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申功晶

内蒙古呼和浩特市被誉为 “青城”， 走
在大街小巷， 见到最多的店铺是烧麦馆， 难
怪有 “无烧麦不青城” 之说。

在游览了著名的大召寺之后， 我们一行
人便慕名来到距此不远的 “青城 ” 老字号
“德顺源” 烧麦店。 只见店门高大， 古色古
香， 一块黑底金字匾额悬挂于门檐之上， 用
蒙汉两种文字写着 “德顺源” 三个大字， 门
旁是一副对联： “有聊有品有味， 一壶一两
一叙”。

刚一走进大店堂， 服务员就热情地迎上
来， 当得知我们是从北京慕名而来时， 连忙
把我们让到一个单间儿。

我们首先点了这里的招牌名食烧麦， 又
点了几样最具草原风味的美食。 等待上菜的
间隙， 我特意到店内的宣传栏前， 了解了这
家老字号的历史。

据载 ， “德顺源 ” 始建于晚清 ， 曾称
“德兴源”。 1949年改今名。 早年间曾经是归
绥 （呼和浩特旧称） 规模最大的一家茶馆，
民间有 “德顺源三绝” 之说。 一绝是烧麦皮
薄如纸， 用筷子夹起虽下坠而不破， 馅味道
鲜美滑润而不腻； 二绝是茶点品种繁多， 最
著名的是刀切 （茶点）。 相传慈禧太后来归
绥时， 最喜欢吃这里的刀切； 三绝是跑堂续
水的师傅沏茶续水技术独特， 即 “凤凰三点
头”， 铜壶高举， 分三股倒满一扣碗水， 不
洒不溅。

烧麦又称烧卖、 稍美、 肖米、 稍麦、 稍
梅、 烧梅、 鬼蓬头， 是以烫面为皮， 裹馅上
笼蒸熟的小吃。 其得名一说早年间呼市的烧
麦都在茶馆， 客人一边喝着浓酽酽的砖茶，
一边就着吃热腾腾的烧麦， 故烧麦又称 “捎
卖”， 意为 “捎带着卖”。 二说烧麦的边稍皱
折如花， 故称 “稍美”， 后谐音为 “烧麦”。

不大一会儿， 便开始上菜了， 第一个端
上来的就是烧麦。 打开小笼屉的盖子， 顿觉
鲜香四溢。 观烧麦之形， 晶莹透明， 皮薄如
蝉翼， 柔韧而不破； 用筷子夹起来垂垂如细
囊， 置于盘中团团如小饼， 色形味俱全， 无
不令人垂涎。

服务员介绍说， 这里的烧麦选用锡林郭
勒草原鲜羊肉做馅， 优质河套面粉做皮精制
而成， 吃起来清香爽口， 油而不腻。 而吃烧
麦一定要趁热吃， 才有味道。

闻听此言， 我们胃口大开， 连忙拿起筷
子， 两屉烧麦很快就吃完了， 每个人都赞不
绝口， 于是又要了一份。

等待结账之时， 我与一位当地食客聊了
起来。 他说， “青城” 烧麦以皮薄、 馅嫩、
味香 、 形美著称 ， 是呼市饮食文化的 “名
片”， 已被列为 “非物质文化遗产”， 所以许
多食客都是远道而来， 一饱口福。 这旁边有
个 “烧麦第一街”， 一千多米长的街道旁汇
集了20多家烧麦馆， 每日里客流不断， 形成
一道独具特色的餐饮风景线。

虽然 “青城” 之旅匆匆， 但细品烧麦
之美味 ， 使我感受到了北国饮食文化之魅
力。 晶莹剔透， 汁液鲜美， 爽滑可口， “青
城” 烧麦， 一种令人回味不尽的美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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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国“青城”烧麦香

■■走走访访古古城城

走进古镇， 北仓河和北新河就
像两条纤秀的碧玉带， 如慈母的玉
臂， 将古镇揽入怀里， 清一色粉白
墙面 、 青灰圆瓦的皖南徽派式建
筑 ， 家家枕水而居 、 户户开门见
河， 仿佛是从一幅水墨画里走出来
的江南古村庄。

孝义之风代代相传

荡口俗称 “丁舍 ”， 相传是东
汉孝子丁兰的故里。 元末明初， 华
幼武、 华贞固父子迁居荡口， 成为
荡口华氏始迁祖， 华幼武将侍奉母
亲的 “春草轩” 从堠阳移徙鹅湖 ，
恪守孝道、 耕读传家数百年。 华贞
固自幼饱读诗书， 深谙诸子百家经
典， 并身体力行， 将自己所学所思
付诸笔端 ， 著 《虑得集 》 一书行
世， 寄望 “传道于后世， 披泽于乡
梓”， 鹅湖这块风水宝地 ， 在华氏
一门 “孝为行首” 的优良家风推己
及人至 “爱吾老及人之老” 的感召
下， 这里建起了怡老园、 养萱斋等
敬老院， 并设立义庄近十所， 扶老
助贫。 荡口， 遂成为名扬远近的孝
义之邦 ， 在中国古代 ， 这种以一
人、 一姓、 一族而扬名一方的例子
并不少见。

古镇最体面气派的建筑莫过于
有着 “江南第一义庄” 之称的华氏
义庄， 码头、 八字照墙、 西花园 、
典当铺子……它的故主华察就是
《三笑》 评弹和喜剧 《唐伯虎点秋
香》 的原型华太师 ， 他出使朝鲜 ，
以敏捷的才思折服了朝鲜君臣， 他
主持乡试， 慧眼识才， 为国家挑选
栋梁； 因不愿与严嵩同流合污， 辞
官返回荡口故里。

从隐而不仕、 悉心奉养寡母的
先祖华幼武 ， 到首设义庄的华仲
谆、 造福一方的华察、 创建荡口鹅
湖中学的华鸿模， 再到明末冒死直
谏的忠臣华允诚不食清粟、 杀身成
仁的崇高民族气节， 华氏一族完美
地 诠 释 了 如 何 将 “ 孝 ” 衍 化 为
“忠” 和 “义”， 让孝义之风在鹅湖
代代相传， 时时刻刻激励着华氏家
族的子孙后代。

人杰地灵孕育英才

荡口， 这方物华天宝的土地在

诗书礼仪的浸润下滋养得钟灵毓
秀， 成了俊秀迭出的名人摇篮， 这
里， 走出了科技型人才中国古代铜
活字印刷鼻祖华燧， 工书善画、 精
通音律的才女华秋苹， 设计制造中
国第一台蒸汽机的数学家、 科学家
华蘅芳， 中国著名漫画家、 艺术家
华君武， “江东巨眼” 收藏家、 鉴
赏家华夏 ， “养蜂大王 ” 华绎之
……星光璀璨， 为荡口投射了足以
辉映日月的光芒。

中国近代力学之父、 世界级科
学家、 教育家钱伟长， 因幼年鸿山
七房桥的老宅遭火焚毁， 举家寓居
荡口， 从荡口小学步入清华大学 ，
走向了加拿大多伦多大学、 美国加
州理工学院等知名学院， 他的学术
声望享誉国际 ， 同导弹之父钱学
森、 原子弹之父钱三强， 并称 “中
国三钱”， 成为一代科学巨擘。

驻足静谧幽深的庭院， 风流才
子唐伯虎曾在这里点过秋香； 徜徉
在镂花石板的青砖小巷中， 角落里
回散弥香着来自历史深处的人文气
息； 踽踽独行于被时光打磨得光可
鉴人的青石板路上， 恍惚间， 腋下
夹着几本线装书的青衫书生从你身
旁缓缓走过； 依靠着桥栏杆上， 细
数那刻在桥上那剥蚀渐损的名字 ：
有文风霭霭的 “举义桥 ” “耕读
桥 ” ……亦有下里巴人的 “卖鱼
桥” “卖鸡桥” ……都将它们一一
定格在相机的镜头中， 慢慢回味追
溯那段逝去的光阴： 一个名字， 就
是一个传说； 一座桥梁， 就是一段

沧桑。

《歌唱祖国》 响遍神州

站在桥头， 远处飘来的欸乃桨
声和着悠扬的吴歌软语， 承载着悠
久的吴文化，踩着水面 、踏着浪花 ，
朝你飞奔而来，穿透过你的身体，沁
入至你的心脾，熨帖着你的灵魂，须
臾间， 耳畔回荡起五星红旗迎风飘
扬，胜利歌声多么响亮，歌唱我们亲
爱的祖国，从今走向繁荣富强……

铿锵有力的旋律， 令人不由得
心神激荡，那是荡口的儿子、人民音
乐家、作曲家王莘的代表作《歌唱祖
国》，王莘故居坐落在古镇北仓河北
岸杨家弄口，故居门前有一个广场，
广场上塑着音乐家的铜雕像， 他就
是歌曲的作者 ，中国音协 “金钟奖 ”
终身成就奖获得者———王莘 ，1950
年国庆节前夕，王莘创作的《歌唱祖
国》传遍了神州大地，成了亿万人民
久唱不衰的音乐经典， 在1951年全
国政协会议上， 毛主席在送给王莘
的《毛泽东选集 》上为他亲笔签名 ，
在我国很多重大的升旗仪式上，《歌
唱祖国》 经常被作为出旗曲在国旗
出场之前演奏。

为了怀念这位卓越的人民音乐
家，荡口古镇重修了王莘故居、仿照
天津小洋楼修复老屋， 还建了王莘
纪念馆，全面展示王莘的生平事迹，
“英雄的人民站起来了！我们团结友
爱坚强如钢……”一个个音符，就像
一滴滴墨汁， 溶入了荡口这一幅巨
大的水墨画里。

孝义鹅湖，歌起荡口

荡口古镇位于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东南鹅湖镇境内， 素有“小苏州” 之
美誉， 因旧时四周湖荡密布， 东枕鹅肫荡、 南挽南青荡、 北连蔡湾荡、 西接
苏舍荡， 故曰“荡口”。 一个“荡” 字， 不禁让初次邂逅之人浮想联翩， 试
想， 芦苇荡丛、 荷花荡中， 有一古镇， 婷婷袅袅， 宛若佳人， 在水一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