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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 令美食

12人，3年，无数快乐相聚时光。宁
波镇海区后大街社区天宝小区，流传着
一个动人佳话：12名平均年龄超过65周
岁的老邻居、老朋友抱团养老，热心自
治，把生活过成了潺潺流淌的快乐溪流。

日前，天宝小区“我们一家人”邻里
群 12人聚在一起庆祝两件事：建党百
年、建群 3年。在“带队大哥”林世强的
带领下，大管家方亚男阿姐领着其他人，
买蛋糕、洗水果、挂灯泡、铺桌布。

作为一群平均年龄超过 65周岁的
老邻居，他们互帮互助，把日子过出了不
少“花头经”。

81岁的林世强是一名老党员，是他
们中年龄最长的一位，年龄、资历、号召
力杠杠的。他讲述了“抱团养老”的由
来。

30多年前，林世强住在后大街社区
朱珏房。七十二家房客式的亲密邻里格
局，露天吃饭、并坐闲聊的快乐，让林世
强、朱建明等老邻居们亲如一家。上世
纪 90年代，朱珏房一带拆迁，建起了天
宝小区。老邻居们分到前后楼群，闲暇
时依旧习惯聚到楼下。

时光荏苒，林世强和老邻居们渐渐
上了年纪，一个接一个退休了，聚在一起
的时间更长了。林世强组建了一个微信
群，名为“天宝邻里群”。2018年 6月 19
日，林世强提议：我们组团养老吧。该群
正式更名“我们一家人”，人数基本固定
在12人左右。

别看这是一个“散装团”，该有的职
务一个不少：大总管、小区自治站副站
长、组织员、宣传员、花艺师、便民服务志

愿者等，当然还包含着广场舞达人、卡拉
OK霸主、民间健身操能人以及泥水、木
匠、电工、钳工、厨师、水管工等。

64岁的徐明芳被“架”到了花艺师的
位子上。1999年邻里群刚成立时，小区
里有块空地，居民堆放了一些杂物。邻
里群的人一商量，把空地拾掇成了小花
园。拌水泥浆、搭花架，你一盆我一盆把
家里的绿植搬过来。最后，大伙儿为体
现养老团邻里情谊，还凑钱买了两盆五
针松、罗汉松，由徐明芳日常细心养护。

69岁的朱建明非常感慨邻里群的
扎实友谊。2020年底，朱建明在家摔折
了脚，住院治疗。老邻居们组团到医院
看望，一起鼓励她。等她出院了，又到家
里嘘寒问暖。朱建明心里非常感激：“远
亲不如近邻，我可算体会到了。”

每年总有那么几个时节，想要去江
南。那份烟雨朦胧的柔情，年年想，年年挣
不脱。而所谓的“江南”又太多，都是小桥
流水，都是粉墙黛瓦。想着想着，有时也忘
记了，让自己朝思暮想的那一个江南，到底
是哪一个。

后来一座太湖南岸的小镇闯进视野。
越看越喜欢，越了解越喜欢。便渐渐确定，
梦中的那个江南，不在别处，就在那儿——
浙江·湖州·南浔。

就像有人说的那样：“我走过十几个江
南古镇，唯独在南浔时，才觉得自己真正地
走入了水乡的旧时风华。岁月荏苒，人们
有幸在湖州南浔这片山水间，觅得了梦里
江南。”

“湖州一个城，不及南浔半个镇。”南
浔地处杭嘉湖平原腹地，镇上有一浔溪
河；河之南处商贾云集，屋宇林立，故为

“南林”，各取首字为“南浔”。这个有着近
八百年历史的水乡古镇，曾是一座罕见的
巨富之镇。

明代时期，它就已“耕桑之富，甲于浙

右”。鼎盛时，更有“水市千家聚，商鱼舟结
邻”的美名。明人称：“烟火万家，舟航辐
辏，乃江浙雄镇。”所以后来，提到南浔，大
家最喜欢为它冠上的头衔是——江南雄
镇。

江南的富庶小镇不在少数，南浔却与
众不同。它的发达，是从丝开始。古书记
载：“看缫丝之人，南浔为善。”老南浔人说：

“南浔地旺，肥土生绿桑，清水缫上丝，丝生
钱，钱生镇。”

南浔的商人，在清末民初的战乱后，成
为具有家国情怀的儒雅“绅商”。

有人说：“如果想仔细认真地了解南浔
这个地方，一定要提前做好功课，至少也要
让客栈的老板给你讲一讲南浔当年的繁华
盛景，几大家族的沉浮和在中国近代的影
响，我们是找了客栈老板来介绍的，很详
细，听起来真是很神奇。”

走进一家宅院，你会看到墙上写着这
样的文字，那是老一代的南浔商人对后代
的教诲：“后代要读点书，这一条很重要。”

南浔的商人知道，想要做好生意，不仅

要有人脉，而且不能封闭自己，开眼看世
界。所以要多读书，这样家族事业才能源
源不断传承下去。

南浔，一座不一样的江南小镇。它一
直不在热门古镇名单中，没有乌镇盛名，没
有周庄喧闹；乍看这里碧水环绕，流水人
家，与传统江南水乡格局无异。若细看，却
处处是惊喜。

清末民初，富甲一方的南浔，开始出
现瑰丽的中西合璧建筑群。风流儒雅的
浔商们，开放包容，欣赏西方建筑之美，并
将其用于自家宅邸。于是，古典温润的小
镇，便多了一份精雕细琢的西洋韵味。今
日，这些瑰丽的建筑在古街古巷之中低调
伫立，却依旧能折射出昔日的富庶和辉
煌。

难怪有人说：“当你来到南浔，光是逛
这些历史名人们留下的美丽建筑，一日光
景便都不够。”

这里既富贵，又低调；既市井，又文
艺。小桥流水，巷陌纵横；豪门名宅，私家
园林。在温润的江南水乡浸润之下，历经

繁华与荣誉的南浔，如今归于宁静。但你
似乎能在空气中，看见流淌的往日繁华，听
见热闹的人声喧嚣。

游南浔，一天时间是不够的。
给自己预留两三天时间，把该吃的都

吃上一遍。风枵茶、熏豆茶、粉丝千张包、
状元楼双交面、绣花锦……一样都不要错
过。

待夜晚古镇灯光亮起，一张小桌，两三
把小椅，面对流水与老街，灯光点点，再点
上几样南浔特色小菜，小河虾、白水鱼、绣
花锦、芹菜香干、脆皮豆腐……

就这样边吃边聊，一不小心三五小时
就过去了。白日，买一瓶南浔桂花米露，尝
一块桔红糕，悠悠荡荡，信步而行。走着走
着，或许，遇见了一只猫，看见窗下的一朵
花，邂逅一家咖啡馆。

这里连小店也是诗情画意的，让人愿
意慢下来，感受时光凝滞的美好。

在南浔的日子，就这么在许多个不经
意间，撞入你心怀。

日后，能怀念很久，很久。

又是一年端午佳节，日前，浙江
三建吉鸿项目部食堂里一派欢声笑
语，项目部管理人员和建筑工人围坐
一起包粽子，共庆端午佳节。

一片片清香的粽叶，一粒粒晶莹
的糯米，在一双双巧手中转眼变成一
个灵巧诱人的粽子，甜口的放入红

枣、葡萄干，喜欢吃咸的把腌好的排
骨、咸蛋黄等馅料藏入胖乎乎的粽肚
中。

经过一下午的劳动，大家包好了
满满两大筐粽子，并将煮熟的粽子分
送到建筑工人手中，“粽子好香啊，糯
米有劲道，排骨酥烂入味，在工地也

能吃到手工包的粽子好暖心，有家的
味道”。

当天，由浙江三建步步争先宣讲
团的宣讲员李英为大家声情并茂地
讲了一堂党史课。项目部党员张赞
乐表示，能在项目部就可以听党课、
学党史，特别有意义。

小时候怕辣。吃饭时，如
是尝到菜里有一点辣，让舌头
一麻，就不敢再沾那菜第二
下。有时，见到菜园里火红的
辣椒，就会起鸡皮疙瘩。

结了婚，想不到妻子也不
喜吃辣。刚结婚那几年，妻子
炒菜从不用辣椒。一次，外地
客人来，面对满满的一桌菜，他
们似乎吃得并不爽快。

“有没有辣椒？”一个大大
咧咧的人走进了厨房。妻子忙
向邻居家借。借了好几家，才
借到。

但到现在，辣椒，不但在厨
房里有，庭院里也种上了。这
应是儿子的功劳。

可能外面的烧烤吃多了，
或者到朋友家尝惯了辣椒的美
味，儿子到了十几岁，居然喜欢
上了辣椒。

起初，我们抵触，竭力动员
儿子回心转意。但反对无效。
见家里没有辣椒，儿子会拿自
己的零用钱到超市里买一瓶辣
酱。吃饭时，用筷子撬一些到
饭菜里。让饭菜变得鲜红了，
他才吃得畅快淋漓。

后来，妻子屈服了。开始
尝试用辣椒炒菜。辣椒一倒入
油锅中，妻子就脸色通红，喷嚏
不断。浓烈辣味的余威还冲出
厨房，让我也不住地咳嗽、流
泪。渐渐地，我俩都适应了，习
惯了。

周末，儿子回来了。买菜
时，妻子总要光顾辣椒摊位。
挑选时不忘问一下老板是不是
最辣的。起先老板还以为她要
不辣的，就把辣的说成不辣
的。后来见她要走开的样子，
才知道她是要挑最辣的。

在厨房，她用辣椒炒带鱼、
炒红烧肉、炒空心菜、炒茄子，
简直无辣不成菜。

后来，为了炒菜方便，她从
菜市场买了辣椒苗，整理出几
个空花盆。让辣椒苗在空花盆
里生长。她天天照看它们，给
它们施肥、除草、松土。哪里阳
光好，就搬到哪里去。见到它
们开白色的花，长出一两个青
色小辣椒，就兴致冲冲地跑来
告诉我，让我去看一下。

一天，到炒菜时，见家里没
有辣椒了。她就吩咐我：“去庭
院看看，有五个红的朝天辣椒，
去摘下来，马上要用。”

我连忙跑到庭院。果然，
一株两个，一株三个。往上立
着，像童话世界里调皮的小红
帽，不再让人害怕。摘下后，忙
到厨房清洗一下，用刀切好。
感到手上火辣辣的。

妻子尝了一下最新鲜的辣
椒，就抓一小撮撒进锅里。几个
菜放在桌上，妻子看着儿子吃
饭，问一句：“辣不辣，好吃么？”

在得到儿子正面答复后，
妻子满意地笑了。接着，对儿
子说：“还是被卖菜秧的骗了！
他说这辣椒苗是天底下最辣
的，其实并不很辣。”

儿子笑着说：“已经够辣
了。原来妈妈比我还会吃辣！”

妻子似有所悟，笑了笑，走
进厨房拿开水去了。

至于我，原先视辣椒如毒
药的人，最终也被同化了。因
为我知道，再不学会吃辣，就只
能天天吃干饭了。

辣椒，这红红的烈性子，因
儿子的溺爱，竟在我家扎下根
来，成了最受宠爱的一员。

说到可以飙高颜值的时尚单品，发带发箍
必须有姓名，简单一搭，秒变小脸，秒显发量，可
以很仙女，也可以很酷帅。发带这么好，你为什
么还不戴？真相是发带真的很挑人啊。想必很
多妹子都有同感吧，被明星和达人种草的发带
买回家，分分钟被自己戴出了乡土气息……

Why？因为明星长得好看脸又小？并不
一定是，只要你会选会搭，戴发带依然可以美
成仙。

首先，发带要根据自己的脸型和发型来选
择发带。

窄发带/发箍：宽度偏窄的发带，属于最普
通好搭型的，适合圆脸和鹅蛋脸的女孩。这种
宽度的发箍会更多一些，有立体感，可以整体
修饰脸型，抬高颅顶，显得发量多。窄款的发
带或者发箍适合戴在发际线以上 1~2厘米处，
尤其是发箍有一定的厚度，会在视觉上抬高头
顶的头发，显得更加有层次和有立体感，增多
发量，也就凸显了小脸。

宽发带：适合长脸、瓜子脸，偏少发量的女
孩。宽发带相对窄款看似更加挑人一些，但其
实很多发型搭配宽发带才会有不一样的火
花。比如高马尾、丸子头，宽发带可以遮住大
脑门儿和上移的发际线，凸显发量，让整体造
型更显活力。蓬蓬感的宽发带比较甜美休闲，
秒变小公主。运动感的宽发带就非常酷帅，适
合短发，男女通吃。偏长的短发自然垂在发带
两侧，又美又飒。

丝巾发带/发箍：丝巾发带也是比较常见
的，各种印花图案甜美清新，打结的设计还可
以让发型更显立体，少女风必备。丝巾发带或
者发箍本身比较蓬松，戴在头上也没有紧贴
感，所以可以很自然地修饰脸型，比较适合脸
型偏方或者偏大的女生，也很适合卷发妹妹。

那么，戴发带有没有技巧呢？最重要的一
点就是要保持头发的蓬松状态，不要紧贴头
皮，如果发带比较紧，就想办法把头发垫高弄
蓬松。可以利用吹风机或者假发片，总是要让
发带后面的发丝蓬起来。另一个方法，如果头
发不够蓬，那就想办法把发带或者发箍垫高一
些，这样也会显得脸小。比如选择厚一些的发
箍。还有个小妙招，如果是单层发带的话，就
在发带下面垫一些纸巾，把发带增厚，也可以
让发型更有立体感。另一个戴发带的关键点
就是，一定要在发带下面留！出！头！发！

最后就是要注意发带的风格要与当天的穿
着相搭，赶快为自己选几款心仪的发带发箍吧！

民间有“天上斑鸠，地下泥
鳅”之说，而夏天正是吃泥鳅的
好季节。

我很喜欢吃泥鳅，这个嗜
好是缘于 40 年前招工进地质
队，在野外找矿勘探会战初期，
那个时候，生活条件十分艰苦，
工人们肚里很少油水，嘴是很
馋的。好在这个钻井队地处江
南地区，利用业余时间捉泥鳅，
一炖一大锅，大家围着锅大
快朵颐。也就是从那个时候
起，我喜欢上了吃泥鳅。

又到食鳅时，是因为泥鳅
肉质细嫩，味道鲜美，是一种高
蛋白、低脂肪的高档水产品，有

“水中人参”的美称。泥鳅所含
脂肪成分较低，胆固醇很少，且
含有一种可助人体抵抗血管衰
老的重要物质。既能壮阳利
尿、滋阴补肾，又能强身健体。
因此，老年人和高血压等心血
管疾病患者多食有益。

由于泥鳅的肚子中有许多
泥沙，而且滑不溜秋，许多人会
抱怨难以加工。其实只要掌握
到一些小诀窍便轻而易举。把
鲜活泥鳅放在清水里养几天，
滴入几滴炒菜的油，让其吐净
泥沙，然后放入沸水里烫一烫，
其身上的黏液便会自行脱落，
这样煮起来自然得心应手。野
生泥鳅到了夏天和初秋的时
候，肉质最为肥美。泥鳅的吃
法是多样的，各地有各地的吃
法，最常见的有：泥鳅汤，泥鳅
豆腐煲，酱泥鳅，鲜椒泥鳅，焦
炸泥鳅，豉姜泥鳅，泥鳅木耳竹

笋汤，木瓜煮泥鳅，等等。
一般做法是待锅里的油烧

熟后，把洗干净的泥鳅倒入锅
内，然后放姜蒜等，再放一些
水，大火烧开后，转成小火焖。
要注意一点，烧成大半熟后，才
能放醋、酱油、盐等作料，这样，
泥鳅的肉才会鲜嫩。若放盐早
了，吃起来肉硬邦邦的，感觉像
死泥鳅的味道。盛起前，再放
一些葱花，既好看，又有一股香
味。如果口味较重，也可以加
入朝天椒，味道偏辣一点，不会
有那种泥腥味。若是做汤，当
掀开锅盖，发出一股浓烈的香
味，锅里的水呈乳白色时，再把
鸡蛋搅拌倒入。装在大碗里，
鸡蛋的嫩黄配上泥鳅的金黄，
特好看，用手夹住泥鳅头部，用
筷子轻轻剥去外边的肉，最后
只剩泥鳅头和一根长长的主
刺。吃起来感觉水生生的，软
软的，又嫩又鲜，流过舌尖的是
诱人的清香。

泥鳅钻豆腐是一道特色美
食，烧制方法是先把小泥鳅放
在缸里或坛子里，倒清水并放
少量的食盐，喂养一夜，等泥鳅
吐尽肚子里的泥沙和其他杂
质，再用清水冲洗，并将鲜活的
泥鳅倒入嫩白豆腐内，让它们
乱钻，等把豆腐钻出若干小眼，
再下油锅炖煮，并加上花椒、葱
花、味精、生姜末、酱油等作
料。然后再经小火并加入多种
调配作料烹成。这道菜营养特
别丰富，汤清见底，十分美观，
鲜嫩可口，堪称一绝。1

春光明媚，秋高气爽，冬日宁静，夏天
喧闹。夏季一到，气温渐高，昼长夜短，万
物活跃，一切的生灵都禁不住要展现体内
的能量，宣示自己的存在，享受自然的给
予。

一天的开始起于鸟的鸣叫，人们听着
鸟声看着表，打着哈欠起床。然后入耳的
是车水马龙、市井喧嚣，一天的活动开始
了。为这一天伴奏的是蝉，一棵棵树上万
蝉齐鸣，发出的声音如同一曲大合唱，它响
遍每一个有树的地方，并且要叫上整整一
个夏季。夏日所有的声音中，蝉鸣是主
角。除了蝉鸣、车声、人声，还有空调和电
风扇的旋转声，从紧闭或打开的窗子传出

来，告诉人们这是炎热的天气。
夏天的傍晚大约是一年中最热闹的时

候。人们睡不着，又不习惯在屋里待，于是
到外面逛街、赶夜市、喝啤酒、吃冷饮，有商
业头脑的人趁这机会兜售一些小商品，于
是又有了叫卖声和讨价还价的声音。夏夜
里的霓虹灯最美，五光十色，样式可爱，引
人驻足。

不爱逛街的人坐在家附近的广场上或
池塘边，孩子在奔跑嬉闹，或穿着荧光鞋溜
旱冰，大人在聊天，看星星、月亮、周边的景
色。池塘里的青蛙、蝼蛄、蟾蜍等不放过表
现的机会，也会叫成一片，似乎在说这是它
们的领地。而树丛中、草地上，萤火虫和各

种昆虫在飞舞。蚊子自然要抓住这大快朵
颐的良机，这也引得人们不断拍打，既是驱
逐，也是威慑，更想消灭。手拿香烟的人并
不能幸免被蚊子叮咬，忽明忽灭的烟头只
会给萤火虫造成误会——这是哪来的变异
了的同胞？

邻里之间平时没有过多交流，炎热的
天气倒提供了机会，但也会为某些观点争
得面红耳赤，健康养生、延迟退休、南海问
题、反腐倡廉、大雨看海、市政建设，等等，
各抒己见、求同存异。小区外的大排档则
在高叫着“再来两瓶冰镇啤酒，加些冰
块”。

遥远的乡村，蛙鸣虫唱此起彼伏，犹如

一场田园交响乐。劳累一天的大人们一边
乘凉一边歇息，盘算着明天的事儿。孩子
们的心则早已飞到了明天的麦田，那里的
蝈蝈声更诱人，他们要把这可爱的小家伙
捉来吊在窗前，天天听它歌唱。

晴空万里，这样的成语在夏天并不受
欢迎。热极了，人们会渴望来一场雨，相信
这也是许多小生命的共同心愿。于是，雷
声从天际传来，与街头的车声遥相呼应。
一阵风刮过，人们感受到了风中的丝丝水
意，高兴地叫着，“要下雨了！”天听到这句
话，索性让雷声响得更大，随即，哗哗大雨
倾盆而下，于是，暑气顿减，整个世界只剩
了雨声。

等一个人 陪我去南浔
○环球旅行

一片喧嚣是长夏
○刘新宁

发带这么美
为什么

你戴起来显土
○顾欣怡

12人抱团养老亲如一家

回馈邻里热心热肠

端午粽飘香 佳节氛围浓

○陈金莲

辣椒里的爱
○朱耀照

夏食泥鳅胜人参
○郁建民

时 尚穿搭

○马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