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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闲休闲休闲休闲括苍周刊括苍周刊括苍周刊括苍周刊JINRI LINHJINRI LINHAIAI

本报讯 （记者应琪
瑶）记者日前获悉，在2018
中国体育文化、体育旅游博
览会上，“柴古唐斯·括苍越
野赛”从全国近30个省区
市的400余参展品牌项目
中脱颖而出，荣获中国体育
旅游精品赛事称号。

据悉，中国体育文化、
体育旅游博览会由国家体
育总局和中国奥委会主办，
是中国体育文化、体育产业
展示、融合发展、交流合作
的最高平台。本次博览会
以“新时代新体育新生活”
为主题，展会分为体育文化
主题展区、体育文化旅游创

意展区等6大主题展区，展
现体育行业最新发展趋势。

记者了解到，“柴古唐
斯·括苍越野赛”于2015年
4月首次举办，至今已连续
成功举办了4届。作为目
前国内山地越野赛里专业
级别最高、影响力最大的赛
事之一，柴古唐斯·括苍越
野赛在今年再次入选浙江
省重点培育品牌体育赛事
名录库，获得浙江省第二届
十佳商业体育赛事等荣
誉。目前，该赛事已成为一
张靓丽的城市名片，提升了
临海的知名度和城市影响
力。

“柴古唐斯·括苍越野赛”荣获
2018中国体育旅游精品赛事称号

我对冬至擂圆是有念想的，不仅
仅是因为它的美味，它还让我怀念一
些人，那些生命中极为重要的，却无
能为力目送离开了的人。舌头的记
忆最是奇怪，它可以开启出尘封的
记忆，让几十年前的冬至日鲜活地
在脑海出现，如同刚过去的一天那
么鲜亮。

那时候做擂圆吃是一件隆重的
事情，冬至日前几天，外婆就将一粒
粒颗粒饱满的糯米先浸泡在水里，忘
记了要浸泡多久，记忆中，她会把浸
泡好的糯米倒进铅皮水桶里，让我和
小姨她们一起提到磨坊去。一起带
到磨坊里的是洗净晒干后炒熟的黄
豆，外婆喜欢在里面加些晒干的橘
皮，磨出来的黄豆粉吃起来味感很丰
富，带有橘皮的芳香。那几天的磨坊
里是要排队的，各色各样盛着浸泡着
糯米的桶桶罐罐和盛着熟黄豆的各
种高高矮矮的盆或锅，一大一小地摆
在地上，排成一个长队。那时候的孩
子都好吃，排在地上的熟黄豆就是我
们的目标。磨坊里机器的轰鸣声和

磨粉时飞扬的粉尘，让大人们都远远
地避开，轮到的时候才跑过去，一起
用桶或罐接住磨好的粉。小孩子只
要有吃的，那是不怕脏的，脑子里满
满的都是那飘着诱人香味的熟黄豆，
趁着大人不留意，装作跑过去看是不
是轮到了，顺带抓一把放进兜里，
然后喜滋滋地跑出去，等吃完了，
故伎重演一番。磨好的黄豆粉叫做
豆黄粉，刚磨出来时非常香。往往
这个时候我都会负责将豆黄粉提回
家，边走边偷吃，一直持续到家为
止。外婆也是极爱吃这个豆黄粉的，
有时就会先盛一小碗，拌上红糖，拿
勺子舀了吃。

用水浸泡过的糯米磨好后就是
水磨粉，刚磨好的时候，水和粉和在
一起，就像粘稠的牛奶一样，拿回家
搁置一会儿后，粉就沉淀到桶底，上
面是清澈的水。开始做擂圆的时候
将上面的水倒掉，下面的粉沉得很
实，要用手给挖出来。水磨粉没有韧
性，搓圆子的时候要有技巧，如果抓
了就两只手一起揉，是很难给揉和到

一块的，要抓一把乒乓球
大小的粉握在手心，不断
地揉捏，直到表面有水分
沁出，再用另一只手轻轻
地揉一下，把形状搓得圆
一点，压成两厘米左右厚
圆饼就可以了。圆子放进煮开的锅
里，待到一个个都浮上来，捞起来，沥
干水，放进拌了红糖的豆黄粉里滚一
滚，雪白的圆子就黏上了一层厚厚的
豆黄粉，那就是美味的擂圆。我的小
嘴这个时候是最忙的，迫不及待地咬
上一口，还来不及细细分辨糯米香和
豆黄粉香，嘴巴烫得胡乱用舌头搅
拌，就着烫出来倒吸的那一口凉风就
下肚了。外婆总是会说一句：“这个
讨债鬼，慢点吃不行啊！”随手又往我
碗里夹上一个擂圆来。

长大后去了西安，到了冬至日回
不了家，就特别想念这种美食。最初
的时候是买了糯米粉，也给搓成圆子
放在滚水里煮熟，没有豆黄粉就用红
糖蘸了吃，但是缺少了豆黄粉的香
味，也没有水磨粉那股甜糯，这个
擂圆就不是家乡的擂圆了。搞了几
次这样的试验以后，我想到了将奶
油饼干用擀饺子的棍子给碾碎，充
当豆黄粉的角色，这样比单独用红
糖蘸着好吃，但与家乡的味道还是
相去甚远，山高路远的，也只能将就

着吃了。
所以说，舌头最是刁民，差池丝

毫就会不依不饶地让你更加想念那
种深植在脑海的熟悉味道；舌头也最
乡愁，只要一接触到家乡的味道，思
乡之情就无可抑制；舌头也最念旧，
对曾经的熟悉味道，会生发出绵绵思
念。

如今到了冬至日，依然是吃擂
圆，不同的是再也不用排队去磨坊磨
水磨粉，也不用早早准备好熟黄豆去
磨成豆黄粉，街上的物料应有尽有，
但吃起来却少了小时候的香甜。深
爱我的外公外婆都已离开多年，假如
他们地下有知，看着我们快快乐乐地
生活，应该会无比开心吧。

冬至的擂圆，我的思念。天各一
方，各自安好。

一座天姥山，
半部《全唐诗》。
潘明军的故乡在天姥山，这是一

片被唐诗滋养的神奇的土地。天姥
山之名，不在其高、其险，而在其神、
其圣。因为李白、杜甫、白居易等400
多位诗人的真情膜拜，天姥山，不但
成就了一条“浙东唐诗之路”，更让自
己成了中国文化史上的一座“圣山”。

但是故乡很多原本“望得见山，
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村庄日渐
走向衰败，却是潘明军心中的痛。
2012年的某一天，他在拥堵的杭州街
头开车，那种来自灵魂的拷问再次喷
涌而出：倘若每个人都只热衷于在名
利场上追逐沉浮，生命的质量何在？
在快节奏的城市生活里，精神何以寄
放？过去以经济指标增长为先导的
发展方式带给社会和人类的沉疴用
什么来疗愈？此时，故乡的诗意山水
再次浮现在脑海里，他想到了“尚诗
堂”三个字，他依稀觉得：是时候为自
己想要的生活做点什么了。

注册商标，踏遍新昌的每个山头
寻找合适的地方，遇见儒岙镇南山村
千坑自然村，着手建造心目中的诗意
栖居地……这个过程，整整花了潘明
军和他3个志同道合的亲兄弟５年时
间。2018年5月1日，尚诗堂天姥山
居文化精品民宿惊艳绽放，它的每个
房间都以诗经里的诗句为名，整个村
庄都是它的后花园，无边泳池美成人
间仙境，居然还有直升机停机坪……
显然，作为长三角地区民宿界的新
贵，尚诗堂已经开始了自己的疯狂圈
粉之路！

01村庄的景致

千坑自然村坐落于天姥山东南
山麓，是一个群山环抱、自然天成的
秘境大山谷，茂林修竹，清流幽涧，空

气里满满的都是负氧离子，实为天姥
群山中不可多得的养生度假和休闲
旅游好去处。

但因为地处山谷交通不便，千坑
村原有的五六十
户人家，大部分
已经外迁到儒岙
镇或者新昌县城
另谋生路，只有

一户人家还在坚守。村里的传统木
结构房屋由于常年无人居住，大部分
已经成了残垣断壁。村里的农田水
利都已荒废，山谷中数百亩的梯田任
由野草疯长。

当然，这种破败萧条的村落景象
已经成为历史。总投资上亿元的尚
诗堂天姥山居一期的落成，让千坑自
然村重新成为当世可遇不可求的桃
花源。

这个桃花源位于村中唯一一条
山中公路的尽头，几幢改造过的黄泥
坯房和玻璃阳光房毫无违和感地混
搭在一起，沿着山谷错落有致地分布
着，掩映于树龄百年以上的枫树、香
樟之间。正是深秋初冬时节，树木绿
中泛黄，黄中泛红，让整个山谷成了
打翻的调色板，斑斓至极，令人恍若
置身于一个隐秘在山林中的人间仙
境。

02空间的美学

尚诗堂在外观设计和整体布局
上追求的是一种不动声色有所克制
的“隐”的境界，内部空间却尽可能地
舒展灵动，让人身处一室，却仿佛坐
拥无垠的时空。

10套联排别墅、1套独栋别墅，一
共15个房间，房间共有3种风格，每
种风格都契合现代人对于诗意栖居
的向往。这里的所谓单间，都是 loft
结构，一层是客厅，二层是卧室，床可
以只有一张，活动的空间却大到奢
侈。单间尚且如此，更别说几个房间
组合的别墅了。一家人度假或者亲
朋好友相约出游，生活在别处的感觉
来得异常饱满而生动。

从外墙的黄泥，到房间的梁柱，
尚诗堂保存着江南传统民居的记
忆，却又用全景玻璃窗、天窗等元
素，把大自然的四季美景请进视线
里，特殊工艺的隔音处理，精心呵
护着现代人看重的私密感。字画、菖
蒲、小盆景、玉石摆件等内饰，让房间
落满中国式雅居的诗意。靠着全景
玻璃窗的大浴缸，则允诺着一种让人
会心一笑的浪漫。重点是房间的名
字，参差荇菜、食野之芩、笤叶青青、
芄兰枝叶……分分钟让人感觉自己
就是诗经里走出来的女子，心境瞬间
变得柔美。

除了客房，尚诗堂的大堂吧和餐
厅也足够惊艳，在大面积使用的全景
玻璃窗面前，大自然无所顾忌地裸露
着自己的绝色，临窗坐着，便觉得熟
悉不过的人间烟火也带着别处没有
的仙气，分外地令人沉醉……

03生活的质感

尚诗堂想要给住客营造的，是一
种有品质感的生活。

在尚诗堂，吃饭绝对是一种享
受。餐厅的环境已经足够让人爽心
悦目，菜品又精致得像艺术作品，能
第一时间颠覆你对民宿的传统认
知。毕竟，不是每个民宿都有曾经在
顶级会所工作过的主厨的！那么，吃
一顿流落在民间的宫廷菜如何？在
尚诗堂，作为一枚吃货的幸福感，就
这样来得猝不及防！

味蕾被充分犒劳之后，请让身体
和灵魂在山水间得到自在吧！走一
走3公里长的环山小道，在石头的问
候与树叶的呢喃中，找寻失落已久的
童趣，在主人特意安放在小道边的简
易秋千上荡一圈欢快的笑声，然后继
续沿着充满风情的山间游步道前行，
去看一眼尚诗堂70米长的无边泳池，
期待下一个夏季的来临。能随时徜
徉于美景之中，这样的生活，已经胜
却人间无数。

在房间里观照内心也是一个不
错的选择。室内铺设着全地暖装备，
确保冬天也足够惬意。房间的每个
水笼头都能流出经过净化的山泉直
饮水，当然，这样的水用来泡茶是最
为妥帖的。看一本书，喝一杯茶，发
一个长久的呆，生命丰盈而纯粹，日
子简单而芬芳。当然，这般的诗画山
水和静谧所在，也适合保鲜爱情、亲
情和友情，带着家人或亲友来，一起
静享岁月温情和世界丰厚的赐予，该
是多么美好的一件事！

“山羊”，是市登山协会的组长，他
的据点在括苍赛道中段的大楼基垭
口。2013年百公里毅行赛道改道，上
白岩到跑马坪中间设置补给点，其中
一个设在海拔900多米的大楼基垭口，

“山羊”自告奋勇担任了全程最辛苦的
大楼基服务点的组长，他带着羊嫂、瑜
滢、开心、葫芦岛、忘忧草等一群已经
退休的驴友，持续5年为百公里毅行以
及柴古唐斯·括苍赛事选手提供服务。

“山羊”是个辛勤的劳动者。大楼
基到临海的直线距离只有区区20多公
里，但是运动员要经过近50公里的崎
岖山路才能到达，若驾车过去，要经过
临海、黄岩西部山区，需花费3个小时
开到林场，然后徒步爬山约1小时才能
到达大楼基服务点。在这么偏僻荒凉
的地方，比赛基本的补给物资要靠“山
羊”他们平均年龄60多岁的志愿者背
上去、担上去。去年，西部山区的公路
因大雨损毁，所有的物资要从山脚肩
挑手扛上去，爬升近800米。比赛的
前一天，是一个细雨天，水涨路滑，一
群大叔、阿姨，戴着雨具，就像《西游
记》里开场的那个镜头，一支十来人的
队伍，背着、担着物资沿着山路蜿蜒而
上，一直走了3个多小时才到达服务
点。小雨的天气，山上蚂蟥特别有生命力，纷纷钻入裤腿，
咬人的时候不疼不痒，然而到了第二天，每个人身上总有几
处地方流血、发痒。

“山羊”是个热心的志愿者。在户外，他最拿手的食物
是烤麻糍。石头上加不锈钢网就成了最简单的烧烤架，几
块木头烧成炭，然后麻糍放着烤，折几根细竹枝当筷子，翻
腾着，没几分钟，麻糍受热膨胀，香气四溢，美滋滋的烤麻糍
就出炉了。因为麻糍轻便易带，还能热着吃，是山地最好的
食物，“山羊”他们时常准备了充足的麻糍带上山，作为自己
的主食，但是，每次从山上下来，他们都饿着肚子。原来，尽
管大楼基不是主食补给点，但疲劳的运动员闻到了烤麻糍
的香味，便过来分享，“山羊”他们便很乐意地将自己的食物
分享给运动员，以至自己饿着肚子。大楼基垭口有一段防
火道，运动员经过时都要侧着脚走路。“山羊”看到后，带了
一把小锄头，平整了一块地作为服务点，并且将几百米的道
路也修整了，使运动员能直着脚走路。比赛前，“山羊”他们
总要把附近的赛道再检查一遍，并在部分路段挂上青蛙灯，
为运动员照亮道路。

我们户外界有两双有名的鞋子，一双是老张的套鞋，另
外一双则是“山羊”的凉鞋。60多岁的“山羊”能够穿着凉
鞋，不紧不慢地走完百公里。在大楼基的赛道上，“山羊”他
们拉出一个很大的横幅：“大楼基人民欢迎你”，惹笑了不少
运动员，大家顷刻从比赛的紧张中放松下来。

在山上，在大楼基，“山羊”他们是一群热心的志愿者、
辛勤的劳动者，下山后，又是一群快乐的旅行者。他们凑钱
买了辆面包车，由持大客驾驶证的“山羊”把舵，每年来
几次说走就走的旅行，迄今为止，他们的足迹已经踏遍了
大半个中国。如梦如画的稻城美景、恢宏壮丽的珠峰雪
山、绝美的人间天堂香格里拉、撒水成冰的北极村，对于
他们来说，旅行不但是人生中的精彩经历，还是弥足珍贵的
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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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山羊”（左一）和他的伙伴们。

思 念 的 擂 圆
□郭阳青

尚 诗 堂尚 诗 堂尚 诗 堂尚 诗 堂
□杨红枫

民宿界新贵民宿界新贵————

户外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