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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昔一别石滩边，
白云挥手几经年。
梦里岁月人易老，
城中灯火照无眠。

款 待

城里灯火迷望眼，
乡间风光净绝尘。
休辞乡亲频劝酒，
聚后难见远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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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时更迭一阴生，斗柄南移白昼盈。
大野云横流电掣，高天雨霁断虹擎。
黄皮丹荔香飘近，日透阴浓花淡明。
佳节故人邀共饮，苔痕细履入柴荆。
今年的夏天有点特别，也许是雨多

的原因，整个季节已过半，天气还不是
很热。这样的夏天，刚烈不足，温婉有
余，简直不像是北回归线以南地区应有
的样子。不过，随着夏至的到来，这些
恐怕就得另说了。

中国传统文化讲究天人合一，阴阳
交泰。夏至之天，是一年中白昼最长的
一日，古人认为这是阳气发展到极盛所
致。物极必反，阳极阴生。《国语》说：

“阳至而阴，阴至而阳”，从这天起，阴气
开始生长、发展，直到冬至阴极阳生。
如是循环。古人还发明了一套观星的
方法，将天上的星象变化与地上的物候
变迁关联起来。以北斗星为参照，就有

“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
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
天下皆冬”的说法。其实，稍微了解天
文学的人都知道，这只不过是地球公转
引起观察位置发生变化的结果。

之所以说盛夏是刚猛的，除了日

照，还有暴雨。站在廉州平原上，明明
还是艳阳高照，突然一阵风起，无数墨
黑色的乌云从南边的海上飞来，筑成一
堵“墙”，横压在原野上。倾盆大雨接踵
而来，天空中电闪雷鸣，一道道流电从
云墙中疾驰而下，一声声炸雷震耳欲
聋，整个江山大地仿佛在经历着一次淬
炼。可没过多久，暴雨戛然而止，所有
的乌云都一扫而空，太阳再次成为天空
的主宰，如果不是那道挂在空中的彩
虹，还有地上的积水，很难看出刚刚下
过一场雨。

盛夏也是水果飘香的时节，尤其是
黄皮与荔枝。北海人有夏至吃荔枝的
习俗。夏至前后，正是荔枝大量上市的
时节。如果有兴致在挂满硕果的林翳
中走走，还时不时会遇到几缕阳光，穿
透浓厚的绿阴，而周围那些不知名的野
花，也因此变得淡雅明丽起来。

夏至古时称“夏节”“夏至节”，是
中国民间重要的节日。北海人一直
都有过夏至的习惯。夏至这天，亲朋
好友相互邀请，欢聚一堂，其乐融融，
很是热闹。

夏 至
严广云

从北海去沙田，不远，自驾车也就个把小时路程。
是日，恰逢小孙女幼儿园临时放假，在家得陪着，

外出也是疯玩，与老婆大人商量，决定去沙田，体验一
把挖沙虫。小孙女一听有这好事，高兴得两只小手拍
拍拍。

我们的到来，得到战友冯建和夫妇的热情接待。
我和建和同年入伍，同在一个团，他在四连，我在七
连，驻地远隔几座山头，平时交往不多。当兵的第四
个年头吧，建和作为提干选拔对象，组织上考虑到我
是政治处干部，又是当地人便于联系，即派我和另一
位同事前来外调。那一次，我第一次到沙田，到了建
和家。其父是一位高大如铁塔般的老渔民，我至今不
忘他那双踩在“三耳拖”（一种南方特有的拖鞋）上的
大脚，特别是裸露的大脚趾，因长年在船上与风浪搏
斗，发达到野蛮程度，硕大无朋，令人敬畏。

外调报告由我执笔，都是实话实说，没什么问
题。但终因一件事情他错过提干机会，我与建和却由
此结下不解之缘。

在沙田街巷闲转，自有一番旧貌变新颜的感慨，
沙田变了，长高长大了，也更美了。笔直的马路、高大
的楼房、整洁的街道、繁忙的渔港，既保留了浓厚的渔
村风貌，也已然市井有范，以渔业为特色的滨海小镇
初具规模。海边有个颇具规模的疍家风情园，有民
宿，有餐饮，组有疍家舞剧队、女子舞狮队，时不时闹
腾起来，锣鼓喧天，歌舞升平，欢声笑语，一派祥和。

建和引导我们，边走边说，指指点点，眉宇间自有一
种作为沙田人的自豪与自信。可能是少了海上作业的
风吹浪打日晒雨淋，长相远不及其父高大威猛。其当年
复员回乡，即分配在渔政部门工作，现已退休多年了，还
是那样的精神抖擞，快步如风。有他们夫妇陪同，也就
有了一路的欢声笑语，脚下的步伐也愈加轻快起来。

我们此行的首选是挖沙虫。在街上逛到“合水”
时节，便兴高采烈乘船上岛。船不大，备有小板凳和

救生圈，应该是专门用于岛陆之间的交通船。建和与
船工很熟，看我们来了，连招呼都不用打，一抬腿就上
船。同船还有几位沙虫婆，大都五十开外，有斗笠、披
风，还有一锄一桶，极其简单原始，清一色的统标统
配；衣着简朴，一脸风霜，却也轻松自如呱嗒多语，不
大像去谋生劳作，倒像是结伴赴约。小船在水面突突
突开着，多少有些晃动摇摆，小孙女第一次乘坐，也不
胆怯惊慌，紧挨我稳稳而坐，是她心里在编织着上岛
后的故事而忘了眼前风景吧。

虽是一海相隔，也只数里之遥，不到半小时我们
就顺利登岛。

小岛很神奇，当地人称之为“殿洲沙”或者“殿洲
墩”。涨潮时被海水淹没，茫茫无际，与其他海域无
二，而退潮之后，则是一片隆起的沙滩，与小镇陆地隔
海相望。也正如此，得天独厚。因为有海相隔，可免
遭污染，又因周而复始的潮涨潮落，得大海滋润涵养
修复抚慰，沙滩还是那个沙滩，物产还是原来的物产，
源源不绝，取之不竭，尤以沙虫最为著名。区区一岛，
滋养了世世代代的沙田人。

上得岛来，极目四野，纵情天涯，水连天，天接水，海
天一色海风习习，渔帆点点波澜不惊，令人神清气爽，心
旷神怡，心里一声感叹：真好去处！小孙女更是童心毕
现，兴奋得满海滩疯跑，也不管东西南北沙浪水洼，见小
洞就挖，见贝壳就拣，兴之所至，忘乎所以，乐而不疲。

我早就想一试身手，天连大海银锄落，也挖出一
根半截白胖白胖的沙虫来。但不好轻易出手，好歹
要有点白发老汉的老成与矜持，只好装模作样东张
西望，实则悄悄跟在沙虫婆后面，耐心观察，偷师学
艺。在我看来，也就这么几个招数：认准洞穴、果断
下锄、精准出手、拦腰取物。沙虫会有一个藏身之
洞，洞口有水，有人到来时沙虫受到惊吓，洞口的水
会随沙虫的伸缩而涌动，即可判定洞中有物。这时，
要对准洞口果断下锄，顺着洞穴往下刨，三锄两锄刨

到一定深处，这时会有水从洞中一下猛涌，说明已经
到了沙虫的藏身之处，就要精准出手了。出手要顺
着洞穴纵深方向，拦腰猛插，有如探囊取物，手到擒
来。看那沙虫婆，轻轻松松这么几下，挖几锄逮一
条，锄起锄落美味到手。

话是这样说，经验好总结，但实干不易。很多事
情都是这样，看似明明白白，干起来却糊里糊涂。我
腆着脸，虚情假意向沙虫婆讨教几句，便拿过她的锄
头大干起来。不到三五步，找到一个洞口，觉得洞藏
有货挥锄便挖，三下两下七上八下，见到水眼了，有水
涌动了，我激动不已，快速出手拦腰猛插，但徒而无
功。这家伙通体肉质绵软，无手无脚，无嘴无鳞，甚至
无头无尾，却有出神入化的伸缩之功，在你触手可及
之处逃之夭夭。我双手一摊一脸惘然，老伴冷眼旁观
一脸坏笑，就差没有拍手跺脚翩翩起舞了。小孙女倒
是严肃认真积极参与，在一旁手忙脚乱唧唧喳喳，一
身沙渍，满脸水花，不时伸出小手扒拉几下。

再看那沙虫婆，一顶斗笠一个筐，有锄在手不慌
忙，不时一个华丽转身，果断下锄，或快或慢或深或
浅，嚓嚓嚓连挖带刨，看到水眼了，她也不吭一声，用
中指朝水眼拦腰一抠，一条粉嘟嘟嫩乎乎的沙虫就到
她手上了，拿起来在我们眼前连晃几下，洋洋得意向
我们炫耀她的胜利果实。同样是挥锄挖沙，人家方
向、力度、深浅皆学问，心灵手巧，慧眼识虫，该出手时
就出手，不服还真不行。

我堆起笑脸，假装谦虚，再次从沙虫婆手中要过
锄头，重整旗鼓，挥锄再战。经过深刻反思，我觉得失
手的原因应该是最后的拦截功夫不行，做不到稳准
狠，让沙虫瞬间遁之无形。但我还是我行我素，找到
水眼就挥锄，心里想，就如村民刨土豆，没有技巧有死
力，总会刨得出来吧。挖着刨着，水眼找到了，再连挥
几锄，沙虫也挖着了，只可惜一锄两段，坏了，不能食
用了。这小家伙，虫体像儿童嫩嫩的小手指，肉质而
粉润，结构极其简单，仅腔肠而已，洗去肠内沙粒便全
是美味。而一旦弄破沙肠，沙粒渗进肉里，就难以清
洗而不可入口了。

拣起两截沙虫，摆在掌心半天舍不得丢，半是懊恼
半兴奋，不管怎么说，也算终于挖到了！好心的沙虫婆
看不过去了，接过锄头，又一个华丽转身，扬长而去，我
傻傻站在那里，连声谢谢都忘了说。望着她远去的背
影，我心里嘀咕：这几百亩沙滩，凭什么就你能满载而
归？我们易地再挖定有所获。领着小孙女，大步往前
走，屡败屡战，不亦乐乎。

公元前七世纪，先人用土圭侧影
法，确立了夏至，是古代的重要节日，
被称为“夏节”“夏至节”。古人在这一
天，都会做些什么、想些什么？透过古
人遗留的诗词可获知一二，并切身感
受古人和我们一样的悲欢喜乐及不一
样的人间烟火。

范成大在夏至这天吟道：“李核垂
腰祝饐，粽丝系臂扶羸。节物竞随乡
俗，老翁闲伴儿嬉。”范成大老家所在
的苏州，宋代过夏至时，有“李核垂腰”

“粽丝系臂”等习俗，前者是为祈祷粮
食等作物丰收，而后者有驱邪、保健康
之意。

杨万里在《夏至后初暑登连天观》
里写道：“登台长早下台迟，移遍胡床
无处移。不是清凉罢挥扇，自缘手倦
歇些时。”大热天的，带着一帮文友，到
隐匿在深山的连天观里谈经论道、品
茶消暑，还不忘随身附带消暑用的折
扇，和可坐可躺的折椅——“胡床”。
不得不说，这位“诚斋先生”是个会享
受生活的人。

苏辙的《夏至后得雨》：“天惟不穷
人，旱甚雨辄至。麦乾春泽匝，禾槁夏
雷坠……”说的是老天不会让人永远
贫穷，干旱久了，雨就来了，麦子干了，
春雨就下下来了。我是无用之人，无

力躬耕，却还享受着收获，实在惭愧。
唐代诗人白居易的《和梦得夏至

忆苏州呈卢宾客》云：“忆在苏州日，
常谙夏至筵。粽香筒竹嫩，炙脆子鹅
鲜……”诗人晚年住在洛阳，回忆起
在苏州做刺史时的夏至美食，依然念
念不忘。

唐代诗人权德舆的《夏至日作》：
“璿枢无停运，四序相错行。寄言赫曦
景，今日一阴生。”北斗星夜夜不停地
运行着，四季在有序交替着。虽然夏
阳如火，但阳气旺盛到极致，阴气就开
始生发。这位在朝为官的诗人，也为
夏至节气抒发了自己的情感。

宋代“苏门四学士”之一的张耒有
诗《夏至》：“长养功已极，大运忽云迁。
人间漫未知，微阴生九原。杀生忽更
柄，寒暑将成年。崔巍干云树，安得保
芳鲜。几微物所忽，渐进理必然。韪哉
观化子，默坐付忘言。”道出了夏至时节
的养生真谛。

在这些古诗词中，我最喜欢刘禹锡
的《竹枝词》：“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
江上踏歌声。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
无晴却有晴。”此诗以黄梅时节晴雨不
定天气来造成双关，以“晴”寓“情”，具
有含蓄的美。最后两句一直为后世人
们所喜爱和引用。

感受不一样的人间烟火感受不一样的人间烟火
杨金坤

夏至，表示炎热的夏天到来了。
夏至的“三候”为：一候鹿角解；二候
蝉始鸣；三候半夏生。鹿的角朝前
生，属阳，这时阴气生发因而鹿角脱
落；五天之后，雄性知了鸣叫；再过五
天，喜阴的中药草半夏开始生发。此
时，“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
红”的景致随处可见。林木婆娑，燕语
莺声，江淮一带进入梅雨季节。“夏至
雨点值千金”，农作物生长旺盛。美国
作家约翰·巴勒斯在《自然之门》中说：

“三月，自然之门只是微微轻启；四月，
门开得稍大了些；五月，窗户也打开
了；六月，干脆连墙都彻底推倒，亲和
的气流正在四下里自由游弋。”但夏至
的气温还没有达到制高点，之后的二
三十天才是最热的时候。

这一天，夏至时值麦收，作为节
日已纳入古代的祭神礼典，有庆祝丰
收、祭祀祖先以祈求消灾丰年的意
思。“吃过夏至面，一天短一线”，这一
天要吃面，不论是宽面还是窄面，不
论是热面还是凉面，各地根据不同的
习俗和口味，把面吃个碗底朝天，才
是硬道理。此时，酸梅汤、绿豆汤也
成为餐饮的主角，必不可少。

夏至是二十四节气中最早被确
定的节气。从天文学的角度来说，夏
至是太阳的转折点。这天过后，阳光
直射点开始从北回归线“回头”向南
移动，我国所处的北半球阳光照射最

多，且达到极限——白天最长，夜晚
最短。最北端的漠河昼长最长，有
17 小时；最南边的曾母暗沙昼长最
短，有 12 小时；北京的昼长可达 15
小时。在北回归线上的地区将出现

“立竿见影”的景象。在阳光下，人们
看到自己的影子是一年中最短的。在
我国，有五个北回归线标志点：广东的
汕头、从化、封开，广西的桂平，云南的
墨江，都设有“窥阳孔”。同时，夜空的
星象逐渐变成夏季星空——从东北地
平线向南方地平线延伸的光带——银
河，极为壮美、迷人。天气晴好时，在
没有灯光的郊外，可以清晰地看到神
奇的夏季星空。

在美丽的夏夜，尝试着关掉电
视、放下手机，细细体会神秘的银河
系里闪亮的星星，感受蝙蝠和萤火虫
的飞行，闻一闻茉莉的清馨，听听小
伙伴的笑声……诗人顾城说：“草在
结它的种子，风在摇它的叶子。我们
站着，不说话，就十分美好。”是的，就
是如此美妙的感觉。

这一天，我们读“江南可采莲，莲
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读波兰诗人
米沃什的诗“这是河畔的草地，葱郁，
在干草收割前，/一个六月阳光里的
美好日子。/我搜寻着它，找到了它，
认出了它。”

那些关于夏至未至的故事，在风
中到处流传……

夏 已 至夏 已 至
飒 飒

地方文史工作者在研究苏轼与廉州
士人的交往时，容易对一个问题感到困
惑：张左藏是谁，左藏既是中央官职，何
以他会来廉州任太守？其实，只要高中历
史知识扎实，便不会对左藏任廉守一事产
生不解。

宋代的官制和明代最大的不同就是
“冗官”，宋代官员的职务和他实际负

责的工作常是脱节的。中央官员中，
以中书令为例，名义上是中书省的
首长，实际上只是一个高级官衔，
他只能享受这个荣誉，不能去中
书省行使他的职权。中书省的
实际首长常为尚书省右仆射，
这是尚书省的副首长，他先兼
任中书省副首长，再代理中
书省首长的职权，史书对他
工作的记载为“尚书右仆射
兼中书侍郎判省事”。这套
运作体系非常复杂，是宋代为
加强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做
法，利于皇帝直接控制用人大
权。而在地方行政制度中，宋代

统治者过度吸取唐代
中 后 期 藩 镇 割 据 的 教

训，普遍不设正式长官，
所有地方行政长官都是临

时性的。以州为例，赴任的官

员称为“知州事”或“判某州”，表明他们的
本职都在中央，只是暂时兼任或代理地方
行政事务。这样来看，左藏出任廉守，不足
为奇。

张左藏的真实姓名是什么呢？史书并
无言明。不过，通过“鼎秀古籍数据库”检
索宋代历史文献以及元人修撰的《宋史》，
似乎宋代以左藏身份权知廉州的仅有一
人。宋代史学家刘攽写有《左藏库副使纯
昱可权知廉州》，此文首次收录于南宋吕
祖谦的《皇朝文鉴》，崇祯《廉州府志》也有
收录。刘攽是《资治通鉴》的副主编，正是
苏轼的同代人。由此看来，“纯昱”便是这
位知州的名字，“张左藏”应为“张纯昱”。

上面这个问题同时警示我们：欲研究
“小历史”须知晓“大历史”，古人行文常有
托古之词，需要甄别。宋代正式的地方行
政制度中是没有“郡”的，既然没有郡也就
无所谓“太守”，这是史学界的共识。不能
因为看到某本宋代以后古籍有“合浦郡”
或“廉州太守”一类的说法，就认为历史教
科书的内容滞后，而自己站在了学术前
沿，搞出“廉州合浦郡”这一类提法。

张左藏是谁张左藏是谁
刘显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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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 事海故

沙田半日亦风流
廖德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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