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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岁月里留痕的酒与碗
○胡根法

醉美老余杭
○金昌才
巍巍双塔，悠悠苕溪，赋予她钟灵毓秀的诱人魅力；
地杰人灵，资源丰富，赋予她发展创新的无限空间。踏
上这方热土，天地因此而广阔，事业因此而辉煌，人生因
此而多彩。这是一片充满生机的热土，这是一方充满希
望的沃土。她就是充满山水情韵，汇集天地人和的老余
杭。
余杭，因夏禹治水舍航登陆而得名，故有禹航之
称。为何称她老余杭，因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秦时置
县，隋时设郡，南宋为畿辅之地，是浙江省唯一的一座双
千年古镇。
穿过厚重的历史，老余杭如一颗璀璨的明珠，在平
原大地上焕发出耀眼的光芒。
战略要地，必为兵家所争；兴业沃土，必为商家所
谋。作为杭州未来科技城和青山湖科技城东西拱卫的
余杭街道，
注定就是一块商机无限的风水宝地。
这里自然资源条件优越，资源禀赋得天独厚。总面
积为 5 平方公里的凤凰、沈家、金星、义桥四大工业园
区，功能配套、设施齐全，国内重量级的之江实验室、菜
鸟网络总部相继落户，加上中国（杭州）人工智能小镇的
崛起，成了杭州城西科创大走廊上一个
“引爆点”。
在南苕溪和南渠河间，有一条长长的直街，观音弄、
白家弄、弯弄、孙家弄、混堂弄、邹府弄等七十二条半弄
堂，与直街相依相偎，见证着老余杭的风雨沧桑，藏匿着
古镇的家族盛衰、人物故事、俚俗风情。从直街的东头
到西头，从北边到南边，商铺林立，商品繁多。居住在此
的成千上万居民，踏着巷子里咚咚直响的青石板，度过
了一个又一个春秋，
繁衍了一代又一代子孙。
在直街，有一条古韵犹存的邹府弄，因邹氏府第于
此而得名。在这里，明初诞生了太子少保邹济、荣禄大
夫邹干，父子两代均为朝廷重臣，于国计民生功勋卓
著。相传邹尚书邹济告老还乡那天，备极正德皇帝恩
宠。有一次，正德皇帝办急事南下，完事后想起了邹尚
书，前去看望并留宴，用膳时不慎将一根胡须带了下
来。回朝后，一日国丈上殿奏本，说邹尚书在余杭私造
皇宫，有反国之心。正德皇帝一查，原来邹尚书遍邀精
工巧匠，在大运河畔按照宫殿的式样造了这所房子，将
正德皇帝那根“龙须”放在里面，天天焚香磕头，三呼万
岁。正德皇帝恍然大悟，一声长叹：
“此非私造的宫殿，
乃是寡人的留须阁也。”这座留须阁至今还在南渠街上，
只不过乡人有的把它叫作
“刘仙阁”。
通济桥北端，便是原县衙前的太炎路，在太炎路县
衙前，有一个为一代清官王确所建的“却金亭”。在澄清
巷，杨乃武祖居在巷口，巷对面的旧居闲屋租与葛小大
妻毕秀姑开豆腐店。而南渠河，流经仓前直通杭州、苏
州、上海。
在老街，还有盐运司井、庙井、香泉井、方井等众多
古井，及其他文物保护点。
2017 年，余杭街道开展了空前的老城区改造整治
工作，包括直街在内，涉及面积 6.4 平方公里。经过
这次整治，古邑街区旧貌一去不复返，换来的是一
片崭新的天地。
老余杭是名副其实的文化古邑，以其特殊的
地理位置和地质构造，形成了丰富多彩的地质景
观和目不暇接的生物生态。境内山水如画，钟灵
毓秀，景色宜人，美不胜收，众多自然景观和人文历
史景观交相辉映。大自然的神工巧匠，铸就了境内的
舟枕山、安乐山、狮子山、大禹谷、东苕溪、南苕溪、中苕
溪、南湖、北湖等一大批自然景观；勤劳憨厚的余杭人
民造就了京杭大运河、天地双塔、通济桥、安乐寺等人
文历史景观；杨乃武与小白菜、夏禹治水、南湖黑陶、
苎山问茶、邹干世居、太炎执教、熙春悬壶等诸多胜
迹更是彪炳青史。
俯瞰老余杭的 100 平方公里，宛如琴弦的道
路疏密有度，鳞次栉比的楼群错落有致，一处处
景点如明珠散落，一片片小区似锦上添花，一股
股人流川流不息，一道道车浪快而有序。走近
城中，浓烈的现代城市气息扑面而来，大禹
治水的城标，昭示着余杭大地厚重的历史
和与时俱进的雄心壮志！
令人陶醉的老余杭，
我爱你。

听奶奶说，爷爷特喜欢喝酒。奶
奶嘴扁又瘪，但从瘪嘴里吐出来的词
却珠圆玉润。奶奶说爷爷喝的
是单一的绍兴黄酒，偶尔也
喝点土烧酒。那时虽有“茅
台”酒，但爷爷奶奶见都没
见过。
爷爷喝酒用的碗是一
只 豁 了 个 口 ，碗 外 有 三 个
“巴锔子”的高脚黑釉粗瓷碗，补在碗身上
的三个“巴锔子”如唐装上的纽结。碗虽
难看，但上得了厅堂，下得了厨房。那时
覆在凉厨里的碗就是没学过算术的人都
数得灵清。爷爷喝酒用的碗虽沧桑感十
足，却丝毫不影响他喝酒的心情。奶奶常
说，只要有酒喝，爷爷是不会计较碗破线
条粗的。就这么只貌不惊人的碗，总在饭
桌上唱主角。两碗老酒下肚后，爷爷就用
这只碗盛饭吃，没酒碗饭碗之分，倒是没
酒喝了，
爷爷的脸上会显出一脸的落寞。
父亲也喜欢喝酒，他喝黄酒，也喝土
烧酒。上世纪八十年代，饭桌上出现了啤
酒。有了啤酒父亲也不喝，他说啤酒没酒
味。后来有了红酒，父亲又嫌红酒不熬味
不带劲。
黄酒、烧酒，父亲虽喜欢喝，但在那个
物资匮乏的年代，酒在我家饭桌上经常缺
席。这对父亲来说，是件难过的事。为了
弥补饭桌上酒缺席的次数，父亲会用自己
种的番薯酿酒。做法是将番薯刨成丝，太
阳下晒干后在柴灶上用蒸桶蒸，蒸熟后摊
凉，拌入酒曲，倒入大缸小缸中密封，任其

在缸內发酵，最后是漫长的等待。待到年
底，吊上二坛酒，父亲似得了宝贝一样开
心。后来粮食宽余了，就改用米酿酒。旧
时年底杀年猪、吊酒，是乡村一大景观。
父亲喝酒用的碗比爷爷用的碗体面
多了，那只豁口的碗早已不知去向，但碗
口稍有不正的、碗面长细小麻子的还是允
许“在岗”的。那时凉厨里的碗虽样子不
太好、五官不太正，但都是刻名字的。碗
底刻名字的目的，是为了碗借出去后不会
迷失回家的路。那时乡村办喜事邻居间
通常会借碗借盘来用。2000 年以后，那些
碗口不正的、碗面长麻子的碗，全都“下
岗”了，碗底也不再刻名字了。邻里间借
碗用的年代悄然结束。此时凉厨里碗、盘
的数量较以往翻了几番，而且鱼盘、冷盘、
菜盘、饭碗、汤碗等都各司其职。
2003 年，我家购买了一套欧式的高脚
玻璃杯，有点浪漫。父亲喝酒用惯了碗，
有了高脚玻璃杯也懒得用。父亲总说杯
子小，没碗来得爽快。父亲性情豪爽，若
识字，酒喝到兴致上，估计会吟诵苏轼的
“把酒问青天”
吧。
到了现在，酒的品种多如河面上雨后
的水泡，光白酒就多得让人眼花缭乱，茅
台、五粮液、洋河大曲、泰山特曲、泸州老
窖……红酒、啤酒也是品类繁多，国产的、
进口的，应有尽有。温饱问题解决后，酒
在饭桌上便不再缺席，至于喝酒是用碗还
是用杯，全凭各人喜好，但小酒怡情，大酒
伤身，为了健康及平安还是得管牢自己的
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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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年糕
○魏安煜
年糕，寓意年年高。打年糕是农历过
人就把粉团拨向石臼中央，有时还在手上
年前我们农村老家的一件大事。一个自
浸一下水抹一下木榔头。打的人与拨的
然村的数十户人家，家家户户都要打年
人要配合默契。几个人轮流着捶打，力气
糕。
大的多打几下，力气小的少打几下，一直
打年糕是一种多人参与的手工活，
打到粗糙的米粉团变成光滑结实的糕团
所以都是几户人家约好组合起来做
才罢。最后的工序是把糕团放到大门板
的。各户人家提前一天把米淘洗干
上，由两人站在门板对面，手握毛竹竿来
净，在糯米中加入四分之一左右的
回滚动，把糕团压成三、四厘米厚的平整
粳米，因为加入粳米能使年糕口感
块状，再用刀分割成条。
爽滑，不粘牙。当米粒有六、七成
石臼打米粉团来不及的时候，也可以
干时，就可以加工成粉。
把蒸熟的粉团直接倒在大门板上，由两人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我们农村
分站在门板两侧，面对面骑坐在毛竹竿
还没有把米碾磨成粉的机器设备。村
上。每人一手放在身前，一手放在身后，
民们只能到生产队的水碓房去舂米。组
握住毛竹竿，一起移动脚步，向同一方向
合一起打年糕的几户人家的婆婆妈妈们
转动手中的竹竿，有节奏地站起坐下来压
都去水碓房。大家围坐在水碓旁，每人手
打糕团。旁边一人用湿抹布在竹竿上来
里拿着一只筛粉的筛子，等水碓里的米被
回抹，以防糕粉粘在竹竿上。这样打的年
舂得变成粉末时，由一人手持一把加长柄
糕与在石臼里打的年糕一样光滑结实。
的锅铲，负责一锹一锹地把米粉末分送至
如遇年底刚结婚的人家打年糕，心灵
筛粉人的筛子里，经过不停地舂、铲、筛，
手巧的师傅一定会做一些标准的带有剪
直至把米全部加工成粉。
花边的年糕。主人家还会在每块年糕上点
打年糕需要几样工具：一只大石臼；
一些胭脂，
看起来非常漂亮，
因为在春节期
一把高约二尺、重约 20 斤的檀木大榔头；
间，新客人（新郎官）要到女方亲戚家去拜
两口木蒸桶，里面有个伞型架，伞架上垫
年，给每户人家送上一对年糕。那个年代
一层蒲草或纱布；还要一块杉木做的平整
副食品紧缺，
年糕通常用来替代麻酥糖包。
厚实的大门板，一根两只手刚好握得住的
打年糕时，还有一个不成文的习俗，
毛竹竿。
每户人家头一蒸桶年糕开打时，主人家会
打年糕有许多道工序。首先是出粉，
拿出早已准备好的古巴糖、赤砂糖或义乌
即在米粉中加入适量的水拌匀。出粉很
糖，热情地招呼大家尝尝鲜，俗称“吃糕
头”。糕头特别清香，蘸上糖后，吃起来味
重要，水加得少了做出来的年糕夹生粉，
道蛮好，
大伙一同分享着主人的喜悦。
不易煮熟；水加得多了，年糕太软不易成
型，模样不好看。其次是上蒸师傅把蒸桶
现如今，
现如今
，年糕都由机器专业生产了
年糕都由机器专业生产了，
，
手工操作打年糕的热闹场景离我们的生
放到烧开水的锅上，把米粉盛进蒸桶里
去蒸，并不时地加粉进去。蒸粉也是很
活越来越远了。
活越来越远了
。那些打年糕用的石臼
那些打年糕用的石臼、
、蒸
桶一类的工具已退出历史舞台，
桶一类的工具已退出历史舞台
，或许若干
有 讲 究 的 ，火 要 旺 ，时 间 要 掌 握 得 正
好 。 其 三 是 随 上 蒸 师 傅 一 声 吆 喝“ 来
年后，
年后
，它们能进博物馆成古董
它们能进博物馆成古董。
。所剩一首
摇啊摇，
，摇到外婆桥
摇到外婆桥，
，外婆请我吃年糕
外婆请我吃年糕，
，
啰”，一桶蒸熟的米粉就被倒进大石臼里， “ 摇啊摇
早已守候在旁的人们便忙碌开了，一人抡
糖蘸蘸，
糖蘸蘸
，多吃块
多吃块，
，盐蘸蘸
盐蘸蘸，
，少吃块
少吃块”
”的童谣
还在家乡民间流传……
起大榔头捶打，每捶一下，石臼边的另一

犹闻薄暮钟声
○葛鑫
“当当当——”山谷空旷，行走在江南山水间，透过
层层竹林，竟依稀听到或近或远的钟声，仿佛穿越了时
空。
“ 借问山阴远近，犹闻薄暮钟声。”眼眶倏地就湿润
了。
自幼跟随父母在校园中长大，生活的节律也随着校
园里“当—当—当——”的打点声进行。打点是旧时的
说法，也就是钟攥打响报时。那时的学校古朴而陈旧，
既没有电铃，也没有闹表，更没有报时音乐，有的只是一
口古老的大铜钟，或挂在门口，或悬于树上，或由粗绳牵
系，或由小槌顿敲，其声音自是不约而同的深邃庄严、神
秘悠远。
那时，学校敲钟也不叫敲钟，有自己一个非常独特
传神的名字——打点。打点上课，打点下课，打点上学，
打点放学……
“当当当”
的打点声一直陪伴我长大。
印象最深的当属六、七岁时在一所乡村完小听到的
“打点声”，那所名曰北寺的乡村完小据说曾是孔子知名
弟子林放的居住地，整个校园因此而透着一股言不尽的
神秘气息。
用于打点的大钟锈迹斑斑地挂在校门口的老槐树
上，老槐树足有我大半个人高，歪歪斜斜的，枝桠胡乱地
勾勒着天幕。大钟直对的是一排平房，像一段砍下的朽
木躺在院子里。从东到西，分布着从小学到初中十来个
班级。
负责学校敲钟打点的，是传达室的大伯。我很喜欢
趴在门前的矮墙上看大伯敲钟打点。
大伯打点看似随意，拿把小槌，当当几下，学生们就
从教室里蜂拥而出，追逐嬉闹；又当当几下，学生们又如
潮水退潮，回归教室。而操场犹如潮水退却后的沙滩，
散落着涨潮时裹挟上来的纸屑落叶。大伯就拿一把硕
大的扫帚，将之归拢收纳。待得扬起的尘埃落定，操场
里就是一色的土黄。
大伯有时会远远地冲我挥挥小槌，咧嘴笑笑，笑的
时候那嘴里的龅牙好像要砸到大钟上。我便迅速地将
小脑袋缩到矮墙后面。打点声再响起时，我就再探出脑
袋看看。
山野的清晨来得早，透过啾啾的鸟鸣，听到的是和
白天不一样的敲钟打点声：浑厚、悠远，像来自天外，又
似发自谷底。我问大伯为什么早晨的打点声特别响。
大伯拿出一把大锤，挥舞了两下，又拿出平素的小槌晃
了晃，说：家伙头不一样，声音当然不一样了。大伯还告
诉我，很多人家没有钟，敲得响一点，可以提醒行走在山
道的孩子，要加快脚步；还有一个，就是为乡亲们报时。
所以，学校的第一声打点声响起，山村也就开始了新的
一天。
点一打，我妈去上课，我就在校园里溜达，有时悄悄
地溜进教室，蹲在后面的桌子底下听会儿课，觉得无趣
了，再钻出来，去寻另外一间教室。点再一打，我便随着
蜂拥而出的学生跑到操场上，
随他们一起追逐打闹。
那段日子，我最喜欢听语文课。每次上课的打点声
一响，我便随那些语文老师溜进他们的课堂，从一年级
的小猫钓鱼到初中的林教头风雪山神庙，我就在一次次
打点声的陪伴中，在一个个教室间辗转挪移，熟悉一个
个故事。
不知何时起，那口锈迹斑驳的老钟不见了，换成了
一个硕大的铜铃铛，悬挂在一棵老柳树上，还垂下一根
绳子。大伯无师自通般轻轻晃动下绳子，铜铃声便响
起，缓慢、深远，似带着魔力般召唤着远近的人们。
再后来，随着父母工作调动，学校里陆续有了电铃，
那急促刺耳的铃声很难找到当年“当当当”老钟打点的
韵味，
“打点”的说法也渐渐被“打铃”所取代。
“小市钟声
断，高楼月色新。”直到现在，城市里的学校大多有自己
的钟楼报时音乐，打点的记忆便越走越远了。那日读到
孔子站在林放故里的洙河边感叹“逝者如斯夫，不舍昼
夜”，突然想起那些年“当当当”的打点声，一声又一声
的撞击，声声敲打着心灵，心心念念地唤醒着你去思
念那已回不去的故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