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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苋菜红是红苋菜
烧出来的色彩，在我看来，那可
是梦幻般的美丽色泽。

除红苋菜外，还有一种青苋
菜，以及一种介于青红苋菜之间
的红得不透彻、不痛快的苋菜；
这两种苋菜烧不出红苋菜那种
梦幻般美丽的色泽。

那种梦幻般美丽的色泽，指
的是它的汤色。那是一种热烈
的、斑斓的颜色，能够洇染童年
的梦境，点染少年的记忆。一碗
珍珠般白花花的米饭，经一汪天
然的染色剂浸红后，就会分外娇
艳地逗引着童年的食欲，平日里
吃饭靠哄的小孩子见了也能吃
上满满的一碗了。其实不仅小
孩子喜欢，我母亲晚年，见桌上
有一碗红苋菜就来了食欲。

据说苋菜种植已有数千年
历史了，甲骨文中就出现过“苋”
字。所以叫“苋”，宋人陆佃在
《埤雅》中说，是“苋之茎叶皆高
大易见，古其字从见”。

苋菜古已有之，亦是季节性
的时令蔬菜，初夏时节才开始上

市。这时令啊，就像是划在日子
中的一道看不见的线，但却能将
季节分割得清清楚楚，什么季节
才会有什么样的菜蔬面市，老祖
宗告诉我们，要“不时不食”。在
我们老家，端午要吃十二红，红
苋菜是十二红中的一红，因此每
至端午节，红苋菜的身价总会大
涨。

苋菜最常见的吃法大概就
是爆炒了。炒苋菜放蒜是绝配，
张爱玲就说，“炒苋菜没蒜，不值
得一炒”。为什么？我以为，一
是苋菜遇见蒜香，其野性的土味
得到恰到好处的遮掩，而鲜香又
得到了恰如其分的激发；二是蒜
有杀菌消毒之功效；再就是苋菜
从中医角度来说，属于凉性食
物，与大蒜邂逅就可得到很好的
平衡。

苋菜虽属山野村姑邻家小
妹，身份并不高贵，却是可以登
堂入室，上得了宴席的。香港有
道菜是将苋菜跟鱼茸一起做羹，
名曰“西湖留艳影”。我们在酒
店的菜单时蔬栏中，也常常可以

见到苋菜的身影。
苋菜炒蚕豆瓣、苋菜煮汤都

能引人食欲；苋菜还可凉拌。苋
菜洗净，待水沸后将苋菜焯一下
捞出，再在凉白开中过一下；捞
出攥干水分，切成一厘米左右小
段；加上火腿、虾米、茶干、榨菜
碎丁，再加入适量的盐、糖、味
精、醋、蒜末、辣椒等作料；锅内
热油，浇到调好味的苋菜上，吱的
一声，拌匀即可。这道凉拌苋菜
立刻就变得简约并不简单，令人
垂涎三丈。

苋菜梗也好吃，周作人曾在
《苋菜梗》中说，近日从乡人处分
得腌苋菜梗来吃，对于苋菜仿佛
有一种旧雨之感。苋菜梗稍稍用
盐腌一下，与肉丝、香干、青椒同
炒一样好吃。绍兴、宁波人还喜
欢将苋菜梗“霉”了吃，臭得极香。

有研究表明，苋菜富有营
养，具有清热解毒等功效；红苋
菜中还含硒，可提高人体抗辐射
能力。

如此说来，苋菜的梦幻美，
又不仅仅在于它的美丽色泽了。

朋友的女儿在德国读书，前
几天她去德国待了几天，回来后
感慨颇多。

她打开平板电脑让我们看
她在国外拍的照片，天高云淡，
碧空如洗。她感慨道：人家的好
空气不是凭空而来的，她在德国
看到一座旧楼在改造，拆除前建
筑工人先在楼前安置一根很粗
的铁管，然后把建筑垃圾通过铁
管输送到楼下的汽车内，这样粉
尘就不会飘散到空气中；在德国
经常看到女孩子拎着高跟鞋光
着脚走在马路上，直到公司门口
时再穿鞋子进去上班，因为德国
的马路很干净，环卫工人用吹风
机吹路上的落叶，地面都用水洗
过了。我们都抱怨国内的空气
不好，雾霾天多，却少有人检讨
过自己为环保做过些什么，要知

道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好环境
都是保护出来的。

朋友说自己的女儿在国内
时不喜欢穿衣打扮，但到了德
国，那些平常的装束竟然让她成
了学校里最时髦的女生，一般德
国女孩的服饰样式很少，她们会
一件衣服穿很久，而且在德国看
到穿着打补丁衣服的人不要奇
怪，也不要觉得他们是穷人，那
是人家觉得这件衣服穿着舒适，
补一下还能穿。大家都会把不
穿了的旧衣服送到教堂，经过消
毒后再送给需要这些衣服的人。

德国人很守规矩，他们会在
小区里贴出通知，规定本月哪一
天允许卖报纸，哪一天允许卖瓶
子等，因为这样方便对垃圾进行
分类。晚上八点以后的街上，灯
光暗了，车辆也少了，德国人会

把不用的旧家具、旧家电等放到
路边固定放旧物的地方，谁需要
这些东西就会趁着夜色拿回家
用，朋友说她女儿屋里的家具和
电视，还有厨房里用的各种小篮
子都是从路边捡来的。

令朋友最感动的是在德国
问路，没人指给你方向，但会有
人亲自把你领到你要去的地
方。在机场的工作人员也会热
情问候旅客，问你从哪个地方
来，对这个国家有何印象，并送
祝福给你，所有的一切都不让人
觉得这是客套，而是内心自然的
情感流露。

由此看来，世上的一切都不
是天生的，好的环境是大家爱护
出来的，富有是节约出来的，素
质是培养出来的，还有微笑是感
染出来的。

德国人的小事儿
□马海霞（山东淄博）

苋菜红 梦幻美
□赵宽宏（贵州贵阳）

雨后云海 新华社发（杨玉山 摄）

那是一片古老而又年轻的土
地，浅山襟带着平阔的田园，保留着
农耕文明的恬适与宁静，白河、马不
跳河、禹王河摆荡而下，汇为米湾、
军王、堂南岭、连山坡等中小型库
坝，天光明艳，绿树成林。山势推涌
而来，就像滔滔海浪拍打着海滩，留
下铁山、古木山、蜘蛛山、锯齿岭、黑
头山、娘娘山、朱家岭、马山等海拔
500米左右的长岭高坡。坡地、川地
经过数千年耕种，盛产谷物和瓜果，
自新石器时代以来，人烟代代，积淀
丰富。

这个地方在鲁山，地名仓头。
早年我采写河流，曾走遍这里

的山山水水。曾留下这样的文字：
“乡政府后院树高庙古，相传，

青砖老苔围起的一丘陵墓，是造字
祖先仓颉的古冢。仓头虽无大山，
也曾林野茫茫草泽丰美，是一处天
然粮仓。这里西北近河洛，东北邻
汴梁，风云人物辈出。上世纪初，
就走出了两位高级将领。一是娘
娘山下相庄东沟的李镇亚，他拉竿
兴兵而后成为国民军军长。相邻
的刘河村，则是爱国志士任应岐的
故里。仓头，乃至鲁山县，当之无
愧是中原历史风物的微缩版。昔
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花香
霏霏。”

2018年 4月 28日，我再次走进
这片乡情浓郁的土地，来看芍药
花。

好大的花田！红、白、粉、黄，
雪白洒着娇红的人称杨贵妃出浴，
它们开得热热闹闹，眯着阳光噙着
风，泼天匝地的娇艳难以描述。想
那杜丽娘的姹紫嫣红怎当得这盈
坡漫野的浩浩荡荡？这片花田的
承租人是上仓头村的党支部书记
李三元，他告诉我，他们这个村1100
多口人，人均好耕地 1.8 亩、坡地 3
亩。一直以来，好地种小麦、玉米，
坡地种花生、红薯。村里有 300多
青壮出外打工，远的跑到广东、福
建，近的就在省内干各种力工。就
近做小生意、打零工兼顾农活的也
有300来人。剩余的就是上年纪的
老人和走不开的妇女。

前年，中国航天牡丹服务联盟
河南源烁农业仓头万亩油用牡丹
基地创建，李三元组织流转了上仓
头村 287亩地，加上下仓头和赵窑
两个行政村流转的土地，总共 600
多亩，其中 200多亩是牡丹芍药间
作套种。牡丹 3 月开花，芍药 4 月
开花，花期都在半个月左右。另
外，他还种了130多亩丹参，这些都
是药材。丹参取根，今年就有收
成，每棵1公斤，价钱15元到16元。

一亩地4000棵，算下来比种庄稼收
益高多了。芍药也是取根，这两年
就让它们像红薯一样在地里长着，
长够 3年再收。牡丹采子榨油，也
是3年见效益。李三元打算继续流
转土地，将种植面积发展到1万亩。

我问：“土地流转给基地，村民
的粮食收成够吃吗？”

他以上仓头村为例，扳着指头
算了一笔账：“好耕地还有 200 多
亩，加上坡地，吃的不愁，还可以养
家畜。另外，流转的好地每亩每年
补贴 600 元、坡地 400 元。村民在
花田里打药、锄草、施肥，一天能挣
50-70元。”

这笔账算下来，我心里踏实
了。转念又想，这么好的山水这么
好的花，发展生态旅游肯定是一桩
美事。对于城里人来说，在四季不
分的办公室里坐久了，约三两亲友
或是朋友来这里转转，比之人挤人
的风景名胜，别有一番乡情野趣。
除了牡丹、芍药，仓头乡还有近两
千亩栀子、200 多亩玉兰。桃花梨
花杏花油菜花，野生的，家养的，一
到春天，满眼弥望，到处都是。随
便循着一条溪流往前走，沿岸森森
然尽是两人合抱不住的大杨树，成
群的鸟儿掠过，投影在清澈的溪水
里，什么也不用想，就这样心闲脑
空，漫无目的地走，有多少意想不
到在等着你。不经意就会遇到清
波扬风的水库，遇到一段带有寨
门、石碓、石磨盘的古寨墙。幸运
的话，你还能遇到捧起来就能喝的
山根控泉或是平地涌泉……即便
是路边的野花也朵朵开得精致，哪
怕最不起眼的野草，得了雨露阳
光，它们也开花秀穗吐放出沁人心
脾的芳香。不用写，也不用记，更
不必拍照，只管信步走去，那山那
水那花草人烟就会长到心里来，成
为记忆中永不沉落的绿洲，不知不
觉拓宽了游赏者的生命。

仓颉冢、禹王冢、清古寺，下仓
头新石器时代遗址，西周贵族墓葬
群，8000 年人类留踪，历史与文化
瓜瓞绵绵，神话与传说丝丝丛丛。
人在仓头溪边走，看两岸人家院
落，青竹、绿柳、月季花，溪流中的
白鹅，院门外打哈欠的狗，大树下
挠食儿的鸡，注释着一代人烟因和
平而安好的生活。阳光照下来，风
刮过去，恍惚间就穿越了数千年岁
月：造字的仓颉、治水的大禹，收割
谷物的庄稼人，来来往往，声息相
闻……

仓头，一片古老而年轻的山野，
走进去不及思量，离开后却忍不住
怀想。

那片迷人的山野
□曲令敏（河南平顶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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