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舌尖上的荠菜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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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天的青蛇

很多人都看过《新白娘子传奇》，看
了电视剧之后再看电影《青蛇》，会有似
曾相识之感，这部电影我究竟是看了多
少遍，还真的数不清了。

印象最深的是王祖贤和张曼玉从蛇
刚变成人形时，袅袅娜娜逶迤而行的样
子。“两条蛇，走得要多好看有多好看。
瞥一眼她二人，眼神间纠缠不清，几乎没
有结成情茧。”这是李碧华的原句，别说
男人，我一个女人，也看得魂荡神散，两
人摇曳的姿态美得入了骨髓。可能是电
影拍得太好了，就想看看小说，我专门从
孔夫子旧书网上买了李碧华的原著。

与各个版本的《白蛇传》都将白蛇作
为中心人物不同，在李碧华的《青蛇》中，
破天荒地将小青作为表现对象，小青的
经历、小青的思维、小青的视角，这也是
这篇小说得名的缘由。小青的身份不只
是白素贞的妹妹，还是白素贞的情人乃
至情敌，还是许仙的恋爱对象，也是许仙
的仇恨者。白素贞、小青和许仙之间原
本清晰的身份关系在小说中被拓展、深
化、互相纠缠，小青的不同身份转换、跳
接，推动了小说情节的不断发展。

李碧华在小说中发挥了她在情感
描写上的特长，把白素贞的患得患失、
小青的懵懂耿直、许仙的怯懦狡诈表现
得淋漓尽致。当小说发展到高潮时。
李碧华异想天开地让小青杀死了许仙，
一种“即种孽因，便生孽果”之妖艳，人
性的光辉。

白蛇纵然有千年的修行，“半生误
我是痴情”。情爱，毒过任何毒药。

整本《青蛇》，主要传递这样一段
话：“每个男人，都希望他生命中有两个
女人，白蛇和青蛇。同期的，相间的，点
缀他荒芜的命运。——只是，当他得到
白蛇，她渐渐成了朱门旁惨白的余灰；
那青蛇，却是树顶青翠欲滴爽脆刮辣的
嫩叶子。得到了青蛇，她反而是百子柜
中闷绿的山草药；而白蛇，抬尽了头方
见天际皑皑飘飞柔情万缕新雪花。”这
段描写，像极了张爱玲《红玫瑰与白玫
瑰》里那段朱砂痣和白月光的比喻。相
对于张爱玲所说的朱砂痣、蚊子血，李
碧华的这一段写得稍微用力过猛，不如
张爱玲的笔力隽永。聪明如李碧华与
张爱玲，其实早看透了这世间情爱。只
不过张爱玲笔下的女人多矫情，李碧华
笔下的女子多热烈决绝。

李碧华出生于广东一旧式大家族，
祖父娶了4房太太，还有众多妾侍。在
这样的深门大院长大，李碧华见惯了为
争宠不择手段的是非，也对那些封建女
性从骨子里产生同情。所以李碧华笔
下的女性多是独立自主的，不用为了任
何人而活。这也是李碧华想传递的东
西。自私的人性很可怕，却很真。多少
人都会小心地避开，而李碧华却一股脑
地全倾诉在笔端，她要读者看到生活原
本就是这样，没必要藏着掖着。

就像李碧华所说：“人间烟火，哪有
极品，只因当时饥渴，所以销魂。”全书
主要在讲素贞和许仙的爱情故事，却是
以小青的视角来写的，因而取名《青

蛇》。又或者说，它讲述的是一个女人的
两个阶段。一个乐天，一个成熟；一个没
心没肺，一个隐忍理性。白蛇代表着传
统的男性视角，青蛇是无拘无束的女性
世界。在李碧华看来，男人总是不及女
子可爱的。

相较于唯美的电影 ，小说或更值得
玩味。《青蛇》如果终结于白素贞永镇雷峰
塔，大约也是可以的。不过李碧华又将时
间线拉长到现代，加上了一个以革命小将
许士林为首的红卫兵们挖倒雷峰塔、无意
中释放了白素贞的“尾巴”。就整篇小说
来看，它突然改换了场景，使小说具有了
一层“反思气”，从而有了现实意义。

初夏之季，在我的老家，正是人们吃野
菜的好季节，而吃得最多的野菜，是荠菜。

在天气晴好、空气清明的日子，当你走
进郊野踏青的时候，总是能看到在田间地
头，有人挎着小篮子，拿着小铲子，在翻动
着黑土地挖荠菜。

荠菜又名菱角菜、麦地菜，为十字花科
一年或二年生草本植物，叶嫩绿，根白，气味
独特，泛着大地泥土的芬芳。在乍暖还寒
的初春，在阵阵还裹挟着凛冽气息的春风
里，荠菜便欣欣然，如小草一般，在田间、地
头、溪水河畔顽强地拱了出来，悄悄地生长，
又悄悄地上了人家的餐桌，赢得了烟火尘
世的青睐。

荠菜既是我们餐桌上的美食，也是一
种地道的药材。它富含荠菜酸、蛋白质、胡
萝卜素以及人体所需要的各种氨基酸和矿
物质，具有和脾、利水、止血、明目、抗癌等功
效。俗语说：“三月三，荠菜当灵丹。”所以，
此时不食又待何时呢？

荠菜烹饪的方法很多，人们可以按照
自己的口味和喜好，恣意地煎、炒、凉拌、做
汤、包馅、炸丸子等。平日，我喜欢用猪肉
和荠菜一起拌馅包饺子，或用土豆和荠菜
一起做汤。猪肉荠菜馅的饺子，既有肉的
浓香又有大自然野菜的清香，吃到嘴里，它
们在舌尖上缠绵，很令人回味。土豆和荠
菜一起做汤，那土豆的绵柔和荠菜的鲜香
味，让你吃了这次还想吃下次。

早在唐朝，人们就开始用荠菜包馅做
煎饼了。宋朝辛弃疾亦云：“春日平原荠菜
花，新耕雨后落群鸦。”可见，春天吃荠菜，
古已有之。“城中桃李愁风雨，春在溪头荠
菜花。”辛弃疾在这首《鹧鸪天·代人赋》词
中，描述了荠菜欣欣向荣的一派春景。《诗
经》里也有“甘之如荠”的说法。

挖荠菜。在山野田头，感受着一朵一
簇的荠菜花匍匐于大地上的真诚，感受着
阳光下小草的明媚，只觉得大自然风物和
美、安宁，令人心中愉悦。

在这个丰盈美丽的季节里，携筐于田
野地头挖荠菜，挖的是轻松、是快乐。看着
充满生命活力的小小荠菜花，闻着飘散在
空气中的淡淡荠菜花的馨香，好似吃到了
美味的荠菜，荠菜的香留在了味觉里，氤氲
在了舌尖上……

当我努力地拂去覆盖在记忆上一
层厚厚的浮尘，从往事的故纸堆中，像
翻找一张旧唱片一样地翻出那块空出
在乡村东头的打谷场时。刚刚理清的
思路，仿佛还要经过一番精心细致的擦
拭和清洗，方能见出它的真面目。然
而，此时此刻，记忆的播放器响起的却
并不是什么动听的京腔戏曲，也不是什
么古老的歌谣或民间小调。而是一片

“噼噼啪啪”的炸响，就仿佛唱片搁的时
间久了，有些损坏所发出的一种类似如
杂音似的声音。

然，非也。这是一片响在谷场上的
连枷声——五月的村头在打麦。

生产队各家各户的妇女劳力都集中
到这里，她们或七八人，或十几人，在宽
阔的场地上相对站成齐刷刷的两排，手
中紧握的连枷，起起落落，井然有序地拍
向铺开在场地上的麦子，用力地拍打
着。那噼噼啪啪的响声很有连串性，就
仿佛谁在村头场地上点燃了一挂长长的
响鞭，一时间响个不停。那时人们的心
目中还没有“打击乐”这个词，所以我在
一篇诗文里把这响声说是“鼓给五月的
掌声”。

打场的头天晚上，我曾看到母亲从
木楼的架坊上取下那把包裹着一层厚
厚扬尘的旧连枷。母亲将上面的灰尘
一点一点地清扫干净，把一些头年打场
时弄坏的连枷骨取下来，重新换上新
的。找来一些新麻皮搓成细绳，将其编
绑结实。再检查检查枷脑处可有什么
损伤，枷柄是否还扎实。看看一切都不
存在任何问题后，这才放心地上床去休
息。为第二天的打场养精蓄锐。

日头从东边的山岗上刚露出那张红
扑扑的脸时，夜露还未完全从草叶上褪
尽。打场的妇女们便早早地赶来，场地
在这之前已被平整过，这些妇女们之所
以这么早地赶来，因为先要对场地进行
清扫除尘，除落叶和一些垃圾。刚走了
一群雀鸟的叽喳，又加入进一群村妇的
喧哗。有道是三个女人一台戏，这前来
打场的又何止三个，三个三个还有出头
的。能不热闹嘛？于是东家长西家短
的，张家咸李家淡的，南边城里北边乡间
的……有的是扯不完的闲。那时我的母
亲也是这个队伍中的一分子，上工的女
人们聚齐了。接下来是麦子聚会，它们
头挨头脚挨脚挤挤挨挨的被铺满一场
地。很安静，也很有序。只等日头当空，
晒的那些饱满着颗粒的穗发出轻微的炸
裂声时，这便预示打场的时间到了。别
看这群没事时只知道嘻嘻哈哈的妇女
们，一旦干起活来一个个都不含糊，手中
连枷一握就如同士兵上战场一般认真严
肃。这些用竹条编扎成的长而扁平的大

“巴掌”，拍打起来既有力道又很响亮。
它们整齐划一，起落有序。没有一个重
叠，没有一个错乱。此时的麦场就如同
战场，只有连枷的起落，只见人身的晃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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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蛙，算得上是夏天的精灵。这活
脱机敏的小青蛙，白日快活地戏水，一入
夜，便放开歌喉唱翻了夏夜。“小青蛙，呱
呱呱，水里游，岸上爬……”有首儿歌这
样唱。但我也时常到古诗词里，去找寻
青蛙灵动的姿影。

宋代·陆游《幽居初夏·其一》：“湖山
胜处放翁家，槐柳阴中野径斜。水满有
时观下鹭，草深无处不鸣蛙。箨龙已过
头番笋，木笔犹开第一花。叹息老来交
旧尽，睡来谁共午瓯茶？”这首描写初夏
蛙鸣和状景抒怀的诗作，诗人陆游妙笔
轻轻一点，便呈现了居所环境的清幽与
美丽，更把青草深处的蛙鸣，写得诗意悠
长。那里有湖光山色，蜿蜒小路，葱茏的
槐树，翩翩起舞的白鹭。青蛙在草丛中
鼓喉而歌，刚脱去箨壳的新竹在阳光下
舒展枝叶，木笔花迎风绽放，好一派欣向
荣的景色。然而，面对大自然的美景，诗
人想到往日旧交竟零落殆尽，无人谈心
品茗，共享湖山之乐，不禁愁绪满怀，一
种落寞之感顿时袭上心头，那热闹欢腾
的蛙声在诗人听来竟有些伤感了。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
蛙。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
花。”宋代·赵师秀的这首脍炙人口的咏
蛙诗《约客》，写的是梅雨时节，一个烟雨
蒙蒙的夜晚，乡村池塘边的草丛里传来
阵阵蛙鸣，这时已是半夜时分了，约好的
客人却迟迟未来，诗人无聊地敲着棋子，
看着灯光一朵一朵落下。正是这处处蛙
声，烘托出了周围的宁静，将诗人失望寂
寥的心情生动地呈现了出来。这首诗生
活气息浓郁，细节独特，是我非常喜欢的
一首诗。每到夏天，我都要朗诵这首诗，
眼前亦浮现出一幅青蛙在夏夜雨中热闹
鸣叫的景象。

宋代·曹豳《春暮》：“门外无人问落
花，绿阴冉冉遍天涯。林莺啼到无声处，
青草池塘独听蛙。”这首即景诗，看似朴
素自然，又热烈和乐，暮春的景象又是那
么浓恰柔美。在诗人眼里，明媚的春天
已悄悄溜走了，花儿凋零，大地上一片葱
茏，黄莺不再啼鸣，只有池塘边的青蛙在
热烈地奏着大合唱。此诗借景抒情，通
过花、鸟、叶衬托出“暮”字，又通过青蛙
的鸣叫，暗示着季节的转换，表达了诗人
热爱自然，珍惜光阴的美好品质。

“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稻
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七八个
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旧时茅店社林
边，路转溪桥忽见。”辛弃疾的《西江月·
夜行黄沙道中》几乎妇孺皆知。此诗说
的是，诗人晚上行走在黄沙道上，眼前的
明月清风、疏星稀雨、鹊惊蝉鸣、稻花飘
香、如歌蛙声让他心旷神怡，诗思大发。
他从视觉、听觉和嗅觉三方面描写了夏
夜的山村风光。画面优美，情景真切，恬
静自然，让人颇感适意，并充满无限向
往。“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这一句既朗朗上口，活泼轻快，又写出了

胡萍季候物语

蛙鸣诗意长

诗人对丰收的期盼和对青蛙的喜爱，读
来令人遐思翩翩，回味无穷。

初夏时节，读古诗，听蛙鸣，得闲情
亦得雅致，甚是美妙与惬意。

和麦壳伴随着灰尘的飞扬。
那隔冬的播种，开春的施肥和除草，初

夏时的保墒和防病虫害，仿佛都是在为这
场击打蓄积力量。这力量被收割的镰刀消
耗了部分，剩下的让一根草绳一股脑给捆
成捆，一担担被挑进谷场垛成朵蓄积了起
来。

就等开打的这一天。
一时间，寂静搭上那些被吓飞去的鸟

儿们翅膀的便车，一起躲进了远处的树林
里。把谷场上的空间暂时让给连枷的拍
打，头顶上的太阳也仿佛被这枷声所振奋，
那股子火辣劲一下子增强了许多，从打场
人身上那被汗水浸湿的前胸贴着后背的衣
服上不难看出，被晒干的地方显现出一圈
白白的盐渍。

一片枷声算不上什么好听的鼓点，
更不能成为乡村独特的打击乐被搬上银
屏，或者被载入史册。它粗粝、炸裂，不
属于动听的那种。好在进入到机器时代
的今天，这些粗粝的声音已被厚厚的时
间所掩盖。

我不知道我这被翻出的记忆的“老
唱片”，此时是该继续地播放，还是要将
其收起把它继续尘封起来。正踌躇间，
却听北宋人楼璹在吟：“持穗及此时，连
枷声乱发。”

其时，这“乱发的枷声”，已只响在时光
的深处，被现代化的机器声深深遮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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