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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天的乡村里，最喜欢热闹的，要
数知了了。

还是在五月底刚入夏的时候，夏天
的第一声蝉声便迫不及待从果园的树上
传入了乡人们的耳朵，向人们宣告了夏
天和酷暑的即将到来。那初夏的蝉声好
像有些绵绵无力，中气不足似的，犹如
牙牙学语的幼童的稚嫩话语，在企图打
开声音世界大门时的跌跌撞撞，远没有
平常蝉声那般果敢坚决。

等到七月初村小放暑假的时候，时
令已经到了小暑，天气也真正热了起
来。此时的知了们已经占领了村庄的大
部分树木，不管是村里房前屋后的柚子
树、柑橘树和李树上，还是果园里的大
梨树上，甚至是河边的苦楝子树和枫杨
上，以及屋背山上的泡桐树上，都能找
到它们的身影——小小的一只，匍匐在
靠近树梢的树枝上，一动不动地；它们
那在阳光下能反射出五彩光芒的薄薄蝉
翼，在枯燥的夏日里是那么耀眼，加之
那时断时续的蝉鸣，让它们自身轻而易
举地成为了乡村的焦点，吸引着每一个
乡村孩子的目光。

于是乎，我们细伢子便开始动脑筋
想法子去抓知了。儿时的暑假没有五花
八门的兴趣班或各种各样的补课，七月
学期结束放假在家，除了农忙双抢时去
田地里帮忙外，大部分的时间都是自己
支配的，大人也基本不管。于是我们自
己便三五成群聚在一起，找各种乐趣来
打发漫长的暑假——抓知了便是一项重
要的活动。

我们抓知了，也有好几种方法。
直接上树抓知了是很不明智的，而

且成功的概率也不高，知了们也机灵着
咧，纵使是伙伴之中身手最好的爬树能
手，哪怕再怎么小心翼翼，这边爬树才
爬到一半高，知了便感知到了树干和树
枝的轻微晃动，警觉地振翅逃走了。所
以捕蝉一般要借助工具，比如用网捕或
粘，但我们没有胶水，用网捕也不方
便，树上枝杈多，成功的概率也不高；
可我们也有我们自己的土办法——拿着
柴刀或蔑刀去屋背或河边的竹丛里砍了
细长的竹子回来，削去枝杈，然后举着
竹子满屋场跑，在屋檐和巷陌的空隙上

空收集蜘蛛网，等收集到了足够的蜘蛛
网，便把蜘蛛网卷到竹梢，裹成一指宽
圆圆一圈。

至此，粘知了的工具便有了。下一
步就是去粘知了了，我们一班细伢子便
前呼后拥，由高个子的同伴举着竹子去
河边苦楝子树林中找知了了。苦楝树树
干光滑，叶子稀疏，不像枫杨那般茂
盛，站在树下轻易就能看到知了，我们
举着竹竿，先是小心翼翼地让竹梢朝知
了憩息的树梢靠近，而后瞄准了知了的
翅膀，借助蜘蛛网的粘性粘住知了的翅
膀，被粘住翅膀的知了马上声嘶力竭鸣
叫，不断挣扎，我们便马上收回竹竿，
赶在知了逃跑前捉住知了，并用白线拴
住知了的脖颈，防止它逃跑。绑着线的
知了，就成为了我们的宠物和玩具。我
们午休的时候，便把知了放在竹席上，
观察知了拖着白线，从席子这头爬到那
一头；偶尔地，我们还故意碰一下知
了，那知了便像是吃亏了似的，照例鸣
叫一番。

可也有不叫的知了，我们称之为
“哑巴”。可伙伴们都想要会鸣叫的知
了，那些捕来的“哑巴”知了便无人问
津，往往最后都被放走了。

不要小看了我们捕蝉的竹竿，只要
操作得当，每次都能让我们满载而归
——五六个伙伴们里，每个人兜里都装
了一两只鸣叫的知了。而那粘在竹梢的
蜘蛛网，还能重复使用——下次捕蝉的
时候，只要用水把蜘蛛网湿润了，稍加
揉搓，蜘蛛网便又恢复了粘性。

第二种抓知了的方法，便是晚上或
者清晨一大早去果园的果树下，抓知了
猴。

这主要是为了得到蝉蜕，而蝉蜕本
就是一味中药。彼时吾乡还有那挑着货
担、走村串巷的货郎，货郎会收蝉蜕，
我们细伢子平日里便收集了蝉蜕，等那
货郎担着货担从屋背山后翻山过来的时
候，我们便拿了这些蝉蜕和货郎换薄荷
糖吃。

那是一种包在塑料纸里面的一大块
薄荷糖，上面整齐地刻着格子。货郎根
据我们给的蝉蜕个数，数着格子把薄荷
糖掰给我们。我们迫不及待地接过薄荷

糖，马上掰一小格放进嘴里——那薄荷
的清香与甘甜，先是在空腔里四散开
来，浸润了舌头的每一个味蕾细胞，而
后便迅速延伸至喉咙甚至深抵肺部，一
股凉意便清新了整个躯体。在物质匮
乏、甚至有些清贫的年代，这薄荷糖，
便是我和那些童年伙伴们日望夜盼的零
食。

除了抓那些正在或者将要脱壳的知
了猴，我们也会在夏日里下雨后的傍
晚，打着手电筒，细细查看果园里地上
新冒出的细缝和小洞，先试着用棍子把
小洞的洞口扩大，幸运的话，便能在洞
里发现那还在冬眠的知了。也有一些
洞，已经是“蝉”去洞空，我们便把洞
口填了。

这种从地里挖出来的知了猴，一般
还要再过几日才会脱壳，我们就把它们
放在抽屉的暗处，给抽屉留一条小缝，
脱完壳的知了便会因为趋光性而爬到抽
屉口。不过在这其中，我们还会好奇地
不时打开抽屉，观察正在脱壳的知了猴

——那知了猴先是在背上裂开一条缝，
然后身体便柔软地从其中退出，在退出
的同时，知了的颜色也是通体嫩绿的，
蝉翼也未发育完全。

小时候，听老辈人讲：不要觉得它
们知了在枝头得意鸣叫时很威风，知了
这一生也很可怜的。先是要在不见天日
的地里呆上七年，等时日到了，便历经
千辛万苦，从土里爬出来，艰难地脱完
那笨拙和奇怪的壳（有的知了脱壳不成
功，便不能飞），最后爬上枝头，才算
是为世人所知；在枝头的时候，也是餐
风饮露，直至寿终正寝。后来到初中，
又学了成语：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也
觉得知了可怜，在食物链的最低端呢。

时令如果到了立秋，秋风渐起，暑
气减退，蝉声也不似夏天那般振聋发聩
了，开始慢慢嘶哑；待到寒露，蝉声便
绝。

所以，蝉应该是夏天的代言人吧。

摘自豆瓣

写一样吃的最好的方法是把它放
置在小说里，放在人物的生活场景
中，漫不经心地一提，过一会儿再漫
不经心地一提，这种奇妙的重复莫名
地撩动人心，不知不觉就给人以深刻
的印象。或者是罗列一大堆食物，漫
不经心地把它置于其中，是不需要形
容词就能营造的氛围。

江南地区一出梅，热浪就迫不及
待地滚滚而来，人人走在街上都好像
在游泳——热气仿佛有重量有密度，
凝结在空气里，需要人用自身的力量
把它挤开才能往前运动，走到地了一
看，大汗淋漓，这是刚游上岸了，得
吁吁喘气。体力消耗了不少，人却没
什么胃口。不知怎地想起《长恨歌》
里写王琦瑶住在平安里寂寥时候的饮
食，也是这么漫不经心地提了一下，

“常常是吃泡饭，黄泥螺下饭”，她生
活到淡泊懒散的时候就又提一下，“泡
饭和黄泥螺”。小说里写上海里弄如何
如何，王琦瑶这样的弄堂女孩如何如
何，全没在我心上留下什么，独独就
是记住了这个“泡饭和黄泥螺”。

吃泡饭是江南人的习性。我在家
里要这样吃是要挨骂的，但是来到上
海，发现特别理所当然，扑通一下把
半碗饭挖进汤里，“天这么热，泡着好
下肚呀。”他们拿汤泡饭，茶泡饭，实
在不行了，凉水泡饭也是好的。

在我这个粥是粥、饭是饭地成长
起来的人眼里，这样吃饭真是又无聊
又有趣，还勾起了我沉寂多年的一丝
反叛心理，就想给我妈打电话，你不
是说这么吃饭伤身体么，你看人家都
是这么吃的，不也活得好好的么。

像日本人一样用茶水泡饭，再放
点梅子肉，也很有意思，但没什么滋
味。叫一份韩式的大酱汤来泡饭，才
最治我夏天的胃口，还沾沾自喜，觉
得天热就该多汲取盐分，吃完才想起
来我因为怕热并不运动流汗，白白浪
费了这些盐分。

蛋花汤泡饭也香，吃得人脑门冒
汗。我记忆深处还有一口鱼汤泡饭。
鱼汤是我妈炖的鱼头豆腐汤，尽管她
从不让我泡饭吃，但是我总是剩碗里
最后一口饭吃不下去，偷偷地舀一勺
鱼汤一块豆腐，这口饭就有了灵魂。

王琦瑶应该是用凉水来泡饭的，
因为她还搭配了黄泥螺来下饭。黄泥
螺是宁波的风味，小小的贝壳里一肚
子泥，得专咬没有泥的尖尖吃，第一
次吃的人一不小心就会留下极糟糕的
印象。一般说吃黄泥螺，应该是指用
酒渍腌食，在咸不拉几里寻一点奇异
的鲜，有人拿来下饭，有人拿来下酒。

黄泥螺还分桃花泥螺和桂花泥
螺，分别是春天和中秋时分所产，其
中又以桃花泥螺为最佳，肥美无泥，
这名字听起来就很妩媚，很丰腴。

宁波人不知为何很能吃一些奇奇
怪怪的美味，黄泥螺是一个，与我分
享黄泥螺的友人还给我介绍了一样匪
夷所思的食物叫霉苋菜梗，顾名思
义，就是发霉的苋菜梗，童叟无欺。
据说制作的过程中只需要先把苋菜梗
泡水里一夜泡出白沫来，再捞出来沥
干入坛发酵，就是等它发霉的意思。
又据说开坛的时候有异香，使人难以
自持。我觉得真是难以想象，相信在
我面前开坛的话我一定可以自持。

吃完这些霉菜梗，坛子里的汁水
也要留下来，可以把什么冬瓜南瓜丝
瓜丢进去做霉冬瓜霉南瓜霉丝瓜，正
与暑热情投意合。好在我已经有了一
些见识打底，不至于对此过分震惊。
刚来上海的时候有过一个宁波室友，
他从家里带来年糕，像是要开年糕店
似的用澡盆那么大的盆子放了水泡在
厨房，时不时从里面取食。眼见着年
糕因为天热日长发霉了，我还来不及
惋惜他浪费粮食，他便施施然地动手
把毛茸茸的霉菌洗掉，继续放水泡
着，继续做炒年糕，继续热情地邀我
分享。

宁波绍兴在饮食上不分家，这霉
菜系也流行于水乡绍兴。难道鲁迅先
生也是吃着霉菜梗霉冬瓜长大的？真
叫人浮想联翩。

想来大概是因为地理位置，江南
太潮湿了，这里的人得学会跟霉菌相
爱相杀，快乐相处。糟卤也好，霉卤
也好，都是储存食物的努力带来的惊
喜。人人都说广东人吃得奇怪，什么
都吃，可见是明显的地域偏见，广东
人出了广东，也是要惊掉下巴，重新
认识餐桌的。

数数春星

台风离开的第二天，我与世隔绝了。
电早在前夜就断了，手机无助地黑

了屏幕，没有空调也叫不到外卖，还好
家里还有几包泡面，不致有断粮之虞。

还好是白天，窗外风还是很大，透
过窗吹进来阵阵凉意，我终于被迫离开
了手机和任何一切跟电有关的东西，做
一些自己很久没做过的事情。那些买了
很久的书，到现在都没有拆封，我一本
一本把塑料薄膜拆开来，看那些书里的
故事，或许是因为读了太久电子书的原
因，好久没捧书在手心，总觉得默读的
时候是那么慢，但是那些方块字，仍然
连续不断地飘进我的脑海里，和书里的
人物一起去冒险，这狭窄的室内这憋闷
的空气，失去了强烈的存在感，我读到

书里的凉风和夏日的海边，盐汽水和冰
镇西瓜，就好像也感同身受一样，真实
与书中虚拟角色一起吹拂着海风，脚踩
过浪花。

曾经我没有办法去想象停电之后的
生活，因为对现代人来说电实在是太重
要了，电脑、电视、手机、网络，真的
是一刻都不能离开这样的便利。记得有
一次我去长沙玩，黄花机场有一家特色
的茶饮是其他城市没有的，叫“茶颜悦
色”。排队的人也很多，眼瞅着等前面还
剩下几个人就要轮到我时，店里突然一
片漆黑，原来是停电了，很戏剧性，但
就是这么巧被我遇到了。那个停电的瞬
间，真的很不美妙，因为飞机的起飞时
间只剩 1小时，我不可能就这样无休止

地等下去，只能很失落地离开“茶颜悦
色”，这也成为我那次长沙之行的遗憾。

那么停电还是不可避免地来了，如
果停电我们可以做什么呢？大学时期总
是经常停电，因为我们总是会在宿舍里
给自己增添很多小物什，比如热得快这
种不被允许也很容易跳闸的小电器，大
家一起用，宿舍就经常容易停电。停了
电，我们就在宿舍里点起蜡烛玩狼人
杀，这样的玩法最过瘾，想想漆黑夜里
有几点烛影，然后法官说道：“天黑请闭
眼，昨晚有人被带走了。”这时候我们就
瑟瑟发抖地抱成一团，根本没有考虑过
身边这位到底是什么身份，是友军还是
敌人，反正先尖叫了再说。等到宿舍熄
灯，也算是一种停电了，我们就坐在一
起聊天，那时候手机还是诺基亚，除了
打电话发短信什么都不能做，但电量持
久耐用，我们就把手机放中间，微弱的
光也可以照亮我们，聊聊少女心事、学
业烦恼，也是很开心的事。

而现在停电，我会陪孩子搭乐高积
木，这是件很消耗时间的事情，当你不
由自主沉浸到了乐高的世界里，你会发
现时间流逝得如此之快，把乐高倒在地
上，和孩子坐在一起拼，她很兴奋，不
停看着说明书指挥我找这个找那个，而
我找着找着，竟然发现了一点点小乐
趣，或许乐趣就在于陪着孩子做她喜欢
的事情，尽管这个事情我全无天份，但
是接受她的指挥，做一些帮忙打下手的
事情也很开心。搭乐高是一件很漫长很
有趣的事情，看一堆散碎在自己的手
里，慢慢拼凑出一个轮廓，尽管长时间
低头，颈椎没有那么好受，这种疲惫在

与孩子的玩闹当中好像也没有那么难以
忍受。

到了傍晚，所有人好像都接受了停
电这个事实，在我住的地方不远处，有
个小公园，有很多人去锻炼，这是他们
的一种休闲生活方式，但是停电的夜
晚，去那里放松的人特别多。人们拿出
了充好电的蓝牙音箱，把广场舞的曲子
放到震天响。广场上夜风猎猎，所有人
都在风中跟着动感音乐手舞足蹈，尽管
以前从来不参与这样的活动，但是停电
的此时此刻，我的心态好像有所转变，
觉得这样来之不易的快乐，这样难得的
停电，不应该让心情沉浸在沮丧之中，
还是应该去嗨一下。

跳广场舞的人们都很大度，他们很
快接受了我这个动作僵硬的广场舞新
手，我也很快摆脱了拘束，投入到了这
欢乐的海洋当中。

正在大家欢乐地舞动之时，突然传
来此起彼伏的欢呼声，“来电啦！”这次
声音比光传播的速度要快，在这样的欢
呼声中，窗外原本漆黑的夜空被依次点
亮了，灯光透出了每扇窗，而跳广场舞
的我们没有被这样的亮光所吸引，依然
全情投入在了音乐的节奏里。

对于如今的我们来说，停电真的是
一种难得的体验，偶尔与现实生活“脱
节”，其实也能看到不一样的风景，毕竟
有手机、有网络、有电视的生活唾手可
得，为什么不暂时与熟悉的自己告别，
去拥抱不一样的生活体验呢？

魔头橙文 /摄

停电后的
别样生活

蝉的夏天

夏日食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