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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雨入江南，山水如墨
染，佳人驾一叶轻船，江风微
拂素罗衫。天空下起了淅淅沥
沥的小雨，迷蒙了耳目，人的
嗅觉被不断放大——

桂花开了，细雨搅动着空
气里淡淡的芳香，偶尔几滴雨
珠落在枝头，浸润了米粒大小
的花朵，这是江浙一带的桂
花。诗人宋之问言：“桂子月中
落”。原本清冷的桂花在江南
烟雨迷蒙中，洗去了几分孤
傲，三两株立于白墙黑瓦之
间，倒显得柔和。家门前的一
株桂花树，总是在初秋便早早
开花。有时下点小雨，洗去了
花叶间沾染的烟尘，只剩下浮
动的水汽，带着花香。小时候，
我总爱和伙伴一起攀着那缀
满金桂的树枝，使点力气摇
晃，花朵如下雨般纷纷扬扬落
下，我们便手忙脚乱地收集起
来。好似桂花一年四季都在盛
开，这是独属于我的回忆。

因为靠海，春夏交替之际
是漫长的雨季，人们将它称作

“入梅”。抛去阴雨连绵的湿热
不说，空气中似乎多了一层淡
淡的果香——杨梅上市了。当
酸甜的果汁轻轻跃过你的舌
尖，就好像有人伸手将幕布拉
开：浮瓜沉李的夏天就要到
了。透着凉气的果实盛在白瓷
盘里，明艳却不燥热。“盛夏白
瓷梅子汤，碰冰碰壁当啷响”，
在这里，杨梅，早已一跃成为
城市的名片。温婉又不失灵动
的佳人，轻拂红袖，打开夏日
的序章和无数果农的微笑。

雨水总是在不经意间又
回到这片天空，微风滑过指

尖，我推开一扇大门，沉重的
门面吱呀地响着，爬满了锈迹
的门环悄悄晃动，门框上高悬
着三个大字：天一阁。这是世
界上著名的私人藏书馆之一，
相传建于明嘉靖年间，有藏书
3万余卷。供游客参观的仅有
北院，我透过玻璃望向陈列的
书卷，上面的字迹依旧清晰可
辨，书卷气在这里氤氲了千
年。或许千年之前也有踌躇满
志的少年立身于此，品读书
卷、浸润墨香。书架旁、树荫
下、纸页间，皆是他们的足迹。
无数人的脚步汇聚，便是此刻
我的立身之处——宁波。

雨渐渐小了，眼前的山水
宛若丹青未干，古朴的水墨画
勾勒出这座城市的轮廓，她是
一位浸润在万千书籍中的佳
人，眉宇间依旧是自然的佳
人，以柳月为姿、以笔墨为骨。

但甬城的风韵远不止于
此。

江南的溪流顺着山川汇
聚，乘着风奔向东南，青黛的
山峰忽地变成了五颜六色的
集装箱，迎面的是咸咸的海
风。我站在宁波舟山港的港
口，望着来来往往的船只，这
里的一切都是那样的有条不
紊。跨过海平面，我看见林立
的楼房，华灯初上，将这座城
市点缀得掩映生姿。空气中夹
杂着美食的香气，我听见与我
擦肩而过的行人感慨：“宁波
这几年发展得真快啊！”

这位从江南山水中走出
来的佳人，正从容地走向崭新
的世界，包容山水和城市。跨
越千年，风韵依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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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始终觉得，“温”是个积极美好
的字眼，由它，可以遐想到温和、温
润，联系到温柔、温暖。仿佛初春的暖
阳、5月的柠檬草、母亲的柔软拥抱，
还有家。

家，意味着归属、放松、短暂的留
步、浅浅的拥抱，朴素而不平凡，火热
而动人心。或许这一感受，在我的家
——宁波，更能体会深刻。

宁波处于南方，有着温厚的历史
文化底蕴，我阅历尚浅，兴许无法尽
数体会宁波历史留下的那些古老而
神圣的吻痕的真正含义。但作为一个
扎根于这方厚土的宁波人，我想，

“温”大概是这座城所给予我最多且
最自然的。

宁波近海，那些大海深处的宝
藏，便乘着咸润潮湿的海风浸入了宁
波的骨血——温厚、柔软、坚韧、包
容，使得这方沃土上的人、景、食以及
种种一切，大都沾染了这些气息。

我记得那如小夜曲般优美动人
的东钱湖，宛如春之歌般清澈浪漫的
上林湖。它们皆以水这一最为包容温
润的事物为主题，却又使其有了情
态，有了诗意，造就了宁波的风韵、宁
波的美。

透着“温”的景也造就了温的饮
食文化。众所周知，宁波以红膏咸蟹、
宁波汤圆扬名。宁波汤圆之“温”自不
必说，软弹温柔的皮子，夹着同样温
暖的甜馅，令人心生暖意。

而红膏咸蟹虽为冷食，但完美地
展示了“冰冷”与“暖”并不一定对立。
从外观上看，冰冷晶莹的蟹肉确实如
水晶般透着些许寒意，但那一抹耀眼
不输红宝石的膏，瞬间将冰冷的基调
燃烧得炽热而温暖。咸蟹肉“哧溜”一
声入口，微冷的触感袭来，但紧接着
的柔软的质感和侵入口腔的鲜味，令
人心上臣服，胃中火热。

这些都是美好而有温度的甬城
风韵。但玫瑰也会有坚韧的刺。宁波
人并不总是臣服于这座城向来温润
的基调。那些更具锋芒之态面向骄阳
的宁波人，也为这座城平添了一抹绚
烂的色彩。正直伟岸的包玉刚，埋头
钻研古籍以挽救数百万人性命的屠
呦呦等，无一不是从宁波人温润的外
壳中冲出的更多可能性，以更为坚韧
的态度面对世界。

进步大多源自于不一样，甬城这
个温润地方的人从不仅仅满足于

“温”这一个字眼，他们从未放弃使
“温”反射出更多面的色泽。

一个人无论走到哪里，根大抵还
是扎在家里的土地上的。家的气质、
风韵很大程度上影响和改变着一个
人的血肉、筋骨。

我自诩从未将甬城彻底看透、看
明白。但宁波的“温”，是如晨曦幽兰
般平凡而又不平凡，温润而不懦弱的
处事态度，它以自身风韵浸入我眼
中，成为我心中的风景。

宁波，海定则波宁，无风
则城宁。但世间不可能无风，
那些从大街小巷、千家万户里
吹出来的风汇成了属于宁波
自己的文明，谱成了属于宁波
自己的音韵。我一直记得这阵
风给我故乡的美食——梁弄
大糕带来的美好。

风出于古老的手艺——
梁弄大糕已有几千年的

历史了，其传统已不消说。“其
糕方方正正，颜色各异，口味
繁多，外糯里嫩，些许一小口，
便见内部的乌黑馅心流出，原
本的糯米清香也变为芝麻的
甜香，极其诱人。”每每春节回
家，定会买几盒梁弄大糕，一
口咬下，那种满足与自豪无法
言说，相信那古老的风也会因
此而自豪的。

风出于现代的传承——
每当我走在故乡的胡同

里，一阵风就把那属于梁弄大
糕的清香送到我面前。多少年
来，人们没有抛弃这份古老的
手艺，而是选择将这份手艺做
好做精。他们给梁弄大糕出了
更多款式的“衣服”——小巧
樱桃装、青青艾叶装、素雅香
草装……给它点上朱砂痣
——“跟党走”“阖家团圆”“金
榜题名”……还在梁弄大糕的

包装上下了功夫，使其就像珍
贵的收藏品。我想风已经把它
收进了自己的信封里。

风出于先进的宣传——
风把它送进千家万户。越

来越多的人知晓了梁弄大糕，
知晓了这传统的手艺，纷纷慕
名前来。手艺人也紧跟时代，
加大了宣传——直播带货、网
上订购，有时候还会走进课
堂，让学生感受其间的匠心精
神。我自然也见识过宣传的强
大，姑婆总说：“哦呦，每天从
早到晚啦，一条大糕街‘曲’部

‘拨’满。”如今的它，是由一代
代人的匠心，由人们对于传统
文明以及现代文明的追求与
喜爱铸造而成的。

风出于美好的未来——
梁弄大糕是我童年味觉

上的美好回忆，我不知道它的
未来如何。但耳边的风告诉
我：现在人们对于传统手艺的
保护与重视，对匠心精神的传
承与坚持，无不彰显着梁弄大
糕还拥有一个美好的未来。

这一股甬风在宁波内各
处拜访，它孕育了宁波生命，
滋养了宁波文明，酿造了宁波
风韵。风涌不息，永远不息，甬
风起时，必有盛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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