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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豆花儿开放，是一簇簇的白。只
有花蕊当中，才见微末之红。在莲花谷
毗邻的山西境内，有一句民歌这样唱道：

“山药蛋（土豆）开花一咕嘟白，小鸡子透
过扳机来。”（山西民歌《七十二开花》）而
在莲花谷，土豆的种植面积比较小，前些
年有人种了，卖给专门收土豆的人，贴补
家用。现在，随着田地面积越来越少和
土豆品种的“近亲繁殖”，在莲花谷，土豆
的长势愈发不好，收成不丰，村人便越种
越少。

土豆通晓全世界的秘密，从地上到
地下，它们是最务实的通行者、参与者和
悟道者乃至终成正果的修行家和大智若
愚者——每年五月，土豆秧子高高乍起，
瞬间开出花朵，引来许多蝴蝶和蜜蜂。
但往往这时，莲花谷一带常常大旱。土
豆和玉米一样，对水的需求量很大。为
保证它们的正常生长，如期结出拳头大
小、绵甜好吃的土豆。村人们在没水可
浇的情况下，只能手提水桶，到就近的水
井或者水洼中，把水提到地里，再倾倒在
土豆根部。

大中午是不能放水浇土豆的，因温
度高，冷水乍进，会使土豆变得干硬难
吃，也不能使正在生长的土豆露出地面，
太阳晒得多了，就会发青，吃起来很辣
——夕阳西坠，余光在莲花谷附近的田
地和山坡上荡漾。蔫了的玉米、豆子和
谷子们正在舒展身子和脸蛋，土豆们紧
缩的身子也正在徐徐打开。我放学回
家，就提了水桶和水瓢，到土豆地边，舀
了浑浊的水，再拎到地里。

连日的暴晒，土豆地里裂开无数
的缝隙：一是土豆成长的结果，二是干
旱所致。我看到了，就觉得心疼，急不
可耐地把水倾倒进去。哗哗的水，在
土豆根茎之下，冲起一片黑色的泥
浆。紧接着，传来咝咝的响声。泛着
水泡的地面，不一会儿就洇湿起来。
裂缝顷刻无踪。

那么多嗷嗷待哺的土豆，让我有一
种紧迫的压力。心想，它们就像是一群
受委屈的孩子，都在等着我安抚。我上
下跑动，一提再提，一直提到太阳在西
边的山后被黑夜俘虏了，才可能把整片
土豆地浇完。在薄暮中，土豆花白得叫
人想起棉花和雪团……葱绿的叶子变
得幽暗，逐渐与黑夜融为一体。而泥土
渗水的声音，虫鸣却越来越响亮。有一
些飞高飞低的萤火虫，从荒草丛生的河
滩、近处的山坡、甚至村人堆放土粪的
地方，毫无声息扑面而来，掠过土豆花
和蛤蟆的鼓噪，在我眼前飞舞，有的触
到了我的鼻梁和眼睛，有的在我怀里碰
壁，跌落尘埃。

到农历五月中旬，土豆就可以吃
了。菜蔬稀少的莲花谷，很多人就开始
炒土豆吃。我们家的土豆总是种在最不
起眼，旱情最严重的地方。这活计我干
不好，但父母忙时，必须硬着头皮上阵。

我扛着锄头，走到地边，先找了土壤最
薄、秧子低矮萎顿的地角，扔下荆篮。先
往手里吐一口唾液，双手搓搓，然后瞅准
其中一株三十公分开外的地方，使劲下
去。只听得噗嗤一声，明亮的镌头插进
了泥土，再使劲一拉，土地裂开，被众多
细小根系联系在一起的土豆们便都暴露
开来。

洁白的土豆，像是孪生众兄弟，亲密
小姐妹，抑或是住在地下的神话小矮人，
传说中隐匿的仙丹妙药。我蹲下来，轻
轻拉出藤蔓，根部的土豆还是不舍得养
育自己的藤蔓，也随着破土而出——我
一个个捡起来，放在手里，搓掉它们身上
粘连的泥土——光光的土豆，洁白的土
豆，浑圆或者扁平，微小或者硕大，都让
我觉得了一种收获的喜悦。

它们满身的斑点，褐黑色的，像是无
数眼睛——照亮地下的生活。这种生活
实际上是一种旅程，从无到有，从小到大
的过程。那些褐黑色的斑点，大致就是
土豆们在泥土之下用以张望和呼吸的眼
睛与嘴巴——白色皮肤之内，还是白色，
白色的汁液像是沉淀的奶液在我的手
里，有一种爽滑但不黏腻的快感。

有时候，我会不小心将它们斩为两
半，这总是会让我受到母亲和父亲的斥
责。在他们眼里，这样的行为不仅损坏
了土豆的完整性，更重要的是，这是对土
豆和自己劳动果实最大的不尊重。其
实，我也觉得惋惜，完整的土豆，就像完
整的一个人，谁见谁喜欢。我没有办法，
等刨完之后，就提了荆篮和锄头，蹲在河
边一个个地清洗。土豆在手里褪下衣
装，它们的眼睛和嘴巴被我刮下来，洁白
而鲜嫩的身体越发赤裸。忍不住用牙咬
咬，有股清脆的味道，在口腔内炸开。

我喜欢这样的味道，但很少生吃土
豆。有些年暑假，到山里去打柴或者捉
蝎子，饿了，就偷着谁家的土豆和红薯、
掰别人家的嫩玉米，找一个阴凉的地方，
点起火堆，把土豆、红薯和玉米放在里面
烧烤。大约半个小时，玉米就熟透了，黑
黑的玉米，冒出芬芳的香气。吃得两嘴
发黑，仍旧津津有味，乐此不疲。烧熟的
土豆比红薯和玉米更好吃，剥开一层硬

皮，土豆内核就像是粘结起来的糖球，沙
沙地绵。

这样的野炊，我以为是最美的生
活。有时候想：只要有烧土豆吃，让我到
山里当个野人都喜欢。还想：这辈子不
管走到哪里，只要给我土豆吃，我就饿不
死，以为是最幸福的生活。那些年，母亲
在家或者不在家，我都会自己动手，炒一
大锅土豆片或者土豆条，加上几瓣蒜或
大葱，再加适当食盐，我和弟弟就能比平
时多吃好多饭。

我还喜欢煮食土豆，莲花谷的人，也
都有在稀饭中放土豆瓣、豆角、花生米和
红薯的习惯——唱《七十二开花》的山西
农村也更喜欢土豆。我姥舅所在的左权
县某个村庄，人们种了土豆，除自己吃
外，多余的用来卖钱，或者换莲花谷的白
面——煮熟的土豆，皮开肉绽，吃在嘴
里，那种快感——不喜欢的人根本感觉
不到。我还喜欢用土豆烧牛肉和排骨、
吃甘肃古浪人做的土豆饼和土豆泥饺
子。

从莲花谷到莲花谷以外，我的世界
似乎只有土豆那么大。而土豆，却满世
界生长，它们是人类的食物，也是全球性
的植物，在不同国度的土壤中，在不同的
火焰和烹调用品中，始终保持了土豆的
模样和味道——而相对薯条和土豆条
——我更喜欢煮土豆、蒸土豆、土豆泥和
炖土豆——土豆是我在俗世生活之中，
最热爱的食物，虽然素，但有着肉质的口
感、土生植物的贴切和令人放心的实在
感——土豆构成了我对食物生生不竭的
渴望和满足，也似乎只有这些土豆——
只要有土豆，我都以为它们是世上最好
吃的菜肴。

但很多地方的人不善于做土豆菜，
要不油炸得过狠，要不半生不熟。我以
为这是糟蹋土豆——这些年来，我总是
渴望能在五月前后再次回到莲花谷，浇
土豆和吃土豆是其中最为诱人的因素。
还有些时候，想在巴丹吉林种植一些土
豆，可盐碱土地，不宜土豆生活。另外，
虫子也太多，还没等土豆向地下的泥土、
昆虫和幽灵们告别，就被虫子们吃得千
疮百孔、魂飞魄散了。

前些年，我为土豆写过几句诗，用以
表达自己对于这种泥土中生长和成熟的
人间美食喜爱与感恩之情——“从泥土
的宫殿找到你/大地幽深的子宫/亲爱的
土豆。我们是前世的兄弟/今生的夫妻/
在尘世，我一次次想到你/在日光下抚
摸，在内心铭记/在同样有黑暗的人间/
用牙齿和舌头/一次次亲吻、嚼动、吞咽/
用柔软的胃部提取/这一具血肉之躯/一
颗灵魂，与你生死不离/与你轮回消长
——我们紧紧拥抱/就像这众生，从地下
到地上/这暴露和隐匿的秘密/我们一一
汲取，在坚硬的时间之中/以进入身体的
方式/被他们，和它们，一次次吞噬，一次
次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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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坐在你的面前时（外一首）

■ 蓝蓝

我坐在你的面前时诗在写着它的句子。

它的旋覆花，它傍晚的紫茉莉

它酒杯盛满的袖口

它写着衣领的敞开和拒绝

双唇间的沉默和话语

当我坐在你面前时夜色已经来临

它记下日历遗漏的页码

多于钟表的刻度，它在月亮的缺失处

缝补着不足，那目光，那哀伤的手指

当我们离去，它留在空沙发中歌唱

并长出它的旋覆花、傍晚的紫茉莉

成为下巴、微笑、时光和叹息

◎含在眼中的泪水
含在眼中的泪水，欢乐的歌！

初绽的野花，你

温柔的触摸在眼睑上

最会亲吻的嘴唇

焊住了甜——

时间是奇怪的东西，它一动不动

能在任何地方或者

任何时刻。

——我懂你无语的沉默。

日落时的歌声落在

夕阳沉下的山脊上。

那不是时间。那是从我们袖口

脱落的两只手。

含在眼中的泪水，欢乐的歌！

我总是跌倒在美梦的门槛前，啊，推着我走

你四季的节奏，你大雪的飞舞

直到我的歌照亮原野、溪水

碎玻璃中的血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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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一个晚上重读杜拉斯的
《情人》，依然新鲜怡人。杜拉
斯的语言和风格，必须是有了
一定的阅历、写作基础和适宜
的心境才能看出其妙处来的。
安静，散淡，忧伤，又不乏刺痛
人心的东西。

《情人》有点散。说散，是
相对于一般的小说必须依靠
故事的巨大张力来支撑全局
而言的。绝大多数的小说都
不得不循着故事的逻辑展开，
能看到小说里面一条绷紧了
的故事的主线，非如此作家不
能放心。的确如此，在故事的
强大逻辑力量里写作，让人心
安，即便啥也没有，起码还有
个硬邦邦的故事在。而一旦
游离出去，大约心里就没什么
底了。

杜拉斯有底，她有足够的
能力让《情人》散而不散。小说

多出斜逸的旁笔，整个小说有
条或隐或现的主线，并不复杂，
但是枝枝蔓蔓丰满了它，也使
之深刻。加上她的明亮的淡灰
色的笔，小说就十分可观了。
这样的小说应该出自一个女人
之手，午后的阳光里，淡淡的
风，穿着睡衣的女人慵懒的自
语，有些絮叨，但认真起来又非
常精炼，原因是她经历过了，在
心中存放了很多年，每一个细
节都已经被咀嚼过，淘汰了渣
滓，包括图摹这一细节和一点
小心情的文字。好的小说需要
沉淀，然后删减，才能成就出一
段发亮小说。怀恋一桩爱情，
忧伤一点，散漫一点，美好的回
忆纷至沓来，没法串成一根紧
凑的项链，就做一个忧伤的紫
葡萄的水果拼盘。杜拉斯深解
其道，努力返回真实和虚构并
存的历史现场，一点点地回忆，
一点点地剔除芜杂，一点点地
说出沉至今日的，她把那些有
效的散漫时光重新拉回到我们
面前。时光如此，你信了；爱情
如此，你信了；那么，小说如此，
你一定也会信。

杜拉斯的文字实在好，王
道乾翻译的也好，除了那个经
典的开头，我在第七十二页读
到一个美不胜收的句子，该句
子激起了我阅读杜拉斯其他小
说的欲望：

“她笑得多么好，像黄金一
样，死去的人也能被唤醒，谁能
听懂小孩的笑语，就能用笑唤
醒谁。”

这个句子里站着一个修炼
成功的杜拉斯，什么都有。

薛涛是唐代带有传奇色彩
的女诗人，与刘采春，鱼玄机，
李冶，并称唐朝四大女诗人。

薛涛出身书香门第，“容
姿既丽，通音律、善辩慧、工诗
赋。”只因父亲过早去世，贫寒
的家境，使之不幸沦为乐伎。
她酷爱诗文，虽身处逆境，却
从不放弃研读，正因为这样，
她在诗词、音律等方面有着很
高的素养。

闲暇时，她在成都浣花溪
采用木芙蓉皮作原料，加入芙
蓉花汁，制成深红色精美的小
彩笺，用于写诗酬和。浣花溪
水清质滑，所造纸笺光洁可爱，
为别处所不及，彩笺因之被誉
为“浣花笺”。关于“浣花笺”，
有很多题咏。韦庄有诗曰：“浣
花溪上如花客，绿暗红藏人不
识。留得溪头瑟瑟波，泼成纸
上猩猩色。手把金刀劈彩云，
有时剪破秋天碧。不使红霞段
段飞，一时驱上丹霞壁。”李商
隐也有诗云：“浣花溪纸桃花
色，好好题诗挂玉钩”。而制作

“浣花笺”的圣手，正是薛涛。
后人将“浣花笺”称之为“薛涛
笺”。

薛涛幼时即显过人天赋，
其父薛郧学识渊博，视她为掌
上明珠，从小就对女儿倾其所
知所学。八岁时，其父曾以“咏
梧桐”为题，吟了两句诗：“庭除
一古桐，耸干入云中”；薛涛应
声即对：“枝迎南北鸟，叶送往
来风”。薛涛的对句似乎预示
着她一生的命运。

唐德宗年间，统领西南、
能诗善文的儒雅官员韦皋，听
说薛涛诗才出众，且是官宦之
后，便破格将乐伎身份的她召
到帅府侍宴赋诗。在一次酒
宴中，韦皋让薛涛即席赋诗，
薛涛神态从容地拿过纸笔，提
笔而就《谒巫山庙》，诗中写
道：“朝朝夜夜阳台下，为雨为
云楚国亡；惆怅庙前多少柳，
春来空斗画眉长。”读其诗，韵
味沛然；观其字，无女子气，笔

力峻激，行书妙处，颇得王羲
之法。韦皋看罢，拍案叫绝。
如此一来，薛涛声名鹊起，帅
府中每有盛宴，薛涛便成为侍
宴的不二人选。

一年后，韦皋惜薛涛之才，
欲奏请朝廷让薛涛担任校书郎
官职，因史上从未有过女子担
任“校书郎”之先例，所请终未
果。但自此之后，“女校书”“扫
眉才子”之名已不胫而走。

在造纸艺术之外，薛涛是
个奇女子，她传奇的迤逦妍
逸的人生经历，透露出她过
人的智慧和独善其身的秉
性。即使身为乐伎，她的机
智和才华仍获得了同时代诗
人们的爱慕肯定。

诗人元稹与大她十一岁的
薛涛有过一段情感经历，两人
流连在锦江边上，相伴于蜀山
青川，共度了一年美好时光，最
终却没有结果。元稹去了扬州
后，曾寄诗给薛涛，表达思念之
情，后来还是中断了这份感
情。元稹离开成都时，薛涛写
过一首《送友人》：“水国蒹葭夜
有霜，月寒山色共苍苍。谁言
千里自今夕，离梦杳如关塞
长。”这首送别诗，表现出诗人
对友情的执着。分别在“月寒”

“夜有霜”的深秋季节，本来就
教人伤怀，可诗人偏说“谁言千
里自今夕”，反伤感之意而安慰
对方，其伤感之深沉可见一斑。

只是，一张薄薄的桃色纸
笺，终究留不住虚情场中是是
非非的情感。而于薛涛而言，
爱情之火一旦燃起，就不易熄
灭。正因如此，薛涛对元稹的
思念刻骨铭心，她相信元稹说
过要回成都见她的话，不惜以
全部身心等待与心上人再度
相逢。最终她还是明白过来
了，自己只不过是他生命中的
一个小插曲。为此她脱去乐
籍，退隐浣花溪，不参与任何
诗酒花韵之事，从炽烈走向了
淡然。浣花溪旁仍然车马喧
嚣，人来人往，但她的内心却
坚守着一方净地，一门心思在
溪水边制作精致的粉笺，过了
近二十年清淡的生活，直到孤
独地老去。

那份寂寞如今是不是一如
既往地飘荡在浣花溪上，没有
谁知道。“花开不同赏，花落不
同悲；欲问相思处，花开花落
时。揽草结同心，将以遗知
音。春愁正断绝，春鸟复哀
吟。风花日将老，佳期犹渺
渺。不结同心人，空结同心
草。那堪花满枝，翻作两相
思。玉箸垂朝镜，春风知不
知。”《春望》全诗，让人感受着
花谢花落花飞的绝望。无疑，
这首诗正是那些日子她凄怆悲
凉心境的真实写照。

犹如一堆温热的余烬

这盛夏的暮晚

火，似乎还在微弱地烧

听不清那些熟悉的声响

太过微小

热浪吞咽故乡的心跳

霞光粉红，打湿了天幕与丘陵

蓝的更蓝，青的愈青

乳白色的云朵自半山腰挤出

然后凝固

与印象中浓稠的炊烟辉映

新月藏在一角，偷偷地把往昔

挑破

记忆突然如泉喷涌

将这静态的暮晚淹没

绿豆，青绿香甜。
据中医书载，味甘性寒，厚肠胃、润

皮肤、和五脏、滋脾胃。盛夏，盛一碗绿
豆汤，捧在手里，如一团绿荫；含在舌尖，
清凉甘甜，那浓浓的带着绿色的汤汁，悠
悠流进心底，一个怡然清凉的绿色生活
仿佛瞬间在眼前打开……

儿时一到夏天，风都是热辣辣的。
阳光下的树木和花草，都耷拉着脑袋。
在乡下，有些农活儿不会因为天热就可
以不干，比如说锄草。天气越热，越要抓
紧时间干。只有这样，那些被锄下的草，
才能在太阳的暴晒下，彻底死去。长时
间在太阳下暴晒，再加上劳动，体质虚弱
的人就有可能中暑晕倒。

每到这个时候，母亲将适量清洗洁
净的绿豆放在锅里，再倒入新从井里提
来的净水，静静守着它煮开。窗外热浪
开始汹涌，锅内的绿豆也在水里缓缓沸
腾，似舞着的绿色小天使。渐渐，绿豆在
水里绽成一朵又一朵美丽的花，漾起又
沉下，默默地敞开她温软的胸怀，毫无保
留地将自己的果肉全部献出，直至变成
了绿泥悄悄化入水中，汤儿也由青绿变
成了绿褐色。

母亲用勺子慢慢搅拌，稍等冷却后，

加少许白糖，一边盛汤，一边呼唤着她亲
爱的女儿，这时整个厨房便会弥漫着甜
甜的清香。煮好的绿豆汤，捧在鼻端细
细地闻，含在舌尖柔柔地品，一丝清甜、
一丝芬芳、一丝凉爽流进心底，一个宁静
怡然的绿色日子舒展开来，燥热的夏日，
得到了悉心安抚。那时正值室外酷热无
比，坐在屋子里，我们兄妹几个叽叽喳喳
地喝着母亲做的绿豆汤，偶尔还会为谁
喝多喝少了吵个不休，好在那清甜凉爽
的感觉能一直浸到五脏六腑，真的可以
清凉整个夏天了。

记忆中，喝着母亲做的绿豆汤，感觉
有一丝微微的甜在唇舌间游动，还有一

股淡淡的香在肺腑中飘散。仿佛喝的不
是绿豆汤，而是一碗盛着温情与厚爱的
玉液琼浆。儿时的我一到大暑，嘴上就
容易生干疮，喷药剂、吃蛋黄都不管用，
疼得饭都吃不下，听老人们说绿豆能去
火，于是，我的母亲，我那平时把事业看
得比一切都重要的母亲，一下班，便开始
与黄昏热烈的晚霞赛跑，心急火燎地赶
回家，在热火朝天的厨房里，独自守着袅
袅的热气，挥汗如雨，为她亲爱的女儿煮
绿豆汤。绿豆汤，就是一点一点地守着
才能煲成这样的，就像爱，一点点地守着
付出一样。而愿意这样为我慢慢煲汤的
人，心中，一定是十分在意十分疼惜我
的。

记得，曾经看过一篇文章《绿豆煮
夏》，内容倒是不太记得了，但是诗意的
标题却让我久久难忘。绿豆煮夏，夏日
被煮沸了，我们却有了意想不到的凉
爽。或许只有绿豆才有这样的神奇，才
会让我们的夏日更快乐，更从容。又到
暑夏，喝着绿豆汤，我情不自禁地想起那
段在乡下度过的时光。一口一口地喝
着，时光就这样慢下来，在这种缓慢中回
味过去，品味生活，自然会有一种清凉与
淡然进入心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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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尾湿地公园
■ 陈有膑

我们开车拐入了窄小的土路

湿地公园以稀有的荒芜招待了我们

卷起的烟尘一度使我产生错觉

恍若多年前的一次归乡

芒草，芦苇，枯荷，马尾松，露兜树

草木们在晨曦中以一种乡村方式醒来

我们惊叹于眼前大自然的原始之美

而藏匿于草丛树上的鸟鸣也惊叹我们的

惊叹

我与友人跳上岸边的绿色小船

欲摇渡到水中央去摘一朵童年时的残荷

摇晃嬉笑惊飞了草丛中的一群野鸟

我迅速地举起相机捕捉了它们

多年后我们和飞鸟已不在人世

这样美好纯净的日子还将继续

在清晨，新的人们在晨曦中来到这里

同样的鸟鸣和芬芳招待了他们

盛夏的暮晚

■ 吴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