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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时期，曾随

着祖父母在乡间看过

许多戏。

古老的戏台是用黄

土垒筑而成，四根被红

漆刷过千万遍的柱子则

坚韧地撑起一方天地。

戏台两侧还颇有仪式感

地开了两扇门。说是两

扇门，实际上却是两口

长方形的门洞，挂上简

易的布帘，用来代表“出

将”和“入相”。当时我

年纪尚小，还不懂得情

爱，只看那些面敷厚重

脂粉的女子们步履轻盈

地从一侧登台，一曲唱

罢，又缓缓归矣。绯红

色的脸颊，写满了青春

烂漫。粉色罗裙摇曳起

乡间的风，俗气中不乏

某种生动。他们于嬉笑

怒骂间演尽人生百态，

片刻的光阴里已将众人

的生活囊括其中。他们

像行走于自然中的诗

人，吟唱着那些早已被

人们遗忘的故事。众人

痴痴地陶醉于其中，随

他们哭，随他们笑，随他

们在别人的经历中醉生

梦死一场。祖父也不例

外，每每散戏归来，迎着

夜间微弱的月光，他都

要给我复述戏中情节，

兴趣盎然，我则是一知

半解的懵懂状态。

那时自然不晓得

“少年子弟江湖老，红粉

佳人两鬓斑”是何意。

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

阅历的丰厚，也多次同

好友一起进入剧场看

戏。古旧的戏台早已在记忆深处模糊，任

由远处乡野的风腐蚀它的残骸，成了一

片断壁颓垣。如今鲜活的只有眼前这光

芒四射的舞台，精致的布局，红丝绒幕布

反射着光亮，昭示着与古戏台截然不同

的尊贵气质。大幕拉开，只见一名女子

颔首低眉地踱步上台，粉色的衬衣外罩

着缃色的包衣，前襟别着一颗璀璨的水

晶，熠熠闪着光。发羽间的点翠，青蓝色

的点染，不禁让人臆想那久远的朝代。

她朱唇轻启，将自己的身世娓娓道来。她

姓杜，名唤丽娘，是南安太守杜宝之女。

正值二八芳华，却只能常向花阴课女工，

不曾见过春色如许，更不知美为何物。

丽娘之落寞，我又何尝不能有所体

悟呢。“可知我一生儿爱好是天然? 恰三

春好处无人见。”青春少女的迷惘，古今

皆一般。她也曾对着开满鲜花的后花园

吟唱道：“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

付与断井颓垣。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

乐事谁家院。”生命之短暂，世事之无常，

丽娘在踏入后花园的那一刻领悟了，已

经度过30多个年岁的我，也自是能感同

身受。只是，那若烟花般绚烂的青春，也

必然带着春水般柔和的美意。所以我在

怀抱伤逝的同时，也比戏中的丽娘多了

一些坦然，诸法无常，但心之所在，便是

生命之安定。人若能学会遣怀，也自然

就少了些心灵上的负累，而对生活多了

些诚挚的感激。

《牡丹亭外》中唱道：“写歌的人假正

经，听歌的人最无情。”其实不然，一出戏，

一首歌会被无数的人演绎，当他们按着一

定的程式，在或明或暗的舞台上演绎别人

的故事时，我们这群坐在台下的人又何尝

是无情的呢？他们在红氍毹上迎来送往，

我们也在众多的故事中找寻一个最贴合

自己的角色罢了。步入人生的稳定期之

后，我也对戏中的一些唱词有了切身的体

悟，《锁麟囊》里的那一句“人情冷暖凭空

造，谁能移动半分毫”，将人生的无奈与叹

惋全部说尽了。回首前尘路，有多少故事

便是如戏中那般演绎出来的呢？

当人生的繁华已成了昨日的幻梦，戏

曲却给了我某种厚重的踏实感。这种感

觉与少时看戏的心境有着异曲同工之

妙。彼时，我拉着祖父的手站在夏日傍晚

的蝉鸣之中，台上的人顶着酷暑卖力地出

演，忽远忽近的唱词飘进耳朵里，我虽然

不懂其意，但与亲人相守的幸福足以宽慰

一个少年的内心。如今则是在熟悉的戏

词里找回自己，依赖着那梦回莺转的声

腔，清醒而淡然地投入生活的热潮中去。

荸荸 荠荠
□□管管 弦弦

2018年8月10日 星期五新作品

张小纲作品

生逢荷月，这是我命定的季节。窗外花木扶疏，

藤蔓葳蕤，香远益清。夏天摊开热情的双手，接纳了

我。我对它的迷恋，与生俱来。

孙过庭在《书谱》中云：“带燥方润，将浓遂枯”，

是说书法用墨的技巧。我总是从中联想到夏日。燥、

润、浓、枯，正是夏天走过的途径。仿佛气韵贯通的

用笔，层次丰富的墨色和线条变化，呈现出烈日之

灼、雨水之丰、草木之饶的夏天性情，酣畅至极。用

枯笔来收尾，就像花朵萎谢，为的是奉天承运，向秋

天过渡。

大丽花、凤仙花、荷花、蜀葵、粉豆花、葫芦花、

牵牛花、打碗花、田旋花……这些嫣妍的花仙子，天

天忙着绣花，在绿锦一样的枝叶间，锦上添花。它

们盛开在我童年的乡村夏天。多少年了，依然散发

着鲜甜的气息，让我惦念。除了荷花，其他的草本

小花，我已多年没见。城里多的是紫薇、木槿、月

季、凤尾兰等木本夏花。长大后，有些东西，连同当

年的心境和乐趣，再也找不到了，真个是“流光容易

把人抛”。

童年的乡村夏日，让我着迷。它会变魔术。变出

好多好东西来，有漂亮的花看，有好果子吃，有好看

的裙子穿，有清凉的水玩，像童话里的情节。

夏天是生长的季节。如同有人喊出“芝麻开

门”的灵验咒语，大地打开了宝藏的洞口。各种形

态的绿色植物，生长值达到巅峰，如火如荼。村庄

是开放的百草园，房前屋后，田间地头，大小路边，

甚至犄角旮旯，但凡有点空地，都可以成为草本植

物的乐园，有人工种养的，但更多盛大绚烂的美色，

来自野生。

小暑大暑,小热大热。村庄像一叶扁舟卧在蝉

叫蛙鸣鸟语之中。村前蜿蜒的小河、村头的荷花湾、

村西的水库，还有村南的老井，是载它的水。每个繁

衍生息的村子，都会有一口老井。有年头的老井，担

负起一个村庄的命脉。水声水色，让不大的村庄显

得灵气十足。从水面送来的风，带着水的凉意，正好

避暑降温。

“夏天就要有夏天的样子。热有热的好。出汗能

排毒。汗水是最好的滋养。”这是外婆的名言。她在

灶台边煮绿豆汤。我拿蒲扇给她扇风。沸水在锅里

打滚，冒着细密的白花。几个浪头翻腾过后，原本青

碧的绿豆汤，变成了奇怪的棕红色。绿豆出落成了

绿豆花，头上绽放娇嫩的花朵，仿佛时间和火候把

青涩的小女孩，熬成了情窦已开的大姑娘。

一碗清热解毒的绿豆汤里，也蕴含着人生的哲

学。但那时我还小，不太懂。我的注意力在于，一只

青绿色的波刺毛，为什么会让我受伤。我只是跟它

打个招呼，用树枝轻轻地拨了它一下，它却非常不

友好地暗算了我，我的右胳膊忽然就又疼又痒起

来。外婆说，它的刺有毒，会飞。她用温碱水治愈了

我的痛苦。我想，这样好看的虫子，怎么会表里不

一，心里装着害人的主意呢。当然，很快我又开始关

心，一只白色的冰块是怎样转变成黄色冰棍的。

外婆担心我苦夏、食欲不振的状况，始终没发

生。相反，我容光焕发。粗茶淡饭，弥散着外婆的味

道，带给我巨大而简单的快乐。夏天像一条丰沛的

河流，流经我的身体，供给充足的养分。因为有一茬

茬甜蜜的瓜果接济，桃李杏梨、樱桃苹果海棠西瓜

甜瓜等开发食欲，我的胃口大开，脸胖得跟发面馒

头似的。

我是多么的贪玩、贪吃。乡间的孩子，犹如自由

的野草。见风见日，不圈养在条条框框里。生命力

强，长得皮实。偶尔有个头痛脑热，大人们随手从路

边和田间拔点野菜煮水喝，好使。记得有一回我感

冒了，外婆便用新鲜的蹿出绿穗的车前子煮水给我

喝。喝个三五天就好了。在乡村，草就是药，药就是

草，草药不分家。

冷血的昆虫是不怕热的。越热越欢实。无蝉不

夏，蝉排首席。它是树上兴奋的歌者，夜以继日、孜

孜不倦地高歌。不唱不足以表达它对生命和夏日的

热爱。也难怪，经过漫长黑暗的地下蛰伏，它格外珍

惜站在高枝上的机会。是夏天给了它破土蜕变的新

生，让它得见天日和光明。我见过的三种蝉，唱法迥

异：大马知了，体型大，是蝉中的高头大马，一身黑

铠甲，薄亮的翅翼带有黄色的纹路，豪迈高亢的男

高音似的，一根筋地唱着“知，知”，不停顿，节奏单

一，没有高低起伏变化，从单一的歌唱技法就可知

其憨厚老实，因而时常成为孩子们捕捉的目标；哇

又哇，像缩小版的大马知了，张开口就是“哇又哇”

的咏叹调，抑扬顿挫，富有韵律，歌声婉转嘹亮，算

得上美声唱法。它的智商很高，警惕性也高，不待猎

手靠近，倏地喷出一阵水雾飞走，另择良枝而栖，向

人示威一般地继续欢唱；福得喽，长相最俊秀，如翩

翩美少年，暗绿的身子，精致玲珑，披着月光般透明

的纱质长翅，吐出“福得喽”的音符，组成骄傲的旋

律，自出机杼，音色清脆明亮，仿佛一支优美的柳笛

飘出树林，掠过水面，清澈动听。

当树上的蝉突然噤声沉默，地上成群的蚂蚁往

树上攀爬，外婆说，暴风雨要来了。

外婆的预言，往往应验。夏天的雨，性子急，精

力充沛，说下就下。刚刚晴蓝的天空，忽地飘来几片

乌云，打个响雷，大雨珠子就噼里啪啦地砸下来，迅

速倾盆。让人措手不及。孩子们是不怕雨的，雨会让

我们感到凉快。赤着脚跑去荷花湾。雨中的荷花湾，

生动活泼，意趣盎然。盛极的粉色荷花、碧绿的荷叶

和蒲草，理所当然地占领了几乎全部的水面。湾比

塘大一些，但不能与湖比，不足以载舟，李清照“兴

尽晚回舟，误入藕花深处”的景象，是看不到的。但

鱼戏莲叶间，足可让我们雀跃了。无所顾忌地掐下

散着清新薄荷味的大荷叶，戴在头上。笔直地站在

风雨中的荷花倾斜了，又反复地站直，尽力维持着

天女下凡的仙容。原本立在上头亲近芳泽的蜻蜓，

却不知去向了。

骤雨撤退得也快，抬腿就走。洗净的天空，像倒

扣的幽蓝的大海。只小半天的工夫，小河泛滥起来。

咆哮的河水远比平静的河水富有魅力，我们知道，

上游水库泄流的大水会携带肥美的库鱼进入小河。

河床浅而窄，不必担心安全。迎着浑浊的急流逆行，

心情比在清亮的河水中洗澡还要畅快。一些大人们

也加入捕捞行列。我的能力只够捉到几条小鲢鱼。

用塑料袋兜着，兴冲冲地跑回家。眼巴巴盼着外婆

把它们做成炸鱼给我吃。可外婆说，鱼太小了，先养

着吧。过几天再去看，盆里的鱼已消失了。外婆把它

们放生了。

雨一场接一场。我贪心捉到的小鱼，总是被外

婆重复地放生。我渴望把它们变成油光可鉴的炸鱼

的心愿，一直没实现。我兴高采烈捉鱼的兴趣，终于

被消耗殆尽。

从我记事起，没看到外婆养猪和猫狗。“猪膘肥

体壮后就得被宰掉”，外婆说，她见不得。猫狗不被

她待见，她喜欢干净。她养鸡养花养我养日子。

繁茂的花草们占据着院里院外，与我们群居。

有些花香是护卫我们的屏障。万寿菊在白天为我们

驱蝇，夜来香在夜间替纳凉的我们赶走蚊虫。花草

的叶子上，常会看到鲜艳的七星瓢虫，爬上爬下。我

们叫它巧媳妇。外婆说，它巧就巧在会捕食蚜虫之

类的害虫。

受外婆影响，我从小就有浪漫主义情结。我喜

欢站在平房顶上，看斜阳收敛最后一缕光芒，晚霞

拖着慵懒的长尾巴，天边是绛红色的。像日出时一

样美。黄昏时分，风变得比白日里勤快许多，时不时

送来一些凉爽之意。许多花朵接到了指令，有的按

时合拢，有的守时打开，有的允许一直开放。它们享

受的权利不同。

那时候，我总不解，为什么大地上许多花朵的

形状是朝天的喇叭状。仿佛随时可以吹响。我想，或

许这样便于交谈，它们像我们一样，也有话要讲，要

倾诉和交流，表达心中的爱。喇叭口像扩音器，会将

声音放大传远吧。

每个季节都是一只候鸟，飞来飞去，飞去飞来。

它们在岁月中筑巢。我们在大地上仰望。不知不觉

地长大，成熟，老去。

生当如夏花，生当如夏蝉，尽心尽力，开得圆

满，唱得无憾。

乡村夏日童话乡村夏日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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荸荠，最早跳跃在古代雅士的言笑晏晏中，其果

实是东汉末年谋士庞统爱吃的食物，也是庞统用来

款待客人的良蔬佳果。

当年，庞统耕读于湖北赤壁金鸾山的凤雏庵，种

茶种菜，自给自足，荸荠是他种在水田中为数不多的

草本植物。荸荠青绿的苗儿在夏天长出，一茎直上，

没有枝叶，和葱、蒲有几分像，泥里的根在秋后结果，

果实成熟后，扁圆形的样子有点像马的蹄子，因此被

叫做马蹄。马蹄也是古代闽、粤方言对荸荠的俗

称。闽、粤方言习惯将果子一类东西统称为“马”

（音），再在“马”字后面加上具体某种果子的名字，例

如桃子常发音为“马桃”，意为桃树的果子。“马蹄”中

的“蹄”（音）又指地下，意思是“地下的果子”，荸荠也

被叫做地栗，还有乌芋、菩荠之称。

荸荠不会大面积繁殖，每次产出的果实数量并

不多，可供庞统食用的也不多，但只要有朋友光临，

庞统便倾其所有，盛情款待。诸葛亮、周瑜、鲁肃、阚

泽等人就是常来庞统处的朋友。那肉质洁白、味甜

多汁、清脆可口的荸荠果儿，让他们赞不绝口。一

天，大家酒足饭饱，心情舒畅，觉得像庞统这样慷慨

大度的人太少了，都不约而同地想到了“绝甘分少”

这个褒义词，这个词常用来形容人刻苦、克己，自己

不图享受，却把为数不多的好东西分享给别人，有时

也引申为“卓尔不群”之意。大家便一致推举诸葛亮

执笔题写这四个字赠与庞统。

“绝甘分少”出自西汉史学家司马迁的《报任安

书》，是司马迁在汉武帝面前为将士李陵辩解时的用

词：“（愚）以为李陵素与士大夫绝甘分少，能得人之

死力，虽古之名将，不能过也。”彼时，李陵奉汉武帝

之命出征匈奴，率不足五千步兵与八万匈奴兵战于

浚稽山，因寡不敌众，兵败投降。司马迁虽与李陵非

亲非故，但出于公心，认为李陵投降也是迫于无奈，

并用“绝甘分少”来赞扬李陵的为人。

诸葛亮很清楚这个典故，应大家要求提笔前，他

建议将“绝甘分少”的“分”改成“兮”字，变成“绝甘兮

少”。他认为稍改一字，更能表达庞统的与众不同。

大家拍手称妙。诸葛亮便握紧狼毫，一挥而就。

就这样，荸荠让庞统与“绝甘兮少”牵手。都是

卓尔不群，自然有缘牵手。更让人眼前一亮的是，

作为“中介”，荸荠也有卓尔不群的特质：除了那不

断抚慰人心的美味，还有令人警醒的毒性。荸荠的

毒性和美味一样，都非同一般、不容小觑。荸荠生

长在水田、池沼等低洼处，聚集了大量有害有毒的

生物废物和化学物质，特别是果实与根茎的连接点

即果蒂，以及赤褐色或黑褐色的外皮上，更是含有

大量寄生虫和毒素。因此，她的蒂和皮是不能食用

的。而且，荸荠又属于寒凉滑利之品，脾胃虚寒、血

虚血淤和小儿遗尿、糖尿病患者都不宜食用。女子

月经期和怀孕期也是禁止食用的，因为荸荠能促使

子宫收缩，有使得经量减少和诱发流产的可能。

庞统当然了解荸荠，他从不主张女性家眷食用，

只在荸荠果实成熟的时候，小心地把荸荠挖出来，削

去蒂和皮，用井水洗净后，精心制作，煮成蔬菜、当作

饭后零食、泡水作茶饮、酒后做解酒饮料等。这样的

加工和食用方式，发挥了荸荠清热解毒、凉血生津、

开胃消食、利尿通便、化湿祛痰、润燥安神、明目醒酒

的功效，又不让荸荠的毒性影响到身体。

也许，这就是人和食物之间，因为“绝甘兮少”的

共性，而产生的一种惺惺相惜吧。庞统是有着超常

智慧和雄才大略的，早年，郡府任命他做功曹这个主

管考察记录业绩的官职，他乐于培养别人的声望，对

别人的评论和称赞，往往超过那人的实际才干。有

人问他为何这样做，他回答说：“当今天下大乱，正道

遭受破坏，善人少而恶人多。如果有人想要改善风

俗，弘扬道义，不抬高他的声誉，那么他的名声就不

值得人们仰慕，这样一来做善人的人就更少了。我

现在评论人，即使是褒扬的十项中有五项失实，也还

可以有一半是真实的，可以用来推崇道义，使有志于

行善的人得到自我激励，这不是值得做的吗？”

作为生僻词，“绝甘分少”“绝甘兮少”都没有被

字典和词典收录。诸葛亮把“绝甘分少”改为“绝甘

兮少”，除了让其成为一个表达谢意的感叹词之外，

可能还隐约含有一个愿望，希望庞统不会像李陵、

司马迁那样不幸。当年，李陵因投降及接踵而至的

“替匈奴练兵”之传言，被汉朝夷三族，母弟妻子皆

被诛杀。司马迁也受牵连被下狱施以“腐刑”这样

“最下等的刑罚”。司马迁是为了完成《史记》这样

的绝唱，才忍着奇耻大辱活下来。据说，《史记》完

成后，司马迁也不知所终。

然而，“绝甘兮少”也没有让庞统的命运变得更

好。他在少年时期，因为鲁钝朴实，没有什么声誉，

得到当时善于鉴别人品的司马徽的称赞后，名声才

逐渐显现。赤壁之战时，庞统亲赴曹营献连环计，助

孙刘联军火攻曹营，取得胜利。不过，庞统虽然得到

认可，却因相貌不佳等因素，投奔到孙权名下时，不

被使用。好不容易成为刘备帐下重要谋士，与诸葛

亮同拜为军师中郎将，成为与诸葛亮“卧龙”齐名的

“凤雏”，却还来不及更多地施展才华，就在围雒县率

众攻城时，不幸中流矢而亡，生命停止在36岁。“造

物忌多才，龙凤岂能归一室；先生如不死，江山未必

许三分”，凤雏庵内空留下这副对联。

唏嘘，只能唏嘘。那个冬末春初的一天，我游览

赤壁时，就这样感叹着。我在凤雏庵附近徘徊良久，

那挂在右侧厢房门楣上的“绝甘兮少”，那供奉着庞

统像的神龛前的对联，那周边的山野田地，都在我的

目光里，渐渐生出模糊的潮湿的光。我没有找到荸

荠，却清晰感觉到它的存在。莫非，荸荠早就以它的

寒凉之性，暗示了庞统令人心生寒意的人生遭遇吗？

而荸荠，也许更加适合，灵动在祥和酣畅的觥筹

交错中，令天下暖，令众生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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