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春卷历史悠久， 它是我

国民间节日的一种传统食

品。 据史料，春卷的起源与

我国养蚕业关系密切。 最

初，古人在预测年成好坏的

立春这一天会鞭打春牛，

“得牛肉者宜蚕” ， 农人在

祈祷农耕顺利的同时，亦祈

祷蚕业丰收。 到北宋时，人

们在立春日除了鞭春牛之

外，还以面为皮，包馅做成

蚕茧形状的食品 “面茧” ，

用以作为蚕业丰收的瑞兆，

称为“探春茧” ，后简称“春

茧” 。立春此日，将面粉制成

薄饼，摊在盘中，包卷上新

鲜的蔬菜食用， 谓之 “春

盘” 或“咬春” ，以示迎接新

春、喜庆吉兆的意思。

春卷最早始于晋朝，盛

行于唐宋。 诗人杜甫“春日

春盘生细菜” 、陆游“春日

春盘节物新” 的诗句，佐证

了春卷自古以来的流行。 而

李时珍则把春卷的内容概

括得更是详尽：“以葱、 蒜、

韭、蓼蒿、芥辛嫩之菜，杂和

食之，取迎新之意，谓之五

辛盘。 ” 其间的五样蔬菜都

具辛荤之味，春天食用后能

辅佐人体升发五脏之气，而

且在大鱼大肉后特别解腻，

助人涤肠胃，振奋精神。 春

卷不仅成了民间小吃食品，

还成了宫廷糕点之一，登上

了大雅之堂。 清朝的满汉全

席 128 道点心中，春卷是九

道点心之一。

记得孩时， 每年开春，

母亲都会给我们做春饼。 一

是图个节庆，二是满足我们

舌尖上的味蕾。 那时农村颇

穷，粮食特紧张，米饭米粥

难得上嘴， 多以野菜辅助。

野菜四处有， 荠菜特别多。

开始我不识荠菜，常将猪菜

当荠菜混粥里煮，吃在嘴里

既苦又涩。 后经母亲手把手

地教， 我学会了识别它们。

那时农村还没春卷。 记得母

亲做得最拿手的便是荠菜

春饼，在当时算得上是“荠

菜上品” 。 把荠菜洗净烫

绿，剁得细细碎碎、碧绿喷

香的，与黑乎乎的大麦面用

淡盐水和成烂烂的绿色糊

状， 擀成一个个绿色小面

团， 再一一捏压成小圆饼，

用生姜代替油把热锅擦得

滑亮，将小饼一只只贴放锅

里慢慢烤熟。 春饼黑黑的，

很不雅观，但吃在嘴里绝不

亚于山珍海味。那个黑黄灿

烂， 透着星星点点的艳绿，

那个外酥内软浓香扑鼻，溢

满清淡药香咸味的春饼，现

在回味起来，依然使人垂涎

三尺。 那种奇妙的咸香与脆

酥， 至今还流连于唇齿舌

尖。

后来， 我进城读书，成

家立业， 发现城市街头有

了春卷皮卖。 有了春卷皮，

炒制好馅料，待冷却之后，

就可以包春卷了。 韭黄、白

菜、香菇切段切丝，肥二瘦

八的猪后腿肉切丝剁末上

浆滑炒， 白菜香菇韭黄依

次分别炒至断生， 按需加

盐调味勾芡 ， 分盛两种馅

料。 若有工夫，甜豆沙馅也

可以炒制一小份。 待馅料

冷透包春卷。 摊开一张春

卷皮，放上适量馅料，将春

卷皮的底部往上卷， 包住

馅料， 再将两边向中间折

起，继续卷，沾一点水淀粉

封口。 一卷二折三叠，一个

春卷就完工了。 锅里放多

多的油烧热，调小火，将春

卷一个一个放入锅中炸 ，

春卷炸到金黄即可出锅 。

小儿才不管烫不烫手 ，往

往是我从油锅搛出一个 ，

他就吃一个。

春卷含有蛋白质 、脂

肪、碳水化合物、少量维生

素及钙 、钾 、镁 、硒等矿物

质， 因卷入的馅料不同，营

养成分也有所不同。 我国春

卷的制作， 馅式材料多样，

因季节、地域不同而有所不

同，无统一的格式。 相同的

都是春天的第一 “卷” ，卷

进了整个春天。

又是一年春天至 。 春

日，万木复苏，阳气升发，食

春卷正好体现“顺势而为”

的养生观。 一如清人林兰痴

写道：“调羹汤饼佐春色，春

到人间一卷之” 。

春

■毛栗林

又一次触眼柳芽绽放

又一次感受年轮生长

又一次呼吸春天气息

又一次在春风里游荡

每一次嫩芽吐绿

都能带来希望的曙光

在春光乍临的时节里

总是焕发着青春的热浪

在春意盎然的原野

有人在肆意放声

那不算歌唱的嘶吼

却是这原野最和谐的音像

我喜欢听这静谧的律动

闻着草香感受触摸的春光

有点阳光不会带着炙烤

下点微雨却舞出娇柔的诗行

我又梦见了和你牵手

一起漫步在这春的篇章

那些年，立春之后，我的

祖母喜欢坐在大门外， 晒春

阳。

大门外，十几米处，就是

一个水湾。水湾的南岸，植有

两株垂柳，生长经年，粗可搂

抱，枝条纷披，婆娑可爱；水

湾西边，是一块闲地，母亲用

篱笆将其围起， 形成一个菜

园；菜园西边，生长着几株杏

树、几株桃树———桃杏映门，

乡下人图个讲究。

每年， 祖母第一次晒春

阳的时候， 水湾总还结着厚

厚的冰———青白色的冰，青

得寒冷，白得生硬。晒过几日

后，那冰的色彩，就开始发生

变化了， 由青白， 渐变为苍

白，时不时，冰面还会发出咯

吱咯吱的声响，沉闷、苍郁。

祖母听到后， 总会自言

自语道：“哎，裂冰了，春天

来了。 ”

所以，多少年后，我都一

直认为：春天，是从我家大门

前水湾的“裂冰” ，开始的。

又过了几日，冰面上，就

出现了许多大大小小、 纵横

交错的裂纹，裂纹越变越宽，

渐渐地，裂纹中就渗出了水。

那个时候， 我常常顺着祖母

的目光，走近水湾，就发现，

水湾冰层的边上，冰变薄了，

出现了薄而脆的冰碴， 冰碴

的缝隙中，也渗出了水，慢慢

的， 水就遮掩了冰层， 看上

去，湾水日肥。

湾水， 滋润着岸边的泥

土，于是，冻僵的泥土，湿了，

软了。太阳一晒，湾边湿润的

泥土，就蓬松起来，会出现一

丝丝的缝隙，像一条条小虫，

爬过留下的痕迹。

或许， 春天真的就是一

只虫子，它用自己的蠕动，蜿

蜒出一个季节的色彩。

湾水荡漾的时候， 岸边

的柳树，就绿了。

那段时间， 祖母特别喜

欢看垂柳。 柳树的枝条，柔，

软，款款如女人扭动的腰肢；

柳丝密集，丝丝缕缕，又宛如

女人飘拂的长发。柳叶嫩黄，

一点点，一簇簇，密集在柳条

上，春阳下，闪烁，如金星朵

朵。

柳条绿了的时候， 篱园

边的桃、杏，也开花了。

先开的是杏花， 次开的

是桃花，杏花白，桃花红，艳

艳映目，灼灼喜人。杏花最美

的时候，是含苞待放之时，含

苞的杏花， 是红色的， 点点

红，殷殷红。春阳洒在这样的

杏树上，熠熠生辉，“红心一

颗春风吹， 雨露枝头日生

辉” ，说的，大概就是此种状

态。杏花含苞的时候，祖母常

常会拄着拐杖，走近杏树，折

下几枝花朵密集的， 插入净

水瓶中，作为清供，放置在堂

屋的方桌上———她把春天，

插在了案头。

桃花开的时候， 我的祖

母， 也喜欢走到桃树下，看

桃花。 她的身边，跟着一只

狮子狗，风来树摇，花片，片

片落下，狮子狗就追着花片

跑 ， 追着花片跳 ， 嬉戏不

已———它大概是把花片当蝴

蝶了。 后来，我读画，读到唐

人周昉 《簪花仕女图》，看

到了图中的一只狮子狗，就

禁不住嘿然一笑 ， 感觉真

像，或许，我们家的狮子狗，

就是从《簪花仕女图》中，

跑出来的。 桃花开的时候，

水湾湿地上的水草，也纷然

钻出了地面，芦苇、香蒲、薄

荷、水蓼，等等，等等。 不过，

还不大， 只是一芽一芽的，

嫩而鲜。

薄荷和水蓼，可食，母亲

将其采下，粗盐揉过，便成为

了时令小咸菜，辣辣嗖嗖，鲜

鲜嫩嫩， 以之佐粥， 最是相

宜。 春气，在舌尖上弥漫，春

意，沛然于胸，沛然于心，满

是喜滋滋的满足。

蓦然间， 也许就会有一

场春雨， 淅沥而下。 雨，不

大，落得很柔，很静，缠绵如

一场春梦。 雨落在水面上，

就形成了一层淡淡的水汽；

水汽袅袅，浮漾开来，烟雨

迷蒙，湿湿的，润润的，笼了

水湾，笼了菜园 ，也笼了那

盛放的桃花。 于是，大门前，

诸般景色，氤氲相融，如仙，

如幻， 有一种朦胧的美，有

一种迷离的美———仿佛，王

维笔下的一幅小景 《辋川

图》。

春意愈浓，浓浓的，浓浓

的，浓得化不开……

乡村的三月，是从肆意生长的野草开始的。 它们是不

着修饰的字句，没有规则和逻辑，只要有土，就能长出一簇

簇，一蓬蓬，参差不齐，纷纷攘攘。 胆大的甚至沿着砖缝爬

到了墙头。 但也因此，它们最贴近乡村质朴、自然的气质，

一不留神，便把大地润上了深深浅浅的新绿。

三月，梨花悄然盛开。 它们把冬天没有用完的雪沿着

树梢倾泻，装点着纯净无瑕的心灵。 几根花蕊在花上冒出

来，探头探脑，试探着阳光的温度，觉得刚刚好，就呼朋引

伴，唤醒一树一树的花开。如果说梨花是素雅的少女，桃花

便是浪漫的诗人，每一根树枝都像是撰写童话的笔，轻轻

摇曳，笔墨挥洒，让粉色的烟霞沿着山野铺展，去叙述爱情

的如梦如幻。 油菜花开的时候，宛若在大地上切出一块块

丝滑的糕点。 而村庄像是围上了暖黄色的围巾。 那是用午

后的阳光织成的，轻轻一扬，便惹来蝴蝶、蜜蜂缠绵悱恻地

飞着，落在篱笆上，落在发梢上，落在一朵花的掌心。

三月，正是农忙的时节。 趁着天气晴好，农家人要给小

麦除草、浇水、洒农药。他们走入小径，拖着水管，为农田行

云布雨，水田便成了一幅动静相生的画。不过，他们更像是

在润色一篇写在大地上的文章，字斟句酌，不断推敲。隐约

间，我能听到小麦舒展的声音，叶绿素在叶片顶端奔跑，每

一株麦苗都抬起头，拥抱着阳光。拉完犁的牛甩着尾巴，在

树荫下品尝着新春的嫩草。 而远方，水田里的人还在插秧。

戴着斗笠，弯着腰，弓着背。 他们没有白露的优雅，却有着

独属于泥土的勤恳，沾满泥泞的裤腿，是来自乡村的赞赏。

三月，东风正起，孩子们追着风筝，跑过农田，跑过水

塘，跑过旋转的风车，跑到母亲的叫喊声抵达不了的远方。

其实，他们自己就是飞翔在大地上的风筝，无拘无束，一往

无前。风筝每飞高一分，童年的轮廓便拔高一分。如果风筝

挂在树上了，他们就正好爬树玩。攀着树枝上下腾挪，时不

时就到鸟巢上望一眼，看看鸟蛋有没有动静。从树上下来，

就在草垛、柴堆和墙头上来回跳跃，他们是没有翅膀的燕

子，轻轻一点水，便能从村头飞到村尾，只有炊烟才能把他

们领回家来。

大人们此刻正在野外挖野菜。 每种野菜在他们那儿都

有专属的方言去定义姓名， 仿佛只要在野外大声喊一声，

这些野菜便会争先恐后地跳到篮子里。 我想千百年前，肯

定有一位祖先，如神农一般尝遍百草，把所有的野菜都写

在了村庄的日记里，代代相传。 于是他们一眼就能在万草

丛中找到能吃的野菜，也马上就能想起该怎么吃，是做成

面饼，还是包成水饺，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本满是创意的

菜谱。 也有人舍不得吃，就拿去卖，颇有赚头。 这是自然埋

在乡村的丰厚的宝藏，绿色、天然、无污染。

三月，院子内外也热闹了起来。 鸡鸭翘着尾巴随地乱

跑，狗和猫故意闹点矛盾，伸出爪子打架，然后在堂前屋后

追逐着。 人们或抄着手聚在一起，或是坐

在小板凳上闲聊。话说完了，就靠着草垛晒

太阳。 在这里，时间往往是以过去式的语态

悄悄流动， 乡村的悠闲与舒缓在树影间不

疾不徐地拉长。 此时，只有猪在哼哼唧唧，

越冬后，它要大吃一通，来犒劳有些变瘦的

身体。

柯灵曾写道：“故乡的三月， 是田园

诗中最美的段落” 。 让两只黄鹂

去将它吟诵， 乡愁便会携着诗

意，和一行白鹭一起飞上青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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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湾春色

■路来森

� � � � 滴答，滴答，滴答。

漫步在斜风细雨里，看

春雨成珠、成线、成诗，平平

仄仄为如梦如幻的篇章。 闭

目静心，侧耳聆听，如同酥油

般细密绵润的春雨， 洗尽铅

华， 万般纯真， 似有人咏着

《诗经》从天际走来。

伸出双手，春雨覆掌，竟

感到一丝温暖。 记得父亲曾

说：春雨有欣欣向荣之意、夏

雨如黑云翻墨未遮山之感、

秋雨含凄冷别离之苦、 冬雨

夹雪惹人寒， 所以， 春雨柔

软，夏雨粗犷，秋雨苍凉，冬

雨肃杀。 但此时的我， 却认

为：春雨雅，夏雨狂，秋雨愁，

冬雨肃。

春雨雅，雅是风雅。风雅

二字， 来自于古老的 《诗

经》， 它是人们用诗意的语

言，对日常事物的爱与赞美。

春雨风雅， 风雅在诗意

的画卷中。 细密的春雨，没

有滂沱之势 ， 也无凄迷之

苦，牛毛一般，细丝一般，烟

雾一般， 无声地飘落着，笼

罩着远处的山峦、近处的村

庄、田畴和流水 ，朦胧了浅

浅的枝芽、淡淡的新叶。 春

雨绵绵，春情泛泛 ，春景拟

人，整个世界就洇在一幅写

意水墨画里 ， 变得迷蒙一

片， 变得缠绵而富有诗意，

犹如走进国画大师齐白石

绘就的《春雨图》。

春雨风雅， 风雅在美好

的希冀中。 春雨潇潇，落在

农人心头 ， 让他们欣喜不

已。 子规声里雨如烟，春雨

叫醒了布谷鸟 ， 浇灌了土

地，播种的大好时节悄然而

至。 辛勤的农人在喜人的雨

水里， 铺排盛大的诗行，在

黝黑的土壤里栽进绿色的

希望。 春雨滋养作物葳蕤生

长，也抚慰着农人“春得一

犁雨，秋收万担粮” 的美好

期盼。

春雨风雅，风雅在缠绵

的情思中。 烟雨蒙蒙，如烟

似雾，凄婉净美。 雨雾在紫

色的丁香花上聚凝莹露 ，

清亮如玉。 缄结不开的丁

香雨愁 ， 缄结不开的如水

情怀。 我走在雨巷里，把自

己 想 象 成 一 位 多 情 的 诗

人，撑一把油纸伞，独自徘

徊， 希望遇见一位身着旗

袍、婉约婀娜的女子 ，一位

丁香一样的结着愁怨的姑

娘。“……把所有的悲伤留

给自己 ， 你的美丽让你带

走……” 这一幕，千年之前

或者亦有吧 ， 秦风中的水

湄 ， 不是把一支古老的情

歌唱了两千年吗？

漫步在风雅的春雨里，

希望我的文字也能变得如此

风雅。

春雨风雅

■杨金坤

坝齿花，形如鸟雀。 它通

体淡黄，春四月，花瓣渐开，

挨次簇长在柔软的枝条上，

随风摆舞， 宛然只只黄色羽

毛的小鸟在树枝上调皮扇

翅，很是惹人喜爱。

初次邂逅坝齿花树，是

在老家堰塘边的树林里 。

那 年 春 天 我 读 小 学 三 年

级，上学经过堰边树林 ，路

旁溢来一股淡淡馨香 ，扒

开灌木，清新鲜亮的，一丛

坝齿花树灿然眼前 。 它的

枝条，许是新长出来的吧，

嫩润润的，微泛些红色，纷

披在草丛里 ， 其上相间地

已经挂出花来了。 下部，长

许多细细的绿叶 ， 簇生更

细小的花的苞蕾和新叶 。

周围，挨挨挤挤长着蒿草、

杂木和艾草 。 那地方曾是

一处微隆的坡地 ， 先前母

亲 在 旁 边 挖 坑 堆 积 草 木

灰，不想几年下来，竟成坝

齿花树的旺长地了。

我当时不解那花的名

目， 第二天说与见多识广的

三哥听，他随我去看后，立马

告诉我， 那是本地人俗称为

茶盒子的花，学名叫坝齿花，

花蕾可食。 我们捋些花揉入

嘴里，津甜带着微微清气，我

那时觉得很享受。

以后我们便守了这秘

密， 那树也就少了外人的折

腾， 自在清静地长得更喜人

了。每年春天，它都按规律地

给我们奉献出满枝条的花

蕾。在食物匮乏的年代，它实

在是我们很好的零食。

春天绽放的坝齿花，甜

润了我美好的童年。

故乡生活的童年，春天

施惠我们的, 想来何其多。

篾亮蕻，也就是野玫瑰的嫩

茎，春来萌发，将其带刺的

皮剐去，折断后放嘴里吃清

甜甜的。 茅毡多长在田埂

上， 仲春初发的时候抽出，

掰开外层的包衣，里面白嫩

的草苔绵软地裹贴一起，嫩

嫩的，有嚼劲。 鸡苔，一种

长在野地里的小植物的根

块，剥去皮吃，味如脆生新

收的板栗。至于竹笋和盐毛

草芯， 春来野地里到处是，

用油盐炒熟后更是时令菜

肴……

春天，实在是造化万物

的母亲 ， 它将那些美好的

事物孕育出来后， 放开手

脚任其欣荣茁长 ， 将大自

然装扮得绚丽多彩 ， 给人

类以物质和精神上美好的

享受。

邂逅坝齿花

■李甫辉

春卷

■戚思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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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三月

■仇士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