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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水席”，作为一种乡村文化现象，历史

悠久，源远流长。据有关记载，洛阳流水席自

唐朝以来，已有上千年历史，流水席文化在大

江南北发扬光大，已经深深地融入乡村百姓

的各种红白喜事之中，成为民间饮食文化的

重要组成部分。我小时候生活在涪陵农村乡

下，吃流水席是司空见惯的事。流水席，在我

们那里又叫吃“九大碗”、“坐酒席”，我们梨子

大队的社员们，彼此之间都有这样或那样的

亲戚关系，各家的红白喜事都要参加，所以一

年到头，这样的大事也不少，坐席的次数多。

农村老家的酒席，名目繁多，什么过年过节、

生朝满日、结婚喜宴、做香添香有酒席；还有

“打三朝酒”、“刨猪汤酒”、“分家酒”以及“上

梁酒”等各种名目的酒席。

这些酒席，有些是每年都有的，有些是偶

然遇到的。就说逢年过节，农历传统的三大

节，在当地由于农事原因，中秋节是没法过

的。因为这一阶段是收割稻谷的农忙季节，谁

也不可能不管田里成熟的谷子，而呆在家里

过节。春节是传统的大节，又是冬闲，这是一

定得过的。端午节刚插完秧，秧苗还未返青，

也算有一些农闲时间，可以在家里歇歇。其他

的酒席，比如“三朝酒”，又称为“打三朝”，就

是出生的小孩满百天，主人家要办酒席，“打

三朝”去坐席的多数是女同胞，男方家的男宾

一般不会去。在老家当地修房子，房屋上梁当

天也要摆酒席，大概是庆贺主体完工的意思。

“做香添香酒”，我开始也不知是怎么回事，有

一次随母亲参加队长兄弟的“做香”，到他家

后看到他家多了一个不认识的女子，当时只

认为可能是他家来的亲戚，后来才听说那天

是他“做香”。当地把男女青年订婚称作“做

香”，未来婆家的亲朋好友给未来的新娘子添

彩礼叫“添香”。“娶媳嫁女”是一定要“整酒”

（办酒席）的，既然是一个家庭中的大事，办席

就像一篇精彩文章的谋篇布局。时间、地点、

人物、事件等要素都应在事前考虑清楚。比如

某家要娶媳妇，良辰吉日选定之后，关于这个

“席”的若干事项，有多少客人，办多少桌，需

要采购多少干杂、时蔬，办席厨师请谁？都必

须提前进行估算、磋商和敲定。

记得小时候，邻居八妹的大姐出嫁，一连

几天，家里人忙得团团转，人来人往挤破门，

几乎半个生产队的人都动员起来了。我们蔺

家湾家家户户都要搬出自家的方桌、板凳，以

及每桌所需的饭盆、汤匙、碗筷。男人们一早

就要清理出摆席的场地，摆放桌凳，劈柴备

火；女人们清早就去菜地，青菜、白菜、萝卜、

南瓜……当什么季节就采什么菜，大抱大抱

地采摘回去，然后三五成群地清洗干净，送去

厨房。老家办酒席，请来的都是有经验的大

厨，做事干净利索，烧出来的菜也是鲜美可口

的。厨师都会提前一天到场的，将自己烧菜、

杀猪的家什整理好后，就从主人家猪圈里牵

出大肥猪，三下五除二、干脆利落地完成了屠

宰环节。然后按不同用途，将内脏、骨头、头脚

等部位分拣清楚，以待来日取用。厨师们把所

需菜肴都准备好后，当天晚上，按照主人家的

要求简单弄些饭菜，请早到的客人和前来帮

忙打杂的乡亲们吃晚饭。

第二天是正日子，自然是最热闹的，也是

最忙的。天刚蒙蒙亮，故乡办酒席的人家已是

人声鼎沸、灶红火旺。宽敞平坦的院坝内，10
多张木方桌，配以四边长板凳，整齐地摆在那

里。这个时候，生产队队长就成了调兵遣将的

总指挥，安排有文化的会计负责有关礼品、礼

金记账事宜，分派男同志中刀法好的协助厨

师切肉、切菜和蒸甑子饭等工作，而女同志就

负责择菜、洗菜、洗碗和抹桌等活路。一时间，

设灶的、洗刷的、打杂的、接待的，熙熙攘攘，

热闹非凡。

不多一会儿时间，主人家的厨房，已经摆

好了又长又宽的案板，上面整齐地摆着准备

上蒸笼的土碗，从而成为整个“办席”活动的

中心地带。当然要做出这么多人的流水席，光

靠自家的厨房肯定是不够的，帮忙的乡亲们

就在一块不挡道的空地上搭出一个“露天厨

房”，临时垒起土灶，灶堂里的柴火将黑黑乎

乎的锅底越烧越旺，大厨们就在这里大展身

手。如果你经过露天厨房这块区域，就会发现

桌子上摆满了准备好的凉菜，就等客人都落

座后开席。

当这一切都安排妥当后，我们最期待的

“坐席”，就浓墨重彩地正式开场。随着“噼里

啪啦”的一通鞭炮炸响，司仪就会大声吆喝

“开席啦……”。开席后先上凉菜，热菜就在席

间一道道烧出来，厨房蒸笼里热气腾腾的肉

菜，也会鱼贯而出，铺排到外面的方桌上面。

农村办席似乎都要讲究几大碗的做法，无外

乎是几道凉菜，如“凉拌黄瓜”、“凉拌鸡块”、

“烟熏豆腐干”、“麻辣牛肉干”、“豌豆凉粉”；

几道荤菜，例如“扣碗”、“水丁”、“酥肉”、“洗

沙肉”、“家常豆瓣鱼”等，几道素菜，例如“糖

醋莲白”、“南瓜丝”、“炝炒苕尖”、“激水胡

豆”，几道汤菜，如“蹄花汤”、“豆腐汤”、“排骨

藕汤”等，按厨师安排的顺序，由几个端盘子

的，用托盘送到每一桌。

端盘上菜可是个细致活儿，通常会安排

干净、利落的担任，窝囊、猥琐的可不行，一是

毛手毛脚容易把酒菜洒了，二是不注意卫生

会在盘子上留下黑手印，令人生厌。尤其是上

鱼时，要分清朝向，不能搞错了，否则会让客

人扫兴。上鱼的规矩，并不相同，有的地方鱼

腹对着上席，有的地方鱼头对着上席，还有的

地方有其他讲究，正所谓“三里不同风，五里

不同俗”。

别看都是些穷家小户，酒席上的礼数还

真不少，就连沏茶、倒水、敬烟也不例外。倒酒

要倒满，所以有满上之说；倒茶要倒浅，且不

宜高举，倒满有牛饮之嫌，高处倒茶，水起沫，

客人喝了容易胀饱。别人倒酒、倒茶时，客人

会伸出食指、中指在桌子轻扣两下，以示感

谢，有的伸出一只手在杯子边作掌状，执壶的

还会连忙说一声：“摘手。”敬烟时，拿烟的通

常是单手抖一下或用另一只手磕一下，使烟

卷自然从烟盒中弹出来，让客人自己抽取，尽

量避免直接用手抽出递给客人。点烟时要先

给客人点，然后自己点，以示尊敬；客人接火

时用单手护着或双手捧着，以示谦恭。

在帮别人盛饭的时候，尤其是帮长辈盛

饭的时候，不管是接碗还是递碗都要用双手，

这是对长辈的一种尊重，也是一种礼节，如果

是平辈之间，让别人帮忙盛饭的时候也是用

双手，当然也有的是单手，如果对方是双手递

的，一定要用双手去接，如果是晚辈递给长辈

可以单手接。按中国儒家伦理观念，尊卑有

别，长幼有序，反映在座席上也是有规矩要讲

究的。古人席次尚右，右为宾师之位，居西而

面东，左为主人之位。席桌上的座次也要以辈

分论座位，只有辈分最高的长辈，才能去坐

“上八位”；谁家小孩不懂事，去抢了“上八位”

坐，回家显然是要挨板子的。再比如，一道菜

来了，必须有坐“上八位”的长辈先夹菜并招

呼大家“请”之后，其余人等才能依次夹菜。

如果是婚宴酒席，讲究更多一些。比如每场

酒席，都会专门在主人家堂屋，摆放几桌“上

席”，由男女双方的重要亲戚、长辈去坐。“上席”

与外面酒席的区别，一般是加一两道现炒的荤

菜。既然叫“流水席”，那是一次坐不完的，由于

来的客人很多，一般都要坐三、四轮才能坐完。

尚未吃席的人只有站在桌边“候轮子”。四邻八

坊亲戚朋友坐在一起，说说笑笑间，上菜的师傅

来了，喊一声“端菜撤碗”，赶紧起身接下一盘

菜。要是没轮到自己这一桌，小朋友们还会眼巴

巴的看着隔桌先上的菜。

最引人注目的要数席上那几个小伙子吆

五喝六的划拳了，“兄弟好，好得不得了”、“酒

是一包药”、“七妹长得乖”，无论是开始的套

语，还是出拳的路数到体现了一定的智慧和

文化。这种大声武器、热火朝天的划拳方式，

最能彰显男人的粗犷、豪放，隔着院子老远就

能听到铿锵有力的喊声。同席者更是为之吸

引，伸着脖子目不转睛，情绪也随着划拳者的

输赢时起时落，兴致酣处，大有窗户纸和帐篷

也跟着晃动的感觉。几轮划下来，总是有人喝

高了，出洋相的。

俗话说，没有不散的宴席，上菜自然也是

有始有终。或许是祖上传下来的规矩，川东很

多地方将酸辣汤作为最后一个菜上，这道汤

是用棒子骨熬出来的，里面有切得很细的海

带丝，添加了辣椒和醋，酸里带麻、微辣带香，

或许是因为这道汤有解酒提神的作用，酒足

饭饱后，喝一碗滚烫的“下席汤”，真可以令人

荡气回肠。家乡的流水席，吃的不仅仅是美味

佳肴，更是一份流淌在各自心里的人情味。这

里没有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认识的与不认识

的，都自然地坐在一起，觥筹交错，谈笑风生，

其乐融融。不管时光怎样流逝，这一份独特的

人间烟火始终维系着乡亲们的情感。

现在每逢亲朋好友在一起聚会时，总会

忆起当年在农村老家吃的酒席，那热闹与嘈

杂的气场，那酒肉菜饭的铺排，那热情好客的

社员和纯朴的民风，还有那种划拳带来的酣

畅淋漓，让人回味无穷，充满惆怅和感慨。人

生如“坐流水席”，一轮又一轮，该来的来，该

去的去，一切都可以循环，但无法往复。

多年前初上白云山，我像个不解风情的

少年，既迷恋她的长长秀发，窈窕身材，以及

姣好的面容，又在意她玉面上的几点暗沙，而

不知从整体上欣赏她的俊美、温婉与妖娆，以

至于擦肩而过，失美而不自知。

沿着景区道路前行，就到了森林氧吧。森

林氧吧矗立着高大挺拔的杉树和松树，树的

下面是郁郁葱葱的旱莲，旱莲的下面是昼夜

轮流欢唱的小虫们。大树俨然像人气爆棚的

明星，旱莲们自愿搭起了广阔的舞台，小虫们

则像神魂颠倒的粉丝，共同演绎着森林氧吧

的欢欣与辉煌。流过森林氧吧的小溪，昼夜不

停地给明星、观众和啦啦队供给着兴奋剂与

能量，让人不能不感动于他们的无私与高尚。

雨后初晴的早晨，峻拔的树们把霞光梳理

成一缕缕斜飘着的彩带，随风摇曳在薄薄的晨

雾里，像是仙女隐着身子羞涩地舞蹈。月朗星稀

的夜晚，最能体验“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的

意蕴与诗情，不能不由衷赞佩古人的高雅与细

腻。这是森林氧吧最浪漫的时辰。进入九龙瀑布

景区，即使尚未见到白龙的真身，也能够在远处

听到他惊天动地的咆哮，看到他升腾起的云雾。

其他八条龙则甘于奉献，匍匐在芦花谷内吸水

吐雾，为白龙积蓄入海升天的能量。

芦花谷因芦花舞风，曼妙动人而得名，最美

的季节当然是秋天。芦花谷的元宝石、将军树与

石上花，相得益彰，让人称奇；黑龙潭、黄龙潭与

盘龙潭，雨前雨后气势悬殊，让人感叹；满谷的

芦苇、河中的腺柳与道旁的暖木，物得其所，吸

引着我们边研究边赞叹；石板上随意流淌的小

溪流、草地上怒放的鲜蘑菇与松树上悬挂着的

圆锥体状的蜘蛛网，诗意盎然，让我们喜不自

胜；甚至路两边缠了麻绳的悬梯扶手，经过雨雾

滋润后都那么柔顺可手，触之清凉爽心。

在去玉皇顶的路上，我们有幸遇到了佛

光。光芒万丈的佛光笼罩着我们，把大佛的影

子清晰地投射到远处的山坡上，随着我们每

个人位置的变化而恰到好处地移动，好像要

给我们演示“佛即众生、众生即佛”的佛法真

谛。我们惊喜万分，由兴奋莫名地尖叫切换为

由衷敬仰地礼拜，虔诚地合十，真诚地许愿，

珍惜这一生难遇的机缘。

我们住在木屋别墅，晨暮在溪边散步，白

天去其他景点游玩，夜晚则可以坐在露台上

看萤火虫，或者躺在床上数星星。在这里，我

们夏天邂逅过暴雨，秋天遭遇过寒风，但都不

以为苦，反以为乐。环绕别墅的小溪，露台对

过的浅山，别墅门前的旱莲，以及躲藏在旱莲

下乐享生活的大白兔，都给我们留下了温馨

的记忆。

一条被我们惊吓过的小龙鱼，扰动了我

们两天的心情，最后竟然成了我们的牵挂。

听雨。不专注，不分神。我和雨隔着窗。而

雨天，窗子请我视她为无物。于是，听雨时我

在雨中。听着，听着，我仿佛就是雨。

听，雨。天下无事，除了雨。雨，不紧

不慢，恰到好处。雨点连成一串，不疏不

密，有致，有品。一串雨珠断掉了，有变

化，有惊喜。雨天就是无数日子中断掉的一

天。来不及做的事就放下不做，一首没写出

来的诗使所有写出来的诗失色。喔，它在雨

中，那些词语游移、漂泊、润泽，时现时

隐，一会儿摇手远去，一会儿带着朦胧的面

具走近，如这朦胧的雨。

在下雨的日子，独处静谧，或单手托腮呆

坐，或手持书卷慢跺缓移，以目光或以耳朵，

注视那自然天成的雨之帘幕。有时它是斜纹

的轻纱，有时它是昨日之云托不住的珠玉，有

时它是一双无形的手将透明的浆液泼洒。忘

光书本里的物理知识，推开窗，探出头，向高

空询问雨的来处，高空将更神秘的雨声送入

耳朵。

雨是走了很长的路才来的。一路想着它

的心事。小雨、细雨、中雨、大雨，春雨、秋雨、

梅雨，各有各的眉眼、神情、体态。雨中的风可

能和顺，也可能癫狂；雨中的花，可能更艳丽，

也可能残瓣随雨落；雨中的人，可能闲庭信

步，也可能泪眼模糊。雨都收纳到雨中，雨更

丰盈，更有风韵，在我耳膜击打出更有回味的

大珠小珠落玉盘。

天与地被连接于这美妙的乐音。我和你，

和山，和树木，和对面电线上的麻雀，我们都

在雨中，被同一场雨淋湿，你的面颊，你的山

坡，你的枝丫，你的翅膀，沾濡着和我同样的

雨，你的气息连着我的，我听见你的听见，我

看见你的润泽，我摸到你熨帖的羽。对每一滴

雨珠的理解，让我们靠得更近，我们互望着，

雨是我们眼中的波，雨是我们向彼此伸出的

水的手，你的柔软放在我的柔软上。

轻盈的音节，轻盈的脚步，轻盈的水花。

对面青瓦顶氤氲，光阴在那里歇脚小憩，桎比

的鳞片上水气升起又散开。水的手指打开时

间的眼睑，复活幻想，没有重量，没有地点的

地方，向我的耳际送来遥远的讲述。那是谁的

经历试途沿着雨的路和光亮呈现在我的面

前？我眨眼时，山中有树冠摇晃了一下，更多

的雨落入雨中。我遗漏了什么？

一只蝴蝶飞出，无声的有声，一朵雨的蝴

蝶。透明的触角，透明的羽翼，透明的腹部的

曲线。透明的我。它们来自一个深深的地方，

向另一个深深的地方飞去。无形的有形，那只

蝴蝶或那个我，都不知道那是哪里。或者那是

下一场雨消息，是另一首待完成的诗，它还没

来，却已回声袅袅。

说起枯枝，画家似乎打开了话匣子，

滔滔不绝，眉飞色舞，喜形于色。枯枝对

于画家是艺术，枯枝对我来说，只是最好

的柴火。

小的时候缺吃少穿缺柴火，我常常背

着比自己“肥胖”许多的背篼这山那坡去

捡柴。捡柴可是一件恼火事，必须像猴一

样会爬树。那时除了油桐树和桑树，坡上

坡下全是光秃秃的。油桐树和桑树是生产

队重要的经济作物，也许是上天给含辛茹

苦的农民一点安慰，油桐树和桑树长势良

好，很少有枯枝。偶尔有那么一两根枯枝

高挂树梢，那一定是在悬崖边上，有时狂

风大作，吹得树木东倒西歪吱呀作响，狂

风一过，我急急忙忙跑去，那些枯枝仍然

没有掉下来。我有些生气，常常围着它们

仰天长望，巴不得这些油桐树桑树通通立

马全都枯死。

有些时候运气好也能捡一些枯枝。枯

枝耐燃，丢进灶堂，仿佛远行的游子归

来，火苗跳跃着，噼里啪啦，像在唱歌，

把原来停留在树梢的青葱、阳光的爱抚、

鸟儿的呢喃以及曾经梦想拥抱蓝天的宏图

大志全都一股脑地付之一炬，又像一个调

皮的孩子，活蹦乱跳，吵着闹着，嘻嘻哈

哈，拥挤推搡，在灶堂里欢呼雀跃。枯枝

的余热从灶门蹿出来，舔舐着灶外的冷风

残月，烤得我浑身暖洋洋的，黄皮寡瘦的

脸也跟着红润起来。

望着灶堂里红红的火苗，我开心极

了。每当这时，我就觉得枯枝是褪了色的

春，是掉了绿的夏，是摘了果的秋，枯枝

比长满绿叶的柔条更美丽！枯枝宛如红

颜，最体贴，最暖心，最善解人意，枯枝

与我，我与枯枝，才真正是缘定今生。我

好感激枯枝啊，总希望生命里的每一天都

能遇上一大片一大片的枯枝。真的遇到一

大片一大片枯树枯枝，我顿时傻眼了。

那年，我到了阿拉善的额济纳，见到

了一大片一大片的枯枝，那是额济纳枯死

的胡杨林，那是迄今为止我见到的最多的

枯树枯枝：那大片大片的胡杨林没有了青

枝绿叶，没有了霓裳羽衣，那曾经油绿的

叶，那曾经贮满柔情的枝，那曾经缠绕的

鸟鸣，那曾经流淌在经脉间的私语，一切

的一切荡然无存！那些前呼后拥的麻雀，

那些吆五喝六的鸣蝉，那些攀援跳跃的猢

狲，走着走着都不见了踪迹，只剩下了光

秃秃的干，光秃秃的枝，还有光秃秃的风

与沙尘。

萧索，荒凉，死寂……

有那么一天，马致远百无聊赖，把枯

藤老树几个物像简单排列，稍加点却

“枯”“老”到了极致，道尽人间凄楚萧

索，有多么哀怨凄苦萧瑟惆怅荒凉冷落？

几百年来牵动了多少人的秋思？又令多少

人唏嘘感叹流下肝肠寸断的泪？

对于我，枯枝始终是最好的柴火。只

是我而今再也不需要枯枝做柴火了！面对

那一大片一大片枯死的胡杨，我再没有小

时候捡到枯枝那样的欣喜若狂心花怒放！

在我看来，那每一片叶柄脱落处，都是一

个个痛点！我在心里反复追问：是谁捉去

了胡杨林的生命？

“流光容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

芭蕉。”有时行走户外，偶见青枝绿叶间

有枯枝探出头来，那是真正枯了干了死了

的枯枝！我总是傻傻地想，一棵树上一样

的枝桠，为何这些枝桠走得这么慌张，这

么匆忙？一荣一枯一个转身，在盘腿打坐

间，就了无牵挂地卸下了一路流光，挑落

了灯花，剪断了阳光，虚构了前世今生的

告白！

从柔条到枯枝，饱满的生命慢慢干瘪

枯槁，这个生命过程记录的是太阳的脚

步。

我们是“柔条”，我们都会成为“枯

枝”。

恋上白云山
■（河南）冯大力

■（辽宁）齐凤艳

听 雨

难忘故乡流水席
■（四川）李永才

枯枝的归宿
■（四川）蒲光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