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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话说，民以食为天，个人有个人的爱好，各地有
各地的特色。初到西安的时候，我就被各类美食吸
引，甑糕、凉皮、稠酒、羊肉泡、肉夹馍、龙须酥、葫芦
头、柿子饼、千层饼、石子馍、臊子面等等，有地方小
吃，也有糕点点心，有的只是零食，有的也可当主食，
味道各异，独具特色，我都觉得很稀奇。

作为吃米饭长大的南方人，对各类面食是不太感
兴趣的，这从重庆小面的“小”和担担面的“担”就可以
窥出南方人对面食的轻视，还有，将包子、馒头以及各
类烧饼、煎饼、糕点等等，统统称为粑粑饼饼，不屑一
顾，满不在乎。但我到西安以后，却逐渐喜欢上了面
食，尤其是燃面，三天不吃就心慌，还馋上了各类糕
点，比如水晶饼，不仅自己平时买来吃，过年过节每次
回老家，也总会买几盒拿回去送人，因为老家的人也
都爱吃。

其实，南方人把面食称为粑粑饼饼，并非是对面
食的歧视和蔑视，而是传承了自古以来的叫法。因为
无论稻米、小麦，或者其它的粟、黍、菽等等，研成粉末
后无外乎有两种吃法，一是用水调成糊状，二是用水
合成团状。团状的面食，不管是坨还是片，是方还是
圆，都统统称为饼。宋代黄朝英《靖康缃素杂记》说，

“煮面谓之汤饼……凡以面为食具者皆谓之饼，故火
烧而食者呼为烧饼，水沦而食者呼为汤饼，笼蒸而食
者呼为蒸饼，而馒头谓之笼饼。”

饼的历史相当悠久。“见人之作饼，则还然窃之。”
先秦典籍《墨子》里的这句话，被认为是关于“饼”的最
早记载。东汉刘熙《释名》说，“饼，并也，溲面使合并
也。”东汉许慎《说文解字》曰，“饼，面餈也。”“餈，
稻饼也。”用稻饼来解释面饼虽然简单直接，但也会
让人更加糊涂，那么稻饼又是个啥东西呢？清代段
玉裁在注解中说，“稻饼也……谓米饼也。”现如今，

“餈”成了“糍”的异体字，就是一种用糯米做成的食
品，俗称糍粑。

以前的生活跟现在没法比，以前只有过端午节才
能吃到麻花、粽子，而现在到处都有得卖，随时都可以

买来吃。糍粑也一样，又大又圆、又白又亮的糍粑颇
似圆月，以前只有过中秋节才吃得到。糍粑是南方产
米地带的特色食品，打糍粑现在仍然是西南地区的传
统习俗。热乎乎、软糯糯、香喷喷的糍粑，在北方是吃
不到的，北方过中秋节的代表食品，是现在各地都流
行的月饼。

据说水晶饼以前也叫月饼，又名白皮点心、白皮
酥饼，只是中秋节才吃的糕点，后来成为过年过节、探
亲访友时馈赠的礼品，也是日常生活中的点心小吃。
水晶饼最先吸引我的是“水晶”二字，什么样的饼才能
冠以“水晶”之名呢？我猜测，此名应源于馅料里的颗
粒状冰糖，因为冰糖貌似水晶。川渝土月饼里也有冰
糖，吃着甜滋滋、嘎嘣脆，但外形和味道却与水晶饼大
不一样。

水晶饼皮酥掉渣，馅料十足，具有很浓的桔皮和
玫瑰香气。吃得多、吃得久了，慢慢地我也知道了水
晶饼的来历，以及水晶饼背后的故事。相传水晶饼名
源于宋代，与渭南籍著名宰相寇准有关，后来从渭南
流传至西安，并逐渐扩散到关中其他地区，被誉为“秦
式糕点”之首。生产水晶饼的店家历来很多，尤其是
德懋恭生产的水晶饼，历史悠久、颇具盛名，是我最爱
吃的糕点之一。

渭南下邽人寇准，办事公正，为官清廉，深受百姓
爱戴。有一年他从京都汴梁回老家探亲，时逢寿辰，
有人送来一盒糕点，并附短诗，“公有水晶目，又有水
晶心，能辨忠与奸，清白不染尘。”寇准看后非常高兴，
随即将糕点分发给在场的乡亲，大家品尝后纷纷赞美
这味道好，寇准也觉得很好吃。家里人见寇准都点赞
了，就命厨房仿照样饼制作，并将这种糕点命名为“水
晶饼”。

我第一次吃水晶饼，是在老师的家里，他招待我
们的糕点和水果，都是陕西特产，其中就有德懋恭水
晶饼。记得当时吃了，没人点赞，没人评论，因为我们
谈论的话题，一直都没有扯到吃的上面，但水晶饼独
特的外形和味道，却印入了我的记忆。后来，我们到

西大街搜寻西安的特色小吃，发现了一家德懋恭食品
店，从店名、牌匾和装修来看，这家店应该是挺有特
色，也很有历史感。

有人提议，“进去看看，德懋恭是卖啥的。”因为他
把“懋”错念成了“糅”，于是我们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
论，大家还半开玩笑似地取笑他说，你“不耻”，要“下
问”，不能认字认半边。以至于现在，每当我看到“懋”
字就会想起那场争论，想到那几位同学，也会想起德
懋恭水晶饼，以及水晶饼那独特香甜的味道。再后
来，我买水晶饼都是去西大街，据说那里是德懋恭的
总店。

“予懋乃德，嘉乃丕绩，天之历数在汝躬，汝终陟
元后。”《尚书·大禹谟》里的这句话，是舜帝开会谋划
政事时评价大禹的。他说，我赞扬你的大美品德，嘉
许你的巨大功绩，天命落到你身上了，你终会升为大
君。“德”即诚信守德，“懋”即茂盛发达，“恭”即谦恭待
人，以这三个字命名的德懋恭糕点铺，在西安城已开
了一百多年，德懋恭水晶饼也让西安人的舌尖享受了
一百多年。

水晶饼是西安的名片式特产，据说还是清末皇家
钦点的贡品，有关西安地情的资料中都有推介。德懋
恭是一家老店，水晶饼是德懋恭的招牌，尤其是刚做
出来带有余温的水晶饼最好吃，稍微加热了也很好
吃。在西安城，德懋恭店铺越开越多，而我去的次数
却越来越少了，因为每次体检，医生总是强调不能再
吃甜食了，但我还是抵抗不住舌尖上的诱惑，偶尔也
会去买个水晶饼解解馋。

快过年了，我准备买几盒水晶饼送人，却发现北
关十字那家德懋恭不见了。听到我唠叨，骏涛说，早
搬到北稍门了。我知道，他跟我一样爱吃水晶饼，但
我还是感到非常惊讶。我说，你怎么知道搬了？你得
是经常去？不是让你也要少吃甜食吗？他说，也有不
太甜的呀，而且除了水晶饼还有很多其他糕点呀。他
的回答让我无话再说，因为他从小就爱吃糕点，尤其
是蛋糕和水晶饼。

偶尔在豆瓣上看到了读者的
推荐，购买了一本得分靠前的《在
峡江的转弯处》，作者陈行甲是曾
经的湖北省巴东市“网红县委书
记”，这是他的自传体散文，也是
一个关于爱，关于成长的书。

陈行甲自己把这本书叫做人
生笔记，写这本书时，他已经彻底
离开了职场，在人生的重大转折
期，他为了鼓励更多的人，将自己
的所经历的一切，用朴实的文字，
记录了自己为民请命，问心无愧
十几年的官场生涯，记录了自己
对母亲，对妻子，对孩子的爱。

和所有的寒门学子一样，陈
行甲是通过参加全国高考改变命
运的，毕业后的陈行甲和万千大
学生一样，立足基层，任劳任怨，
一步一步走上了仕途，2011年10
月，调任巴东县委书记时，陈行甲
刚刚40岁，正是一个男人最好的
年龄，他在巴东县政府工作会议
上的发言，被热门反腐大剧《人民
的名义》引作剧中清廉基层官员
的台词，原话甚至连数字都未作
改动。在巴东任职的5年间，陈行
甲为了宣传巴东旅游，曾在3000
米的高空跳伞，为了节省二十万
元四分钟的某歌星演唱费，他亲
自献嗓录唱了宣传巴东的MV，
一个晚上点击就超过了15万。

因为频频触网，自带“流量”，
他被人称为“网红县委书记”。他
把母亲对他的言传身教，转化为
他作为县委书记对巴东县领导干
部的要求。“干净、自强”这四个字
至今还挂在巴东县委县政府的大
楼上。

当时，所有人都看好陈行甲
的政治前途。他是清华大学全日
制硕士，还曾公派到美国芝加哥
大学留学。在巴东县当政的前4
年，各级政府没有收到过一封关
于他的群众举报信。他还被评为

“全国优秀县委书记”后，在人民
大会堂受到了国家最高领导人的
接见。

2016年9月，这颗45岁冉冉
升起的政治新星顺利入选湖北恩
施州级领导干部人选，就在晋升
公示的关键时期，2016年12月，
他却用朋友的微信公众号发表了
《再见，我的巴东》一文，宣布辞去
湖北巴东县委书记职务，这篇文
章今天还可以查阅得到，其文笔
之犀利，情感之真切不愧曾是个
清华学子的热血情怀。瞬间，他
的特立独行在网上掀起热议。在
沉寂半年后，2017年5月6日，陈
行甲在朋友圈宣布自己将投身公
益，他在演讲中说，一场比赛，四

十五分钟是前半场，经过一个中
场休息后，下半场将闪亮登场，他
自己那时候刚刚四十五岁，就是
选择了自己的“中场休整结束”，
后半生他自诩为一名“公益草
根”。陈行甲在文章中表示：“人
生下半场专职从事公益是深思熟
虑之后的决定”。

陈行甲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
解释，自己转场公益的选择看似
突然，但从其人生轨迹来看并不
突然——“我在人生重要节点上
的选择都是听从内心的召唤”。

“这次从本质上也是一次回归，心
情和当年从清华毕业回故乡湖北
兴山是一样的。”

2015年夏季，陈行甲回到母
校清华大学出席毕业典礼，并为
即将毕业的清华学子作了演讲。
他在题为《把人生看远，把升迁看
淡》的演讲中说道：“京外的同学
基本都选择了留京工作，我也拿
到了一个很体面的单位的Offer，
但是我最终选择了回到家乡。我
觉得召唤我的最大的力量就是在
乡镇工作时基层群众让我感受到
的被需要的感觉。就是这种感
觉，让我愿意放弃所有……”陈行
甲也总结自己这些年在“庙堂”的
工作，自忖“在约束和惩戒层面做
得比较多，在爱与信仰的建立上
浅尝辄止”。选择公益，成为他探
索乡土社会问题症结所在，以及

“建立爱与信仰”的路径。
我们也许不该祈求一个体制

内的官员去探索如何“建立爱与
信仰”的路径。但是，陈行甲经常
思索这个问题，当他在基层政权
的网格里使尽浑身解数还是感觉
到杯水车薪的无力感时，他选择
了毅然决然的辞职离去。个中滋
味，他从未在公开场合说起过，但
是在体制内扑腾过的所有人应该
都是心领神会的，如今我们却只
能祝福像陈行甲这样的勇士，能
够把自己的恒辉打造成一个“桃
花源”，毕竟这里的努力和坚持离
理想近，离世俗远！

苏轼说：人生如逆旅，我亦是
行人。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
生。听起来是真豁达，但是这种
豁达不是在嘴上说说，而是在经
历中磨出来的。人心智的成熟与
年龄无关，只与生命的觉醒程度
有关，所谓的命运，就是一个个选
择连接起来的轨迹以及不断创造
累计起来的总和，活在如此纷繁
的世界，要守住真心当真不易。

愿每一个读过此书的人，都
能活成自由且温暖的自己。

（作者供职于商洛公路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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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每个人都能活成

自由且温暖的自己
—— 读陈行甲的《在峡江的转弯处》

文 / 杜会琴

好吃不过水晶饼
文 / 周迎春

到茨岩塘去
文 / 杜拥军

初夏的清晨，太阳从东方的天际露出了脑袋，
阳光随着时间的流逝，亲抚过杏园站的办公大楼，
亲吻着办公楼前的一棵棵杏树。远远地看去一
排排的杏树在阳光的照耀下，金光闪闪，一阵风
吹过，它只能慢慢地晃晃沉重的身体，这真是团枝
杏子稠。

又是一年杏园杏子成熟时，看着满院的杏儿，
有的青、有的黄、有的青中泛黄、有的黄里透红，满
院飘着果香。看着它，闻着它，我的味蕾在口中炸
开，似乎已正在品尝一颗酸甜可口的美味，津液和
舌头在口中缠绕。我迫不及待地想去品尝它的美
味，回过神来，不经哑然一笑，人到中年居然跟小孩
子一样，经不住杏儿的诱惑。

忆起儿时，老家门口的那棵杏树，那是爷爷亲
手栽的，就是为了我们这几个馋嘴的孙子孙女。我
从小树两米多看到它长到五六米；从它的枝单叶疏
看到它长到枝繁叶茂；从它嫩枝抽芽，淡红褪白胭
脂涴，杏子压枝黄半熟到树褐叶落。我从春走到
冬，从少年走到中年。忘不了的是第一颗杏儿入嘴
时香甜，更忘不了的是那年爷爷走时杏儿入口时的
酸涩，忘不了爷爷走时眼角划下的那滴泪。如今那
棵杏树或许已成为某件工艺品，在某个地方默默地
发挥着它的作用。

“胡胡，走，摘杏走”。逆光中赵蓓和姚蕾向我
走来。

我从回忆中走出来，是呀，时间一点一点的流
逝，岁月的划痕留下的不仅仅是伤口，还有抚慰伤
口的亲情、友情和爱情。易变的是时间，易变的

是岁月，易变的也有人心，但是自己要保持自己
的初心。

三个人走到一棵杏儿最是金黄、最是饱满的树
下，满树的杏儿压得树枝低下了头，硕果累累。我
迫不及待地向一颗黄里透红、肥美饱满的杏儿伸出
魔爪。轻轻一拽，来不及清洗，在衣服上擦了擦，就
一掰两半，往嘴里塞。甜甜的味道直沁人五脏六
腑，使人陶醉。我轻车熟路地向树上爬去，一颗颗
杏子从我的手里传递到她们的手里，衣服上粘上了
树胶，头发上有掉落的枯叶，看着我们现在摘杏子
的样子，跟儿时一模一样，我的心境瞬间就开朗了。

阳光是越来越热烈，满心的欢喜是越来越浓
郁，杏园里的杏儿也是越来越香甜肥美，生活也会
越来越美好。 (作者供职于绕北管理所)

杏儿肥 文 / 胡瑞娟

十五年前，未曾想会有一天在沈从文笔下
湘西的吊脚楼，沐浴着初春朦朦细雨，静静地坐
在窗前竹椅上，欣赏着对面山花儿在盛开。恰
似拾起久远记忆里沈从文的故土印象，感受
岁月的静好，顷刻间，将心中的忧郁抛置在过
往的风中，在想象中神游，宣泄着我对这片热土
的眷恋。

来了，湘西，或者说一种冥冥中的放逐，让
我们来到了遥远而又真切的茨岩塘。这儿地属
武陵山区的高山盆地，群山环抱、景色宜人。
境内坪岔交错，有良田千顷，一马平川，四周
地势险要，宛如天然罗帐，护卫着茨岩这颗红
色明珠。

一百年前，沈从文先生以亲身经历为题材，
为我们讲述了澧州镇守使王正雅部队一个平常
马夫，姓贺名龙，兵乱世，两把菜刀闹革命的故
事。1928年5月，贺龙率领只有数百名工农革
命军，由桑植转战茨岩塘，数千名苦大仇深的群
众等候在“迎红桥”上。从此，革命的薪火迅速
燎原，红色火焰在这块土地上持续烧了九年，谱
写了一曲曲荡气回肠的传奇篇章。

一百多年后，我们来到了茨岩塘。路桥建
设的快节奏是我们工作和生活的常态。或许是
受到红色革命遗迹的影响，伴随着驻留日子的
延长，大家的心中也渐渐多了一份使命的庄
重。生活总会遇见这样那样的选择，我们逢山
修路、遇水架桥，又何尝不是一次次充满艰辛的
战斗。拂去历史的尘烟，老区的人民仍牢记着
当年红军的嘱咐，正奇迹童话般地建设着自己
的家园。昔日穷乡僻壤，而今物阜民丰，公路四
通八达，直通村寨。集镇街道纵横，生意兴隆，
小洋楼栉比鳞次，一派新农村气象。作为交通
人，我们能为这片土地尽一份力，实属荣幸。

我喜欢茨岩塘，在这里出行，我们总要走许
许多多的路，看不同的风景。无论路上遇见了
小溪谷里潺潺的流水，一片云雾缭绕山崖谷地
生长的芷草，或者是遇见茂林修竹，藏在年景里
的八角塔楼，似乎都是一种可为驻留的缘分。

选择为茨岩塘留下，也是选择为信仰留
下。那些坝子上的子弟兵前赴后继，兵工厂里
的修枪铁炉炉火正旺，战士们带着残肢断臂勇
往直前……千层底的布鞋、稻草和麻打成的草
鞋，一捆捆被送到战士们的手中，军民鱼水情深
的场景，在历史的画卷中定格，也印在了我们交
通人的心里。在这里，我们会不忘初心，为这片
浸染着鲜血的土地迎风破浪。

（作者供职于陕西兴通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