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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后生活

徐矿人幽默，常说的“新马泰”
一日游中的“新马泰”往往指的是新
河、马坡、太阳宾馆。一笑而已。

利用难得的休假，计划着一次
泰国游。

没有诗的境况下，远方自然有
着太多的期待。

三个多小时的高铁抵达上海虹
桥火车站，然后是一个小时的地铁
到浦东机场，安检过罢，收起冬衣，
等待着一次从冬到夏的飞越。

2600多公里之外，泰国清迈，阳
光应该一如我们的夏日一样炙热，
而现在，我在三九的气温中眺望。

一个小时的时差，再加上航空
公司莫名的理由，机票上21时的抵
达时间，实际到达近23点。签证、通
关。持中国护照通关的每一个通道
都挤满了人。

酒店还算不错，只是离清迈古
城稍稍有些远。大堂的一个小伙子
会说不太流利的中文。喜欢的是酒
店的早餐和顶楼游泳池边的小小酒
吧。晚上，在楼顶可以看到清迈机
场起飞的飞机。

一早起来，在一个陌生城市的
街头闲逛，是我到达远方的一个必
做功课。

印象深刻的是街头电线杆上密
密麻麻绕来绕去的各式电线。不少
店铺的中文标识，让我恍若走进了
云南的某个小镇。

泰国清迈的交通，这种双排车
最为著名。能坐七八个人，价格大
约是30泰铢。有点像我们常见的蹦
蹦车，只是他们“蹦蹦”的不是那么
响亮而已。

泰国是个佛教为主的宗教国
家，寺庙很多。

契迪龙寺是我
等参观的第一站。
脱鞋，进入大殿，盘
腿打坐。抬头向
佛，感觉和我国常
见的寺庙大殿相比

这里似乎更加恢弘和开放，阳光从
窗子里透过来，让礼佛的过程多了
几分温馨。

正逢这个寺庙的主持诞辰日，
一排长席，有很多的泰国美食斋饭
供游人和香客免费食用。猪脚饭和
一种红色的冰镇饮料令我印象深
刻。

清迈的周末夜市据说是必去的
地方，和我们这里的庙会极为接
近。来前有人叮嘱，来泰国有些东
西是不要轻易带回去的，比如风铃、
人偶等等，原因嘛不好说，你听过整
蛊、降头之类的邪性故事就知道
了。自然，这也是姑妄言之，您姑妄
听之。

双龙寺据说也是必去的。是
白象选址国王修建，藏有佛祖的舍
利子。20泰铢的缆车费是完全不
用花的，步行拾阶而上，也就是几分
钟的样子。传说中的300多个台阶
实际上并不是那么难以攀登。据
说，这里是香火很旺颇为灵验的寺
庙。如果许愿的话，是必须要来还
愿的——

僧人建庙，国王建庙，商人文
人画家和收藏家都可以建庙，或
者不是宗教的寺庙但是叫庙的建
筑。

白庙是一位画家建的。传说是
他在梦中梦到了这样一座白色的
庙，佛祖告诉他有责任建这样一座
庙，于是他便建了。真是美轮美奂，
到底是画家的眼光。

蓝庙自然是蓝色的，规模要比
白庙小许多，据说是画家的徒弟主
持修建的。

黑庙是一位收藏家建的，与宗

教意义的寺庙没
有多大关系，这
实际上是他的收
藏博物馆。由多
个黑色为主的建
筑群构成，里面
收藏着这位收藏家的藏品。藏品
很怪异，都是动物的骨骼毛皮之
类。犀牛角、鳄鱼皮、熊皮等等，都
是货真价实。园子很大，时间允
许的话，玩上一天应该也没问
题。园子的建筑和雕塑都很是有
趣，值得从清迈出发这三个小时
的车程。

拜县的行程曲折而无趣。从清
迈到拜县两个小时的车程有700多
道弯，而且起伏跌宕，晕车药是乘车
标配。

路边有一些小景点，除了所谓
的二战桥还有些厚重的文化含义之
外，其它就是一些摄影道具拼凑的
摄影外景地，主题都是爱情的小清
新，据说恋爱中的年轻人很喜欢。
在700多次的急拐猛弯中体会一些
相依相偎同生共死的感觉的确是可
以理解的。

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居住了三个
晚上的民居，窗外是收割不久的稻
田。主人的书架上有不少中文书
籍，晚上一个人在房间里读《印度》
和杨绛的《将饮茶》，不亦乐乎。

七日清迈游，应该算是深度游
了。可登上返程飞机的那一刻，我
却好像只在这里呆了一个晚上，一
个不见诗意也不算远方的晚上。早
上醒来的时候忽然记起的是煤建路
上太阳宾馆楼顶那缕桔红色的阳
光。

清迈深游 昔日农家都有大小不等、质量
不同、颜色各异的水缸，置放于锅灶
旁边，小户人家一般买口黄泥瓦缸，
大户人家则购口青黑色大砂缸，个
別穷苦户只能用瓦罐子将就。

家中无论有什么水缸，其地位
非常重要。过年水缸上的“青龙”联
是必须贴的，讲究的人家还要给水
缸上香呢。

农户追求把自家水缸养活为吉
利。养活水缸以什么为标准呢？那
就是水缸外边底部生一层绿苔，水
缸内底绿苔如毛发，左右飘摆。

家庭水缸不仅起到盛水的功
能，它还是家庭主妇吃紧当忙在缸
沿上磨刀的好地方。有的穷户没有
镜子，而水缸中的清水又是妇女姑
娘们梳妆打扮的一面水镜。水缸还
是天气晴雨的预报台。农谚讲：水
缸出水山戴帽，大雨就来到。因此，
农民一看到水缸外表面出现小水
珠，就得赶紧做好趁雨播种和防雨
防涝等生产生活的准备事宜。

农家的水缸不仅是一日三餐需
要水缸，同时也是大人孩子们的日
常饮水壶和养鱼池。大人孩子干活
或割草回到家，先掀开水缸盖，舀瓢
污毒土井水“咕噜咕噜”一气喝完，
如果在沟河捉几条小鱼小虾也放在
自家水缸里养着。夏秋天为了把西
瓜、黄瓜、菜瓜冰凉，孩子们也学着

大人样子把瓜放入水缸里冰着。
水缸里的水本来就是靠村庄河

边打的土井里较浑的水，再加上缸在
太阳下曝晒，鱼虾的游荡繁殖，瓜果
上尘土的污染等，其实农家的贮水缸
里的饮用水与河水差不多。很多时
候家中养的驴马牛羊口渴难忍，从地
里回来，把水缸盖拱掉，嘴插进缸里
狂饮。一向疼爱牲畜的庄户人，也不
怕缸水污染弄脏，任由牲畜喝够为
止。

一进入冬季，各家各户都把水
缸移到锅屋内，生怕缸水因天冷结
冰。但是到了寒冬腊月，八面透风
的灶房与室外温度相差无几，缸水
也时常结几寸厚的冰，为了做饭，只
能用“石对头”破冰，有时用劲大了
连缸也砸烂了。家家基本用上了自
来水，有些偏远地区虽然未通自来
水，但家院中也都打了压水井，数千
年的水缸都成了古董。有的家庭把
缸底朝上靠在屋檐下当凳子坐；有的
家庭把水缸当花盆，在里面栽花养莲
种菜，还有家庭嫌水缸笨重占地方干
脆砸了。

昔日威风凛凛的水缸将军，现
再也享受不到“青龙”的桂冠了。大
年三十中午，彤红的“青龙”春联都
让自来水龙头或压水井霸占了，那
些蹲在屋檐等角落的土缸瓦罐只能
甘守寂寞、退出历史舞台。

水 缸

最近看到一则消息，我国十多个省
份出台意见，支持每周休息两天半，能
否全面推行不知，但假期调整的呼声越
来越高了。

自建国以来，中国的法定假日经历
了数次大变革。

1949年12月，政务院发布《全国年
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规定每年有四
个节假日，即元旦 1 天、春节 3 天、劳动
节1天、国庆节2天，总共7天。当时是
实行6天工作制，算下来一年大概休息
59天。 这种制度延续了四十多年。

对于休息日的概念，我是从初中开
始的。

小学时，村里面有学校，学习也比
较轻松，无所谓周末和假期。初中在镇
上读书，每周回家一次，周六傍晚回，周
日下午走，对周末便特别期盼。到了高

中，因为去别的镇读书，加上学习任务
加重，一个月才回一次家。

就在我读高中期间，实行了多年的
放假方案发生了重大变化。

1994年2月，国务院出台了工作时
间规定，实行每日工作8小时、平均每周
工作44小时的工时制度。第一周周六、
周日为休息日，第二周仅周日为休息
日，依次循环。双休日、单休日一时成
为了流行语，那时每年休息日 85 天左
右。这项制度仅仅在一年之后的 1995
年3月，国务院规定，从5月1日起，我国

“公休假日”延长至两天。实行双休后，
法定节假日加上周末，每年休息日增至
111天。当年9月我上大学。

1999年，我大学毕业。国务院再次
调整节假日安排，将“五一”“十一”放假
天数由原来的1天2天同时增加到3天，

并通过调休的方式，形成了春节、五一、
国庆三个7天长假。这样加上元旦，一
共有十天假期，而五一、国庆、春节三个
长假，也让旅游热潮席卷全国。

2007年12月，国务院公布了《全国
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和《职工带薪
年休假条例》。放假办法取消“五一”黄
金周，增加清明、端午、中秋为法定节
日。带薪年休假条例规定，职工连续工
作一年以上的享受带薪年休假。此外
还有探亲假、婚假等假期，大大提高了
人们的幸福感。取消“五一黄金周”，增
加三个小长假，看似只增加了一天假
期，但意义非同一般。原本假期比较集
中，如今分散开来，更利于大家休养，更
重要的是，加深了人们对于传统文化的
认识。

前几年，关于春节假期的安排，出

现过一些变动。或是从除夕放到初六，
或是从初一放到初七。从除夕放到初
六，让远路的人可以早回家，从初一放
到初七，期盼除夕当天单位能够提前安
顿好早早放行。后来考虑到窗口等特
殊岗位无法提前离岗，还是把除夕纳入
了假期之内。

曾有人提议，春节假期应该从除
夕放到元宵节，附和着甚多，不过恐怕
难度较大，因为这一放就是十多天。
至于近期热议的每周两天半休息方
案，肯定有许多人举双手赞成。笔者
认为，如果真增加休息日的话，最好先
考虑建党节、建军节等有着特殊意义
的日子及元宵、重阳、七夕等传统节
日，在这些特殊时刻，让大家通过特定
的方式，充分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魅
力。

在我老家，人们习惯了吃各种
面食，但为了调剂生活，偶尔就会做
一次疙瘩汤，只是老家人管疙瘩汤
叫拌汤。拌汤可以搭配多种时令鲜
蔬，除了口味诱人之外，较之其他饭
食还可以节省不少面粉。

其做法非常简单，给锅内注入
适量食用油，烧至七成热时，投入事
先切好的蒜苗段、姜末、蒜片爆香，
倒入木耳、西红柿、大白菜、豆腐干
丁、黄豆芽等蔬菜煸炒，调入适量食
盐、胡椒粉、味精、香油。炒至七成
熟时出锅待用（出锅前放入事先炒
好的鸡蛋翻炒均匀）；净锅后再次注
入食用油，烧至七成热时，放入葱段
爆香，倒入事先切成滚刀块的土豆
和胡萝卜，调入精盐翻炒片刻，注入
清水，烧开后就要用文火煮，这就可
以去拌面疙瘩了。

拌面疙瘩是个细心活，舀一碗
干面粉，每给面粉里滴一滴水，就用
筷子搅拌一下，如此反复，直至面粉
滚成无数个小疙瘩，且互不粘连，碗
里没有纯粹的干面粉为止。这个活
计干得好与坏，直接影响到疙瘩汤
的口感和质感。每一次滴的水太
多，面疙瘩就越大，下入锅中难以成
熟不说，口感也大为逊色。拌得好
的面疙瘩会连成面絮儿，且又能分

散开，这时就可以逐个逐个的用筷
子拨入锅中。

边朝锅里拨面疙瘩，需边用勺
子在锅内搅动，以防黏连。待碗里
的面疙瘩彻底下入锅内，这时候火
力一定要小，火大容易糊锅。

稍煮片刻，倒入事先炒好的蔬
菜，翻搅均匀，这时候可以舀一点面
汤尝尝，根据个人口味再适量调整
味道。

出锅前，下入洗净的上海青和
切好的青葱碎，一锅喷香的疙瘩汤
就算是大功告成了。

疙瘩汤要趁热吃，食用前可根
据个人嗜好调入油泼辣子或香醋，
那口味就更胜一筹。疙瘩汤可荤
可素，根据个人喜好，也可以将打
好的鸡蛋在出锅前，像烧汤一样均
匀地淋入疙瘩汤内；在煸炒蔬菜
时，也可以放入肉丝一同煸炒，用
鸡蛋、肉类等做成的疙瘩汤特别适
合脑力工作者，可以补充蛋白质。
而对于身体虚弱、消化功能较差的
人来说，更适合清淡的、素的疙瘩
汤。

现在虽然有很多美食，但是隔
三差五我还是习惯让家人做一次疙
瘩汤，吃起来依旧喷香。这也许就
是所谓的家乡美食吧！

中国的假期

相依相伴疙瘩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