曾目睹过一场成人礼，那
场面至今难以忘记，学子们身着
汉服祭孔，最后向父母递上一杯
清茶，表达对养育之恩的谢意，
在庄严而神圣的仪式中，体悟生
命的成长。

没有讲课与成人礼时，府学
文庙里的游客三三两两，大都是
附近的市民。我尤爱这样的氛
围，在文庙里能不知不觉呆上一
个下午，甚至有些着迷，仿佛在
思考什么重要的人生哲理。究竟
什么是历史？对于我们这一代人
来说，是史书上的几个从未耳闻
的典故，是某处工地刚挖出的一
座古墓，还是千百年遗留下来经
过重修的古建筑？我在府学文庙
里找到答案——— 历史在那里，需
要你去走近，用心灵倾听。

或许在喧嚣和功利中沉溺
久了，我们都需要一方安宁来清
涤身心，放缓脚步，等等灵魂，哪
怕一个下午的时间，也是奢侈
的。府学文庙的一个下午，你会
有怎样的收获呢？

只有在最黑暗的夜晚，才
能够看到最明亮的星辰。只有
经历过最深重的磨难，才会有
最深刻的成熟。只有经历过最
艰苦的奋斗，才会有最伟大的
成功。

我到济南南部山区一个幽
静的山庄参加一个笔会。山庄
坐落在四面环山的山坳里，只
有一条窄窄的小柏油路连接着
外面的世界。晚上的时候，人们
在房间里看电视或者到娱乐场
所去了，我却没有。我看看外
面，那是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
黑夜。我突然发现，已经有很多
年没有见到过这样的黑夜了。
多年以来，一直居住在城市里，
夜晚到处都是明亮的灯光，无
论出行还是散步，到处都如同
白昼，哪里有这样漆黑的夜晚。

居住在同一个房间里的哲
学博士也有同感，他说我们不
能放过这个机会，我们应当到
这样的夜里去散步，感受感受
真正的夜晚。

出了山庄的大门，就立即
进入了山林中漆黑的夜了。这
样的黑夜只是在我的记忆中有
过，那是多年前，自己还是一个
乡村少年，在老家的时候。那个
时候，只要没有月光，夜晚都是
这个样子的。但是自从到了城
市，这样的夜晚就再也没有见
过了。

我们肩并肩，凭着白天的
记忆，顺着山路往前走。博士
说，鲁兄，你抬头看看这灿烂的
星空。透过稀疏的树枝，整个星
空出现在我们的视野里。那一
个个星辰，耀眼地悬挂在天空
里，闪烁着璀璨的光辉。在我的
记忆里，它们从来没有这样明
亮过，从来没有这样醒目过，从
来没有这样让我惊心动魄。无
边无际的苍穹上，无数的星辰
争奇斗艳，一条宽阔的银河横
亘在天空，一个个美丽的传说
这个时候都跳跃着出现在我脑
海里，七星马勺、牛郎织女，等
等。

我们看了很久，在这个漆
黑的夜晚，在这样一个幽静的
山坳里，在这样一个没有任何
灯光的地方。博士说，我们今夜
里看到的星辰是最明亮的。我
说，是的，因为我们是在一个最
漆黑的夜晚。夜晚的星辰，是大
自然赋予我们的珍贵的美景，
但是现代文明却让这美景消失
了，我们的孩子再也没有机会
在葡萄架下听老奶奶讲牛郎织
女的故事了。他们哪里见过这
样浩瀚灿烂的苍穹，这样璀璨
美丽的星辰？

只有在最黑暗的夜晚，才
能够看到最明亮的星辰，博士
说。

博士又告诉我，他在几年
以前曾经去新疆的天山参加一
个学术会议，在那里他曾经有
过同样的领悟。他知道天山上
有珍贵的药材雪莲，就想着在
安排游览天山的时候去采。那
一天，他同几个朋友已经爬了
很高，遇到了采雪莲下来的当
地人。他问他们到哪里才能采
到雪莲，他们说，因为雪莲是最
珍贵的药材，所以不会长在人
们都能够找到的地方，它长在
人迹罕至的顶峰，在最险峻的
地方，一般人是到不了那里的。

我同博士相视而笑。是的，
大自然的哲学就是这样的，只
有在最黑暗的夜晚才能看到最
明亮的星辰，只有在人迹罕至
的顶峰才会生长珍贵的雪莲。

只有经历过最深重的磨
难，才会有最深刻的成熟。只有
经历过最艰苦的奋斗，才会有
最伟大的成功。

新大米上市了，前两天，大
桥镇的一位朋友给我送来两袋
新大米，装大米的口袋上印着

“济南黄河大米”6个大红字，他
给我讲了黄河大米许多的好。这
位朋友比我年轻很多，对真正意
义上的黄河大米了解不多。

其实，济南大米和黄河大米
不是一回事，两者有着明显的差
别。先从产地讲，济南大米（也称
北园大米）是指黄河以南、小清
河两岸生产的大米，主产地东起
遥墙西到吴家堡，中间包括了洪
家园主产地、前王村、高墙王村、
石门李庄、北全福庄、板桥、石
桥、狮子张庄、大杨庄、小杨庄、
亓家庄、姬家庄、五柳闸、边庄、
清河村、泺口等村庄。据记载，元
代以前，从济南东北角的华山到
西北角的鹊山方圆几十里大都
是低洼湿地，农民把低洼处肥沃
的河泥挖到较高的平坦地上，旱
地用于种菜，挖出的池塘用于种
藕。不太低洼的地方便围成了方

块用于种稻，形成了稻田。历经
近千年，延续至今。

而黄河大米的主产地主要
分布在黄河北岸大面积的滩涂
地里，从东往西包括了大王乡

（现大桥镇）和桑梓店镇的桃园、
柳园、大王庄、焦庙、王镇、鹊华
山、梅花山、南苑、大小马家庄
等，由于这一带都地处黄河以
北，济南人也习惯把黄河大米叫
做河北大米。

从品质看，济南大米颗粒饱
满、白头小，泛着油亮光泽，蒸出
的米饭又黏又香。黄河以北属黄
泛区，土质含盐碱，所以黄河大
米比济南大米品质略差，其颗粒
略瘪，白头略大，光泽略干，蒸出
的米饭黏度和口感都略差。

记得小时候我的故乡北全
福庄村北，靠近小清河边也有一
大片水稻田，春天插上秧，秋天
割稻子，然后摊放在场院里晾
晒，晒干后进行脱粒。那个时候
脱粒的技术还比较落后，脱粒机

像个大滚筒，上面钉满了脱粒的
铁钉子，一侧一个铁的转轮，转
轮上的皮带连接到后面的一块
踏板，大人站在后面，一只脚站
在地上，另一只脚上下踩动踏
板，带动前面的大滚筒飞快地转
动，和人踏水车的原理差不多。
一只脚踩累了，就再换另一只
脚。两只手抓着两把稻穗在脱粒
机上不停地翻动甩打，稻谷就哗
啦哗啦地落到地上。晒干了的稻
穗就垛在脱粒机旁边，有两个人
专门负责分成小把，然后递到脱
粒的人手里。那个时候我上小
学，学习不紧张，下午老早放了
学，和一些小伙伴便会跑到场院
里玩耍，有时也会帮着大人打打
下手干点活。

那个时候是生产队集体经
济，我们属于菜农，种的蔬菜是
有上交任务的，需要通过蔬菜公
司划价，然后送到各个国营菜店
去。但水稻没有上交任务。几天
下来，打完了稻子，队里便会按

人口把稻谷分给各户。分回了稻
谷，礼拜天，我便会帮着母亲用
家里那辆大飞轮的旧自行车推
着稻谷去邻村的电磨房碾成大
米，回来放到一个瓦缸里。大米
平时是不舍得吃的，记忆中，到
了过阳历年和阴历年的时候，母
亲才会用厨房里那口大铁锅蒸
上一大锅米饭，熟了盛到一个大
瓦盆里，盖上盖帘保着温，再用
那口大铁锅炖上一大锅猪肉白
菜粉条。我兄弟姐妹多，一大家
子人跟着父亲围着一张大八仙
桌，吃着说着哈哈笑着。而这时，
母亲总是端着大半碗米饭，站在
一旁，心满意足地看着。她舍不
得吃那碗米饭，她怕我们的不
够。

每当想起那样的一顿饭，总
觉得是吃过的最香的饭。每每想
起母亲那布满皱纹的慈祥的面
容和那双因为辛劳而变得很粗
糙的大手，心里满满的都是酸
楚。

C152013年12月3日 星期二

编辑：徐静

今日济南

华不注

【泉城记事】

济南长清水长清，石头唱歌
石头梦，山清水秀地灵灵，乐在
其中皆美景。很庆幸自己生长在
泰山与灵岩的怀抱里，自幼与泰
山奇石结下了不解之缘。寻求与
收藏泰山奇石成了我生活中的
重要组成部分。

泰山之石造化久远，浑然天
成，富有粗犷豁达的奇妙神韵，
呈现雄健强壮的阳刚之气，展示
独领风骚的大家风范。泰山奇
石，集天地之灵气而天然形成，
鬼斧神工，包罗万象，乐趣无穷。
泰山奇石是一个精彩无限、奥妙
无比的大千世界，让人长见识、
开眼界。不管是泰山奇石中的

“象形石”还是“花纹石”，都别具
风采，各有千秋。

在我所收藏的泰山奇石中，
多以泰山花纹石为主。泰山花纹
石多以青黑色为底色，石质坚
硬，纹理清晰。青黑底色衬托着
惹眼的白玉色花纹，可谓是“一
青二白，黑白分明”。特别是一些
花纹石中的“字体”花纹石，多以
书法狂草为主，字体苍劲有力，
挥洒自如柔中有刚，仿佛是出自
于哪位书法名家、艺术大师之手
的伟大杰作。还有的像外语字
母、拼音、数字、符号……让人拍
手叫绝，如醉如迷。

有些花纹石形成动、植物图
像和风景图案，更让人喜爱不
已。如“高山流水”、“熊猫戏竹”、

“河东狮吼”、“蛟龙出水”、“喜鹊
登枝”，惟妙惟肖，栩栩如生。还
有些意味深长，充满诗情画意的
泰山花纹奇石，更是气势不凡，
令人陶醉。如“飞流之下三千
尺”、“山重水复疑无路”，让人如
闻涛声，如溅水花。每见其石，总
是眼前一亮，古人诗句便脱口而
出地吟诵出来。让你触景生情，

浮想联翩。其画面则随石而生，
或大或小，大者数百千克，中者
数十千克，小者数千克，甚至仅
几百克或几十克重。

更有些泰山花纹石组成了
一幅幅颇具故事情节的图案，每
块泰山奇石上的花纹图案都是
一个动人的传奇故事。如：“太公
钓鱼”、“药王采药”、“仙人指
路”、“小猫钓鱼”、“八仙醉酒”、

“天女散花”、“嫦娥奔月”、“神童
拜师”、“木鱼唱歌”等等。

寻泰山奇石有苦也有乐，是
一个锻炼和考验自己意志的过
程。有时，忙活一个周末，累得腰
酸腿疼，浑身无力，连饭都不想
吃，却也是徒劳，难以寻到一块
可心的石头。当然，“踏破铁鞋无
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的意外
收获和惊喜也是有的。拣拾筛选
泰山奇石不仅要手勤腿勤，不怕
苦累，还要眼到心到，讲求悟性，
对每一块自认为有价值的奇石
都要仔细推敲，认真揣摩，不然
的话就会错失“宝贝”留遗憾。有
些石头也许从一个侧面上看没
什么出奇的地方，但若从另一个
角度上看，或是抛开正面看底
面，说不定就会大喜过望。这便
是“横看成岭侧成峰，眼前一亮
有惊喜”的奥妙所在。那种开心、
得意的心情真是妙不可言，惟有
自知。最乐趣无穷有意思的自然
是给泰山奇石取名子了，讲求审
石要审美，表白又含蓄，锦上添
花，画龙点睛，恰如其分，不能赞
一辞，为奇石取出名字来恰到好
处，心里痛快。

念活“石头经”，写好“石头
记”，演好“石头戏”，唱响“石头
歌”，谱好“石头曲”，作好“石头
文章”。只因为：有一个美丽的传
说，精美的石头会唱歌……

乐在“奇”中【休闲地】

□马洪利

五官俱全能唱歌的“木鱼石”。

【历下亭】

仰望星空
□鲁先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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