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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江口咏叹调

清晨 第一缕阳光拨醒三姐妹的
眼皮

她们想起了在离开四明山居的路
上

那遥遥的黄钟大吕犹在耳边
遂将涟漪对着缎霞共舞
在光之曲中
她们忆起河姆渡人濯足的歌声
回念曾经的千帆亲吻
时间疾驰的影子掠过她们身上
她们却一手挽住青春 一手挽住

世华
在明州大地上流淌出一路秀媚

当城市的声响把地球撬动的时候
三姐妹在汇合处看着另一种意义

的河流
——车水马龙，这三姐妹眼中的

传奇和风景
——明艳的日光给城市镀了一层

白金气
——人潮中许多颗内心飞出翩翩

蝴蝶
当大大小小商铺拉开闸门
她们静听着城市脉动的轰响
写字间的忙碌身影 漂浮在钟点

的节奏中
鼓楼街——传奇中的传说
那里的织染和墨宝
可否还看得见三姐妹沉淀的花

沫？

当夜神准备给大地合上衣罩

三姐妹却早早地静候一支霓虹圆
舞曲

那是电力和美学的交响
每一面巨大的光壁如同魔镜
把人间照出无数条光棱的交叠拥

抱
沉静的波心披上冶艳的外装
当三姐妹要和人类一齐跌入这色

彩的海洋
此刻 外滩的一缕异域琴音让她

们心襟摇荡
回神一看 穿过座座隆起的弧弯
在时间隧道那头 天一阁主人正

在灯下修缮书藏

空中之翼
——宁大和白鹭的故事

飞翔一直是宁大一个盛大的画面
那是一林子的轰响
是空中一场场热闹的思想论坛

也许是多年前的一场合谋
灰白之翼在这里定下了它们的经

纬区
为宁大密叶中的丝丝阳光
为隔岸空气中的一缕肉香

起初，它们是精神暗合的异族兄
弟

那一双双拍打空气的灵翅
宛如宁大的螺旋桨
被载上云天的 有学子们的朗朗

清音

在没有切割的天空俯冲 旋转
升腾

每一道身影在自由中完成自己
文明在这一刻驶入荒野的梦乡
间或是大草坪上的几道身姿
硕大的身躯昂然踱步
俨然做着自己家园的主人

时间的鸟儿还是来了
对甜蜜的爱恋宣告着危机
白鹭白鹭
你能只是彻底的白色羽毛体吗？
那些空气中的烦恼是你发出的吗？
那地面的白色地图能不在心中染黑

吗？

天空之战和浪漫的梦痛苦纠缠
一切清晰而暧昧地拉开
灰白的精灵？挥手称快的怪物？
一颗颗倒下的树 划过一道道死亡

的阴影
一双双不忍的眼里 尖叫着一声声

坚决的锯响

谁终归是万物的灵长？
空中没有答案
宇宙没有酋长
但神流下了一滴眼泪
当她看到了鸟语和人声再度合奏

白鹭换了天空的一角
白色的地图易了阵地
当灵鸟选择和宁大相融相生
它们的飞翼 也必驮着沉思的重量
它们的白羽 织进了青春的憧憬
它们的歌唱 定然充满了求索的鸣

响

有一天 如果你被炸弹击中
那一定是灵感的垂临
在白鹭的飞翔之上
还有宁大人更大的飞翔

宁波的地标和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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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 歌

崔海波

“冬吃萝卜夏吃姜，不劳医
生开药方。”这是一句古老的养
生谚语，但是生姜太辣了，我只
是偶尔在煎鱼煲汤时当佐料放几
片，从来不敢将其单独作为一款
菜品来尝试。一天在单位食堂吃
早餐，有同事带来自己腌制的嫩
姜片，请大家品尝。我吃了两
片，不辣，跟酱瓜、腌萝卜一样
是开胃小菜，泡饭稀粥的好搭
档，于是仔细请教嫩姜的腌制方
式，准备回家一试。

蔬菜批发市场离我家不远，
周末的早晨，我拎着两只大口袋
前去买菜，洋葱、土豆、胡萝卜
等短时间里不易变质的蔬菜集中
采买，囤在家里，工作日基本上
不需要再买菜。

蔬菜批发市场的区间通道边
有一排露天摊，摊主们从市场里
面拿来各色蔬菜售卖，价格介于
批发与零售之间，很实惠，不少
市民骑着电瓶车来，大包小包地
购买。各个蔬菜摊所卖菜品跟小
菜场里差不多，也有几个专营摊
位，比如专卖南瓜的，地上的南
瓜堆成一座山。在通道的拐角
处，我看到一个专卖生姜的摊
点，几只大纸箱里装满带着新鲜
泥土的生姜，一字排开，边上是
电子地磅秤，小夫妻俩一边嘴不
停地回复顾客的问询，一边麻利
地过秤收钱，还不时地把身后一
袋袋生姜倒进纸箱里补货。

我问，多少一斤？
四元。
确实便宜，跟小区门口菜场

里的价格差一半，于是我毫不迟
疑地挑起姜来。摊头里的嫩姜
有肥硕的大肉姜，也有细巧的
小黄姜，价格一样，我不知道
哪一款好，于是各挑一块。有
市民很夸张地买了十斤，我笑
着 说 ， 你 这 是 当 饭 吃 啊 。 他
说，帮邻居们也买一点，上回
买去十斤，不够分。说罢，他
热心地向我介绍几种嫩姜的吃
法，我一时记不住那么多，反
正我就做最简单的腌渍嫩姜，

洗净切片、添盐加醋、装罐密
封，第二天就可以吃了。

我每周去一趟蔬菜批发市
场，总要称一斤嫩姜。次数多
了，跟卖姜女也熟络起来，于是
就一边挑姜一边跟她搭讪，得知
她是安徽阜阳人，家里种了三十
多亩生姜，他们村是生姜专业
村，家家户户种生姜，从夏天开
始，夫妻俩把自家的和其他村民
收上来的嫩姜一车车拉到宁波来
卖，到秋天，嫩姜变老姜，差不
多也卖完了。

我问：一亩地能收多少生姜
啊？

四千斤吧，今年夏天高温，
生姜得病了，地里烂掉很多。好
的年份，一亩能产五千斤呢。

你们从安徽过来，开车要多

少时间？
昨天晚上吃完饭出发，今天天

亮就到了。
一车生姜好几千斤呢，今天卖

得完么？
卖不完，有时候要卖两天，有

时候卖三四天，晚上只好住旅店，
成本就高了。这附近的旅馆，住一
夜，最起码一百元。

为什么不到市场里面做批发生
意呢？

做批发销量不大，还是外面做

零售好，大客户来买的话，也可以
按批发价给。

我问卖姜女，生姜卖完以后，
你们卖什么？

不卖了，回家种大棚蔬菜。
我一边跟她聊天，一边在手机备

忘录里记下几个数据和关键词，卖姜
女在照应顾客的间隙回答我的问题，
倒也不厌其烦。稍有几分钟的空隙，
她好奇地凑过来问：你记什么？

我说，记下你刚才说的话呀。
她哈哈大笑，说，我的话有什

么好记的。说罢，她掏出手机很投
入地玩游戏，我看她那款手机比我
的高档多了。

卖姜女身材中等，皮肤黝黑，
略显粗糙的手上，带着银手镯和银
戒指，衣着也蛮时尚的。种姜卖姜
虽然辛苦，收入还是不错的。

卖姜女

小 山

北风呼啸，天寒地冻。这个季
节去爬山，经常会碰到一种颇具神
秘色彩的植物。

此物没有枝，也没有叶，只有
红彤彤的一丛或单个长在地上。那
样子，就如同一只只倒立着被劈开
的红辣椒，“红椒片”之上，还粘
着些带白色外皮的黑籽。乍一看，
就好像红眼皮中间长出好多眼珠
子，警惕地监视着外面的一举一
动。如果一个人独行山中，忽然遇
见，估计小心脏会吓得扑通扑通
的。

当我们了解到它们不过是蘘荷
的蒴果之后，也许就释然了。蘘荷
为姜科姜属植物，植株高半米左
右，其枝叶与生姜类似，喜欢生于
阴湿山谷之林下。蘘荷是江南山野
常见植物，分布于长江流域及以南
的很多省份，宁波也有不少。笔者
就曾在鄞州东吴、宁海的茶山和大
短柱等地多次偶遇它们。

蘘荷最奇特之处，是花长在根
部。八、九月份，其竹笋一样的花
苞会从土里钻出。开花时节，花从

“竹笋”顶端爆出，花柄很长，花
朵洁白透明，形状类似百合花。花
蕊也很奇特，中间一根白色圆柱形
的是雌蕊，雄蕊则附生于雌蕊底
部。十一、十二月，蒴果慢慢长
成，最后开裂为三瓣，地上部分则
逐渐枯萎，最后只剩下果实，成为
本文开头所述之状。

蘘荷虽是山野常见植物，但查
诸古籍，会发现此物大有来头，竟
是一种入了 《周礼》 的古老植物。
据 《周礼·秋官·庶氏》 记载：

“ 庶 氏 掌 除 毒 蛊 ， 以 攻 说 禬
（guì） 之，嘉草攻之。”意思是
说：“庶氏负责治疗蛊毒，一是祈
祷神灵来帮忙，二是用嘉草来破
除。”此处“嘉草”，据考证就是蘘
荷。

蛊毒是古时候一种带有巫术色
彩的害人方法，尤以西南地区为
盛。据说是将许多种毒虫放在一个
器皿之中，让它们互相残杀，百日
之后打开，最后活下来的那只“毒
霸”，可用来制蛊，或施放在别人
的食物酒茶中，或幻化成形迷惑
人。被中蛊毒者或神志昏迷，或性
情大变，或五脏六腑溃烂，诸如此
类，总之是很惨的。而蘘荷，恰恰

是对付蛊毒的神药。
晋代干宝撰有一本笔记体志怪

小说集 《搜神记》，其中记载了这
样一个故事：“余外妇姊夫蒋士，
有佣客，得疾，下血；医以中蛊，
乃密以蘘荷根布席下，不使知。乃
狂言曰：‘食我蛊者，乃张小小
也’！乃呼‘小小’，亡去。今世攻
蛊，多用蘘荷根，往往验。蘘荷，
或谓嘉草。”

故事的大意是：其妾的姐夫蒋
士有一个佣人，得了便血病，医生
认为中了蛊毒，就悄悄将蘘荷根放
在佣人的睡席下面，不多久，佣
人开始胡言乱语，说出给他放蛊
的是张小小，有人立马去找张小

小，张小小逃走了，于是蛊毒就
破了。传说要治蛊毒，必须找出
施 毒 之 人 ， 一 旦 找 出 ， 蛊 毒 自
消。从现代医学角度来看，此种
治疗方法非常荒诞，但很多典籍
包括 《本草纲目》 都记载了类似
方子，只不过有的用蘘荷根，有
的用蘘荷叶而已。

唐代诗人柳宗元有一首 《种白
蘘荷》：“皿虫化为疠，夷俗多所
神。衔猜每腊毒，谋富不为仁。蔬果
自远至，杯酒盈肆陈。言甘中必苦，
何用知其真？华洁事外饰，尤病中州
人。钱刀恐贾害，饥至益逡巡。窜伏
常战栗，怀故逾悲辛。庶氏有嘉草，
攻襘事久泯。炎帝垂灵编，言此殊

足珍。崎岖乃有得，托以全余身。
纷敷碧树阴，眄睐(miǎn lài)心
所亲。”

该诗前半部分，主要是谴责那
些“谋富不为仁”的制蛊者，让
自己在南方忐忑不安防不胜防。
后 半 部 分 自 “ 庶 氏 有 嘉 草 ” 开
始，则记叙了诗人好不容易得到
白 蘘 荷 之 后 ， 慎 重 地 种 在 树 阴
下，因为要靠这个防身，故每日
殷勤探看。从此诗可以看出，诗
人 被 贬 南 方 瘴 疠 之 地 ， 惶 惶 不
安。此诗表面上是讽刺社会上的
贪鄙之人，其实是一首政治讽刺
诗，白蘘荷也就成了他保持个人精
神高洁的一种象征。

蛊毒是一种什么样的毒，到底
能导致什么样的疾病，我们不得而
知，但蘘荷本身作为一味良药却是
肯定的。中国植物志记载，蘘荷
有温中理气、祛风止痛、消肿、
活血、散淤之功效。南朝梁代著
名医学家陶弘景曾经说过：“本草
白蘘荷，而今人呼赤者为蘘荷，
白者为覆菹 （zū）。盖食以赤者
为胜，入药以白者为良，叶同一
种 尔 。” 不 知 此 处 的 “ 白 ” 和

“赤”指的是蘘荷哪个部分？难道
是花苞的颜色？亦不得而知。从
中国植物图像库来看，花色有两
种，我们遇见的是白色花，多数
图片是黄色花，只有竹笋一样的
花苞看起来是紫色的。

陶弘景此处还提及蘘荷的食
用价值。其未开花之前的嫩花序，
是湘鄂川渝等地居民家中常见山野
蔬菜。记得 2016年 9月我们在鄞州
东吴第一次遇见开花的蘘荷，三哥
就说看到过一些外地人挖蘘荷炒菜
吃。为了防止这几株被人挖走，他
还特地用枯叶把蘘荷花轻轻盖住。
不过，在安徽岳西等地，蘘荷已被
当作经济植物大面积种植了，嫩花
序供食用或者制作罐头，根叶等供
药用。关于食用方法，有和辣椒一
起炒，也有制作泡菜供秋冬季节食
用。据喜食者说，此物带点生姜
味，风味比较独特可口，希望有机
会去西南一尝。

蘘荷从远古走来，经过岁月的
洗礼，早已经褪去神秘的外衣，恢
复其本身的药食价值，甚至成为有
些地区老百姓餐桌上的常见美食
了。如果宁波有人愿意种植，倒是
一种经济效益不错的好作物。

传说中能治蛊毒的神秘植物

董建荣

十二月下旬，北风呼啸，天
寒地冻，正是做酱肉的好时候。
每年此时，我总会忙着采购做酱
肉的各种食材，经过多年的揣摩
实践，不断改进酱料配方，制作
美味酱肉堪称一绝。吃过酱肉的
亲朋好友无不啧啧称赞，爱不释
口。

酱肉做法其实不难。预先买
好所需食材：五花肉五六斤。购
买时我已要求店家帮我切成大小
均匀的条状，太厚酱料不易渗
透，太薄则容易过咸。酱油四五
斤，桂皮、茴香等调料包一包，
或可自己采购所需调料。

将五花肉冲洗干净，沥干待
用。准备一个大容器，比如脸
盆。调味包放入酱油内，倒入锅
内烧开，加入少许黄酒、醋、冰
糖，如喜欢吃辣，不妨添加辣椒
数只。烧开的酱油汤料盛出晾
凉，等酱料完全冷却后再放入五
花肉，以全部浸没为准，压上重
物。一天后翻转一下，上下翻
动，使其浸泡均匀。厚实的地方
可以拿牙签戳一些小孔，一般浸
泡两天一夜即可捞起，沥干。然
后穿绳挂起，置于北面窗户，风
干。如天气晴冷，一周后即可食
用。一次吃不完的酱肉，套上保
鲜袋，封口，放入冰箱冷冻室，
可保存数月，随吃随取。

酱料至少可以重复使用三
次。除了猪肉，还可酱鸡、鸭、
鹌鹑、鲫鱼等。鹌鹑与鲫鱼肉较

薄，浸泡时间应适当减少，一天
一夜即可，中途也需翻转。酱过
鲫鱼的酱料已经有鱼腥味了，不
宜再用。

酱肉的吃法主要有两种：一
是蒸熟，切片，不用放任何调料；
二是借其咸鲜味，切块炒各种蔬
菜。酱鱼可以蒸熟即食，也可切块
烤肉，鱼肉混合，鲜味倍增。

蒸熟了的酱肉油光锃亮，黑
里透红，酱香扑鼻。肥肉处呈半
透明状，润泽晶莹。肥肉油而不
腻，瘦肉鲜汁饱满，肉皮富含胶
原蛋白。满嘴肉味浓香，越嚼越
鲜，佐酒下饭皆宜，令人欲罢不

能。
那一日，第一批酱肉刚做

好，我家陈老师迫不及待想尝尝
鲜。蒸熟，切片，整齐摆放在青
花瓷盆里，再烫一壶阿拉老酒。
看陈老师抿一口老酒，夹一块酱
肉，嚼得满嘴生津，心想：小康
的模样不过如此吧？忽然想起让
外地求学的女儿也分享一下，随
手用手机拍了酱肉照片，发给女
儿。女儿立马回复：哇，酱肉！
我也要吃！后面加了十多个感叹
号。也是，在女儿的眼里，酱肉
就是冬天的味道，妈妈的味道，
家乡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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蘘荷的蒴果 枝叶类似生姜 花长根部 状似百合 嫩花可以食用 （小山 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