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酿酒师
行当

□王新波

这几年村里开始流行自酿土烧酒。
自酿的烧酒比瓶装酒口感毫不逊色，甚至更

胜一筹。更重要的是自家购买糯谷、高粱、小麦、
大麦和荞麦，用纯粮酿造安全放心看得见，更何况
价格比购买的瓶装酒实惠多了。

当然，请个专业的酿酒师是最重要的。
我家第一次酿酒，特地让邻家老伯推荐了他

家多年酿酒筛选出来最好的酿酒师。我们准备好
了需要酿酒的食材，满满地堆在屋后的库房里，唯
独缺100斤糯谷没有购买到。倒不是粮站没有糯
谷卖，只是品质没有入当家人的法眼。问邻家老
伯，老伯给了酿酒师的电话说，你问下伊，哪里能
买到品质上乘的糯谷。

酿酒师住在几十公里远的镇上，他说着浓重
的方言说村里有户种稻谷的人家，价格可能会比
市场略贵，老公说有的话你帮忙买下就可以。不
一会，酿酒师到了那户人家打来电话，非要老公和
卖家自己谈妥价格，不然买比市场价格贵5毛钱一
斤的谷子，他不想让人误会他赚取差价。相差50
元钱酿酒师还这么较真，我们感叹酿酒师这个人
办事认真靠谱。

到了煮酒酿的日子，酿酒师前晚说好早7点能
到我家，想着等他到了，我们准备好垒柴和必要的
工具让邻家老伯帮我们照看一下还可以去上班。
但酿酒师快8点了还没来，电话也联系不上，我只
能向公司请假1小时继续等。9点都到了还不见
人影，只能改请假半天。到了10点半老伯都失去
耐心开始爆粗口骂人了，酿酒师才来了电话，说是
昨晚酒喝多了，睡过头才醒来，马上出发过来。

老伯叹气道：“这个人啊，酒是烧得不错，但人
识别汰班，讲话做事不劳靠，真是要被气死了。”

十一点，酿酒师到的时候，我午饭也准备好
了。我说先吃饭吧，下午再烧不迟。酿酒师说已
经耽误时间，一定得先把炉灶架起来生火开始煮
第一锅再吃饭。我想酿酒师虽然迟到但还是很负
责任的，于是我和老伯帮酿酒师把煮酒的工具从
车上搬下来，在库房门口摆放平整，搬柴生火接水
管，舀各种粮食入锅忙得不亦乐乎。

炉火烧得旺旺的，三个人打算吃饭。酿酒师
说想喝啤酒，我表示马上去买，酿酒师说既然去小
店那再买一包花生米。

店家送过来一箱啤酒，酿酒师也不用我准备
的酒杯，就着瓶口咕咚咕咚一口气吞了半瓶，顺手
撮了几粒花生米入口。我说吃点菜吧，酿酒师说
也不需要准备这么多菜，有花生米就好。老伯示
意我先去库房添加柴火，并对酿酒师说：“中午酒
么少喝点，早点吃好饭去烧酒，她下午还要去上班
的。”酿酒师举着酒瓶喝完第三瓶啤酒，皱下眉头
撇着嘴巴咽下后，应声道：“晓得咯！”

老伯摇头叹气盛第一锅酒酿起锅，又加好第
二锅粮食，也快到了我下午上班的时间，酿酒师还
在喝啤酒。桌上的菜没怎么动，就是花生米浅了
一半。我不好意思催，老伯看出我心急火燎的样
子，对我说：“你上班去好了，酒我会照看的，伊再
一个钟头也不会收场，这个人就是嘎，喝起酒来没
时光，你等不得咯。”

下班的时候，酒酿刚好全部出锅，晾在库房里
拌白药（酒曲）。酿酒师认真地将白药均匀地撒在
酒酿上，稍微遗漏一点就马上回过去补上。来来
回回检查好多次，确认每一寸酒酿都洒遍白药了，
才和老伯在酒酿上覆盖编织袋，细心程度不亚于
给初生的宝宝盖被子。这个酿酒师，喝酒离谱做
酒还是靠谱的。

第二天酿酒师在村里的另一户人家烧酒，中
午过来看看酒酿是否发酵正常。他轻轻地掀开编
织袋，轻轻地按压酒酿检查发酵情况，确认符合他
理想的预期，脸上露出满意的笑容。他又轻轻地
盖上编织袋，嘱咐我们不要去看不要开库房门还
要闷上一天，他明天还会过来检查第一次发酵是
否完美完成。

第三天下班时，酒香透过库房的门缝在屋子
里四处弥漫，那种香气连我这种滴酒不沾的人也
陶醉其中。老公去请在别家烧酒的酿酒师过来看
看，酿酒师打开库房门闻着味就说：“我烧的酒你
放心好了，肯定好的，可以灌起来了。”于是我们很
开心地把酒酿盛到大缸里，覆盖好厚厚的塑料薄
膜，又在酿酒师的指导下扎紧缸口，等待漫长的二
次发酵，时间大概需要2个月，要等到可以烧酒刚
好在春节前一个月左右。

然而到了可以烧酒的时间，酿酒师却说很忙，
酿酒的时间一拖再拖。村里一起酿酒的几户人家
都着急了，总不能让几口大缸在库房里过年吧。

酿酒师是邻家老伯介绍的，不得已几户人家都去
找邻家老伯商量怎么办。老伯也真是生气了，说：

“这个死西，除了酒烧得好真没一样事体落位的，
晓得伊忙咯而东西，别人家要过年的啊，这种人，
没头脑！”

没头脑的酿酒师在大家的催促下终于在年前
一个星期来了，嬉皮笑脸地找各种借口敷衍迟来
的原因。架好烧酒的蒸馏锅，酿酒师马上换掉了
刚才吊儿郎当的面孔，虎势实足地往锅里添加酒
料，并指导我们如何添柴加火，不能大火也不能微
火，不然会影响酒的成色和出酒率。

柴火不急不徐地燃烧着，酒终于从蒸馏器的
壶口流出来，哗哗地流进下方的陶坛里。酿酒师
拿个小碗接了半碗，喝下一口咂咂嘴，笑意从他的
眼角眉梢荡漾开来：“东家，来，尝尝看，保证比买
来的烧酒好吃！”

我准备了一叠纸杯，围观的邻居都用纸杯接
一口尝鲜。在大家赞口不绝的叫好声中，酿酒师
哈哈大笑说：“热烧酒口感毛好，但烈性大后劲足，
不能多吃的，不然走路捺格翻倒都不晓得咯！”

吃晚饭时酿酒师依旧要求啤酒和花生米，又
和上次一样一瓶又一瓶地灌啤酒。老伯说：“夜里
么酒少吃丢，还有好几锅酒料要烧，做事么正儿八
经丢，覅酒杯端牢么烧酒咯事体掼落肚皮。”

酿酒师被说急了，拿起酒瓶端了花生米坐到
炉灶前：“我坐了灶门口看牢你总放心了吧，酒要
烧好，啤酒么也要吃好。”

老伯劝说：“哪里不许你吃，过会吃了醉醺醺，
万一把酒烧坏了，别家都是花钱买来的粮食，好几
个功夫等着你烧，都要过年了，大家开心才好。”

酿酒师脖子一梗大笑：“只有我酒吃到门了，
酿的酒才会好。你又不是不知道我脾气，我哪次
烧酒不是一边烧一边吃，咯叫酒魂灵有淘（我理解
为陪伴，淘伴，不知道是否是他本意），酿酒技术就
是吃酒，尝酒，不吃酒的人也烧勿好酒。酒烧到告
（结束）我吃到告，咯个酒么肯定烧了毛好咯，不然
我噶里来嘎大咯胆子吃落去嘛。”

大家善意大笑，大概只有技术过硬才可以放
肆到随自己的性子做事，可能这就是酿酒师敢于
耍大牌的原因吧。

落叶里的背影 蒋念文画

砍柴的樵夫
闲话

□周建标

出身山区农家，且是极度贫寒的农家，小时候
最重要的工作便是上山砍柴。一俟寒暑假，除了下
雨下雪天，砍柴几乎成了每天的日课，且早晚各一
担柴，立在门外墙上，晒到半干，便拖进屋内杂物
间，横着堆放，一帖复叠一帖。看着日渐隆高的柴
垛，我自豪地笑了，母亲也欣慰地笑了。对于农家
来说，柴是不可或缺的财富象征和精神安慰。

现代人自然不用上山了，谁家没个煤气灶、电
饭锅呢，况且年轻人吃不起那个苦，或者说丢不起
那个脸。只有上年纪的老一代人，还会偶然上山，
他们习惯吃用柴禾烧出来的米饭，说有那个特别亲
切的烟火味。

再过些年，当一代前辈老去，可能真的没人上
山砍柴了，樵夫这个词会不会成为需要注释的历史
名词呢？

说起来，历史上倒不乏出名的樵夫。
比如西汉的朱买臣。他年幼家贫，只好以打柴

为生。但他志向不在此。《汉书》说他“担束薪，行且
诵书”，你看他挑着柴担还手不释卷。可是，这一挑
一直到四十多岁，还是没什么改变，依旧每天打柴
读书。面相斯文却需使力负重，自然惹来众人的嘲

笑。其妻也觉得丢人，估计是绝望到顶了，提出在
当时可谓石破天惊的离婚请求。朱樵夫好脾气地
对妻子说：“我年五十当富贵，今已四十多了，你苦
了这么久，会报答你的。”这句话其妻可能听出耳茧
来了，最后还是毅然决然地劳燕纷飞。没几年，蜇
伏已久的朱樵夫在他人引荐下，被汉武帝委任为中
大夫。这是樵夫大逆袭的典范。大诗人李白有两
句名震世间的诗就是从朱樵夫这里引出的：“会稽
愚妇轻买臣，余亦辞家西入秦。仰天大笑出门去，
我辈岂是蓬蒿人。”买臣妻不知道，只要坚持不懈地
努力，柴蔀头上也会长出凤凰木的。

还有一个挺有意思的樵夫是烂柯山上的王质。
据说他有一次入山砍柴，看见几个童子在下棋，酷爱
围棋的他就凑过去看。黑白厮杀，不觉金乌西坠。
等到离开棋枰之时，才发现腰间斧柄已经朽烂。他
赶紧下山回家，谁知家中面目全非，一打听，已历时两
代，从此就有了“烂柯棋根”之说。他是一个有情趣的
人，为了围棋，连柴也不砍了，也顾不得家中还有等食
物的老母和年幼的弟弟，先观这局棋过过瘾，哪知山
中方一日，世上已千年。这颇有点玩物丧志的味道，
把自己的主业砍柴忘了。不过，这样的樵夫是可爱

的，没有他，世上哪有这样美好的传说？
最著名的可能算是高山流水的主角钟子期。

他虽是山中一介樵夫，可是天生具有超高的音乐天
赋，或者说对音乐尤其是古琴有着异乎寻常的敏
感。伯牙鼓琴，他连说“峨峨兮若泰山！”“洋洋兮若
江河！”就像是伯牙肚里的一根蛔虫，通晓伯牙的所
有意念。可天意妒人，钟子期不幸早逝，伯牙“乃破
琴绝弦，终身不复鼓”。给世人留下一段凄美而悲
壮的绝响。人生得一知己者足矣！这样的樵夫算
是隐身山林的高人。

砍柴于我当然已成历史。随着年龄爬升，不要
说砍柴，就连山都爬得极少了。可是时常还会想起
砍柴那会的光荣史。事实上，从孩提时代到参加工
作的头几年，我都不曾断过砍柴的经历。如今那些
熟悉的山道一定已柴蓬覆没，荒草缠径了。人，在
精力尚济、腿力尚健的时候，得上上山，登高望远，
心胸自然会旷达些，或者高吟《三国演义》的片头
曲，“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生活，还得洒脱点，
做点无用功，不能为了砍柴才上山。听听山里的鸟
叫，看看缭绕的云雾，嗅嗅草木的味儿，不正是生活
的别一种乐趣吗？

岛上的小树林

风景

□柴惠琴

天气晴好。午后，一逛就逛进了小树
林。

最近连续来，带了不同的朋友逛王洲岛
上的这个岛头公园。接下来要缓一缓，林子
安静，人太多不好。

春夏之交，华东魔芋进入了盛花期，它
外形独特的花枝，笔直地从泥土里钻出来，
之后，才是旁边伴生的叶子。边上，香樟树
和朴树高大，我听见好多鸟的叫声，找了好
一会，才看见一只灰褐色的，我不认识的鸟
儿，还有一个鸟的巢穴，很大，从枝叶间露出
来小半个。

苦笋还在生长，有的刚露头，有的已经
长得比人高。视线所及，竹子比以往所见少
了不少，稀稀拉拉的。去年并没有下大雪，
竹子看着少的原因便说不上来。所幸的是，
竹子生长快，只要不怎么动它们，等那些笋
长成竹子，很快就又是繁茂的样子了，就像
我小时候在王洲岛上人家的园子里看见的
挨挨挤挤的竹子。

每一次进来，我都不希望它有变化。
交叉的小道似乎又拓宽了半步的长度，

林间小道大的原来只有两条，好像也多了一
段。成片的紫金牛之间又被踩出来几条细
小的路，在它的枝叶间留下了痕迹。

这些年的寂静，随着每一个进来的人的
脚步和自行车的车辙，一些不可知的变化悄
悄在发生。

进来的人和小树林里的近百种植物在
同一个空间里，都要属于自己的舒适度。

人和植物，不能交流，但要是发生一进
一退的事，谁也不会是得益者。

边上洋沙村的村民一直称这里为洋柴
爿。岛上没有山林，柴火紧缺的当年，村里
人会来这里捡一些江水冲下来的木头、杂
物，也会斫一些苦竹做缸豆的架子。林子里
有一个牛棚的遗迹，我看见过耕牛被牵进来
觅食，也看见过梅雨时节被迫爬到树干和苦
竹上的毛螃鲚。

在林子里，体验极好。林间小路上铺着
枝叶和浮土，踩上去绵软，赤脚走也行。植
物繁盛的蜿蜒小道，哪个角度都好看。

岛上还有两处一直延伸到富春江里的
乱石砌成的栈道，听老人说建于明代，用来
防洪，也用来固定漂流的渔船。

如今，这里是钓鱼人喜欢的地方。
那个午后，走过去的时候，就坐着三位

钓鱼人，每人面前竖着一排钓鱼竿，听他们
说每次都能钓上来红鲤鱼，然后继续放生。
也听他们说起最近某人钓上来一条二十多
公斤重的大白鱼时的兴奋。

鱼多水好富春江。
听故事的时候，我们也坐下来，江风拂

面，我想爬到水边的枫杨树上，当一会儿停
歇的水鸟。

深夜里的
爱情歌谣

动物

□余毛毛

杜鹃鸟可能是春天最后回归的一种鸟，
它总是在四月底五月初的时候归来，这是我
五年来用心听杜鹃鸟声得来的结论。它们的
鸣叫期长达约一个月的样子，这一个月就像
是一个缓冲地带，让我们慢慢地退出春天，从
容地走向夏天。

我家住长江边，在北岸，江中间有两道长
长的沙洲。每年“五一”左右的时候，时间相
差顶多三天，它银亮、稳定、高亢、急促的声音
就从沙洲上响起。它发四声，给人以不同的
印象，有的人听它的叫声像“布谷布谷”，有的
像是“不如归去”，有的像是“麦黄草枯”，有的
居然听出了“光棍真苦”这样的意思来……而
我却真的没听出这些，那大抵是因了农活和
传说给人们的印象，人们往它的声音上各贴
各的标签。我听到的就是纯粹的鸟声，“国国
国国”。由于它昼伏夜起的特性，有好几年我
不知道杜鹃鸟长什么样，只闻其声而不知其
形。我业余时间喜欢拍鸟，然后把它们跟《中
国鸟类图鉴》上的鸟的图片相比对，有一天，
我发现我居然拍到过它，只是不知道是它而
已。它并不起眼，连头带尾，大概有一根筷子
那么长，披一声灰色的风衣，里面穿着像海魂
衫那样的黑白条纹内衣，这是它最显著的特
征。它是个实力派歌手，而不是偶像派的。

我对杜鹃鸟的感觉特别亲近，因为它在
沙洲上叫的时候，我感觉它就是对着我在
叫。一个人面对着你说话和背对着你说话，
给你的感觉是不一样的，鸟儿也是。如果你
感觉鸟儿对着你唱，你就会感到自己被重视，
感觉和鸟儿很知音，感觉它在对你诉说什么，
期望你能与它对话。这种感觉总是让我洋洋
得意，觉得杜鹃鸟儿真好，一鸟一人，它在黑
暗的沙洲上，而我坐在黑暗中的30层高楼的
自家露台上，它在那边唱，我在心里这边应
答。有时喝了点啤酒，甚至想呼应着这声音
跳起舞来，因为我感觉那叫声就像四枚漂亮
的银色的声音烟火，朝我射来，直射我心，在
我的心中，带着袅袅的余音余韵，缓缓熄灭；
然后又是四枚，再是四枚，没完没了。它能叫
整整一夜而不停息，到黎明它们才安静下
来。

我偶尔也感到奇怪，它怎么就不朝着江
南那边唱呢？这个问题我认为当然是得不到
答案的，却不料今年春天看本鸟书，没想到伟
大的李时珍为我准备好了答案，他说：“杜鹃
出蜀中，今南方亦有之，状如雀鹞，面色惨黑，
赤口有小冠。春暮即鸣，夜啼达旦，鸣必向
北，至夏尤盛，昼夜不止，其声哀切。”看到“鸣
必向北”，我苦笑了一下，原来这只是它的天
性，是我多情了，我幸而是住在江北了，如果
在江南，我只能听它背对着我唱了，那声音的
清晰度和我们的亲密度该是大打折扣了吧；
但说“其声哀切”我则不能同意，不错，它的声
音是焦灼，是急促，是执着，是长久，甚至有点
歇斯底里，但我真的没听出什么哀音，因为我
知道它的声音其实只是首漫长的爱情之歌，
因为它叫来叫去，到最后，总会有一只远方的
鸟儿与它呼应。

在深夜空旷的江面与江滩上，它们的声
音显得非常嘹亮，传播得非常远，我能在广大
的范围内听到它们的应答。到最后，我这边
一只的叫声会慢慢地移向远方的那只，直至
终于安息下来。那大抵是天要亮了，而我也
是在歌声中睡去又在歌声中醒来的那一刻。
那歌声是恳求的，是兴奋的，是纯情的，那是
首欢乐的爱情之歌，与传说无关，与农事无
关，也与人的打不打光棍苦不苦无关。这世
界也是它们的世界，它们就是在它们认为的
美好的时光里，美好的环境里大唱它们的爱
情歌谣，那是谁也无可阻抑的事。

我喜欢它们的歌声，四月在慢慢地过去，
我相信，那歌声会如约而至，如期响起。而
我，也可以享受因了它们的歌唱而带来的生
命的欢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