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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人选择困难症啊，剥豌豆的大
妈招呼我：
“姑娘，立夏了，买点豌
豆烧豌豆糯米饭吧！”
顿时眼睛一亮，实在是个好
建议。
这豌豆糯米饭，好看好吃又
方便不说，而且可以很贪心地将
喜欢的时蔬一网打尽。
糯米浸泡，火腿切丁，蒜苔切
小段，土豆、莴苣、胡萝卜、野山笋
切小块，最后倾入豌豆，我喜欢加
很多很多的豌豆，豌豆糯米饭，不
就是要吃豌豆吗！淋一点酒、酱
油、橄榄油，拌匀，高压锅里焖上
20 分钟，一打开盖子，五彩缤纷清
香四溢。
孩子惊叹，妈咪，这米饭的颜
色好漂亮啊！是啊，暗红的火腿、
橘红的胡萝卜、粉绿的豌豆、青绿
的野山笋、翠绿的莴苣、粉黄的土
豆、
晶莹的糯米饭……这是色彩最
丰富美好的一碗饭。
舀上一勺送入嘴里，
好吃得让
人想哭，却又忍不住有点怅然，吃
了这么一碗豌豆糯米饭，
也就意味
着这个春天真的要过去了，想再
吃，
得等上一年。
想起每年这个时节去婆婆
家，她都会煮豌豆糯米饭给我们
吃。婆婆的食材大多是自己在地
里现采现摘的，连咸肉也是自己
腌的，挂在阳台上晒了整整一个
冬天的太阳，上面似乎还留存着
冬日干燥的阳光香味。婆婆不用
高压锅，而是先起油锅将咸肉豌
豆胡萝卜炒过再加米加水直接焖
烧。这样烧出的豌豆糯米饭特别
香，锅底留着的锅巴尤其香脆美
味。
吃的时候她总会说起以前他
们那儿的立夏风俗，小孩子们要
吃上一顿野火饭，
“野火”，顾名思
义，是在野外点火做饭，也就是野
炊。傍晚，要好的小伙伴们三五
成群，你从家里抱来柴火，他带上
一小袋糯米，还有小伙伴拎着块
咸肉，又不知从谁家的地里摘了
几捧豌豆，
拔上几棵莴苣……
我看着正埋头吃着豌豆糯米
饭的先生，恍惚看见当年的那个
少年，站在田埂上，夕阳的余晖将
那张少年的脸涂上一层淡金色。
他的身后，是一片郁郁的田野、
袅袅的炊烟、清清的小河……
春天过去了，
夏天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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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五月的江南，对于一个吃
货来说，真的是再幸福不过的时
节，这时有一年中最自然生长自
然成熟的最应季的新鲜食材。这
段时间不能睡懒觉，买菜一定要
赶个早市。一进菜市场，春困萎
靡的人顿时鲜活精神起来了：绿
油油顶花带刺的嫩黄瓜、还沾着
新鲜潮湿泥土的新土豆、透亮如
翡翠的香莴笋、碧绿修长的青蒜
苔、叶绿茎紫的红苋菜……码得
整整齐齐的，一字儿排开，单是看
着就赏心悦目得不行。
卖菜的大姐边招徕生意边跟
隔壁摊主闲聊，手下却是分毫不
歇，这个时节春笋差不多落市了，
却不时还能看见一两摊卖野山笋
的。野山笋不似春笋那么茁壮肥
嫩，细细长长的，掂起一根，也不
像春笋那样一瓣瓣的剥壳，而是
拿把锋利的小刀，往笋壳上一划，
然后将笋梢绕在食指上，三绕两
扭几下，一颗野山笋就被脱了衣
服，露出翡翠般青绿的身子，这娴
熟的动作，让人看得眼花缭乱。
更多的摊主在忙着剥豆子，
掰开一荚鼓鼓的豆荚，轻轻一捋，
粉绿色圆滚滚的嫩豌豆就在你手
心里滚来滚去，煞是可爱。
“ 蚕放
三眠大麦熟，含桃烂红豌豆绿”，
“含桃”，是古时樱桃的别称，暮春
时节，正是樱桃豌豆上市时，红的
樱桃、绿的豌豆，都是能入画的。
只是如此娇嫩美好的果实，总是
稍纵即逝，得天天吃，争分夺秒地
吃，不然，等那粉绿微微转黄，那
鲜甜的滋味、粉糯的口感，就消失
殆尽了。与豌豆一起上市的还有
罗汉豆，罗汉豆的豆荚很肥大，剥
开厚厚的壳，发现那内壳还衬着
一层浅绿色的棉茸，而那胖乎乎
萌哒哒的罗汉豆，就舒舒服服地
睡在这软绵绵的豆荚里，真是春
困了无痕啊，简直让人心生妒忌
……
只是买菜的时候就作难了，
这些鲜嫩肥美的时蔬，怎么看怎
么好看，怎么烧怎么好吃，什么都
想带上一把回去。但一次又吃不
了这么多，且春日的时蔬，最是放
不得，即便是裹了保鲜袋小心地
放在零度保鲜层，过了一夜再拿
出来，这原本水灵灵的嫩绿色就
恹恹的，似失了神。
站在摊位前踌躇着，实在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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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葚童夏

用豌豆饭和春天告别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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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葚，也称桑果、桑子，
是雌性桑树的果实。对于
城市里的孩子来说，它们或
许比较陌生，然对于从小在
农村长大的我而言，桑葚的
酸甜中，还隐藏着童年的乐
趣。
印象中，桑树是极易成
活的。它们的籽，只需随风
飘到有水之处，便能自行编
织起一个个新的生命之梦。
亦因此，旧时的乡间，随处可
见零星生长的桑树。在离我
们学校不远处的池塘边，就
有那么几棵。其中一棵，已
上了年纪，虽树干斑驳，却依
旧枝繁叶茂，像一把巨大的
绿伞，
给大地遮阴。
当水一样的清风吹过面
颊吹起衣襟，将大片大片的
油菜地褪去金黄色时，苍翠
桑叶掩蔽下的桑葚开始变起
了颜色。渐渐由青变红发
紫，个头也越来越大，一兜一
兜挂在树桠，犹如初夏时节
一道瑰丽纹饰，与飘散在温
热空气里的淡淡桑木气息，
一起构成恬静优美的田园景
致。
早年的农村，大多家贫，
平日吃不上水果的孩子，嘴
里早已淡得发狠。因此，几
乎从挂果伊始，我和小伙伴
每天路过树下，注意力都集
中在桑葚颜色的变化上。而
随着解馋日子的临近，心情
都随着欢畅起来了。
在桑葚成熟的日子里，
我
们玩累了，就会跑到桑树下。
先由个高手长的同学
“毛豆”
，
踮起脚尖，伸手抓住桑叶，两
手交替着牵拉满枝熟透的桑
葚。待低矮处的桑葚已被摘
得寥寥无几，
再让邻居
“排骨”
爬到那棵老树上去采。
凭着打小练就的一身攀
爬功夫，
“ 排 骨 ”把 鞋 一 脱 ，
“噌、噌、噌”赤脚爬上高大的
老桑树，先骑跨在树丫
上，左手握枝，
右 手 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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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那些紫得发黑的桑葚，贪
婪地直往嘴里塞。一边吃，
一边摇晃树枝。但闻“噼里
啪啦”一阵声响，桑叶与桑葚
纷纷落下，引来树下声声尖
叫。偶尔也有乐极生悲的情
况发生，
“ 排骨”因摇树枝时
用 力 过 猛 ，重 心 没 掌 握 好 ，
“扑通”一下翻落到池塘里，
引来伙伴幸灾乐祸的取笑。
因成熟度不同，桑葚有
各种颜色。从青色、青黄到
青黄红相杂，再到红紫进而
紫黑铮亮。只有那种熟透
的、硕大的，犹如被阳光涂上
鲜艳胭脂，再经清风雨露加
工的紫黑色桑葚，最是甜得
鲜洁，甜透心间。正如巴金
先 生 在《最 初 的 回 忆》中 所
写：
“ 熟透了的桑葚那甜香，
真叫人的喉咙痒。
”
丢一颗入口，轻轻一嚼，
横溢的蜜汁便盈满嘴间。闭
上眼睛，陶醉其中，全凭那来
自田野、来自大地的惬意味
道，由舌尖倏尔浸入心脾，流
遍全身，感觉人世间的所有
甜蜜都比不过它。
小孩本就贪吃，桑葚又
是唯一不用花钱买的果品，
可以不受限制大吃特吃。因
此，难免一颗接一颗，直吃得
舌上、指上乌黑一片，像被煤
炭染了一样。
记得有一回，
“ 毛豆”的
姐姐穿了条新裙子，兴冲冲
地去了学校。放学路上没
经住诱惑跟我们一起采桑
葚吃。结果被那像是天然
着色剂的桑葚汁，将裙子染
得黑一块紫一块。不但回
家后挨了一顿大骂，自己也
心疼了好几天，发誓今后再
也不碰桑葚了。然所谓“说
归说，吃归吃”，桑葚的吸引
力实在太大了，这不刚第二
年，她又兴高采烈地随我们
去采桑葚了。
时光悄悄流逝，许多人
和事已随岁月静静走远。当
年的池塘和桑树，如今变成
了宽阔的大马路。然每每路
过，儿时与伙伴一起摘桑葚
的嬉闹往事，总会再次浮现
于我的脑海中，
忆之犹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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