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去故宫看俄罗斯彩蛋
□ 郑 彬

俄罗斯人相信，彩蛋能带来健

康、美貌、力量和富足

柔柔的春风一吹，暖暖的春阳一
照，荠菜揉揉眼，伸伸手，甩开腿脚，
呼啦啦地就跑开了，转眼间冲进了田
野，爬上了山坡，占领了滩头⋯⋯满
地都是荠菜的身影，满天都是荠菜的
清香。

荠菜从冰雪中来，从寒风中来，
它顽强地生存着；不论肥瘠，只要有
土壤的地方，它就能落脚，就能扎根，
就能蓬勃生长，就能绵延开来，其旺
盛的生命力不能不让人赞叹。“城雪
初消荠菜生，角门深巷少人行。”这是
元代诗人杨载描绘荠菜凌霜斗雪的
诗句。

荠菜又叫枕头草、三角草、粽子
菜、地菜等，古时又称“护生草”“灵丹
草”等，虽然是野菜，却是营养丰富，
风味独特，又性味甘平，具有清肝调
脾，和血利水之功效，是野菜中的珍
品，加上又与“聚财”“吉菜”等谐音，
自然深受百姓的喜爱。民谚云：“吃
了荠菜，百蔬不鲜”“三月三，荠菜当
灵丹”。

荠菜吃法多样，可凉拌，可煮
汤，可清炒，清香入鼻，沁入肺
腑，身心通泰。食之，则那香甜又
微涩的野味，滋润着心脾，满口是
春的滋味。将新鲜的荠菜晒干，在
夏日里开汤，那味道就更是妙不可
言了。

古人不仅喜爱荠菜的美味，还喜
欢将荠菜写入诗中。《诗经》中有“谁
谓荼苦，其甘如荠”。白居易有“惆怅
去年墙地下，今春唯有荠花开”“荠花
榆荚深村里，亦道春风为我来”等诗

句。陆游则在诗里写道：“日日思归
饱蕨薇，春来荠美勿忘归”“荠花如雪
又烂漫，百草红紫哪知名”。辛弃疾
也有这样的诗句：“城中桃李愁风雨，
春在溪头荠菜花。”郑板桥作画题诗
云：“三春荠菜饶有味，九熟樱桃最有
名。清兴不辜诸酒伴，令人忘却异乡
情。”这些诗句一一读来，句句清新可
人。而范仲淹对荠菜更是情有独
钟。他在《荠赋》中写道：“陶家瓮内，
腌成碧绿青黄，措入口中，嚼生宫商
角徵。”

荠菜是报春的使者，当其他的草
木尚未萌动之时，荠菜就已破土而
出，先是嫩嫩的小叶，浅浅的紫色，随
着春光的抚摸，春风的吹拂，春雨的
滋润，个儿一天天地长大，叶色一天
天地转绿，晃人眼目，逗人喜爱，可转
眼间贴地的荠菜就会长出茎来，一节
一节地往上蹿，开出雪白的花朵，就
像一个可爱的小女孩，一下变成了一
个亭亭玉立的大美女。

春阳暖暖，春意渐浓。春风吹来
春的气息，也带来荠菜的清香。闻到
这清香，盼望着、期待着的女人和孩
子们便会呼朋引伴，提着篮子，拿着
铲子，向着田地间、山坡上、滩头边
⋯⋯那一团团、一簇簇的荠菜奔跑过
去。苏轼的“时绕麦田求野荠，强为
僧舍煮山羹”诗句，十分贴切地描绘
出了挖荠菜的情景。

朋友们，如果你喜欢早春的阳
光和轻风，喜欢荠菜的清香和微
涩，那就快快趁着春天的丽日蓝
天，走进大地的怀抱，开心地采挖
荠菜吧！如果待到春光渐深渐老，
那你就只能欣赏到“春在溪头荠菜
花”的一番景象了。

当然，到那时，地菜煮鸡蛋也是
美味哦！

三十岁以后，才有了勇气去穿高跟鞋。于
我而言，从脚做起，并不比从头做起简单。

左脚天生六只脚趾，是传说中的多智型人
物。出生第三天在医院做了手术处理，只是彼
时尚幼，局部麻醉使趾骨无法清理完尽，导致随
着年岁逐增，又顽强生长。穿鞋一直成为我成
长过程中的大问题，右脚必须曲意逢迎左脚，选
大号，因此，完美的右脚显得有些曲高和寡，始
终没有一种平衡的力量来使它与鞋相宜静好。
左脚经历手术锤炼，充满伤痕历史，最终却也难
心定意平，在行走的渴望中，还等待着被损伤和
重塑。

相信大多数少年肯定没有过我这样的经
历：一只脚穿大号，一只脚穿小号，这是曾苦苦
哀求母亲，花双倍的价钱给我买回来的，可以交
叉着穿。一侧是叛逆之心，一侧是坦然顺受。
其实，批量生产的球鞋，从横向度量，大小号并
无差异，只是纵向长短不一，穿出去也影响整体
上的美观，这使我对“舒适”一词不再寄予厚望，
从此拒绝了母亲再为我买鞋超额付出。紧接
着，天生的运动细胞如万马脱缰，让我左脚边上
那个多智的小趾受尽折磨。每次运动后，父亲
总要给我到冰箱里找冰块敷伤口，敷到它安静
归位，冰火麻痛全然消去为止。没敢穿过一次
露趾鞋的少女时代，我曾深深地自卑过，但在此
消极的感受上，反倒重新生起一股热烈而强悍

的信念，相信自己，相信正直与美的道路值得我
用自己的脚步去丈量和追索。我从来不认为它
是一种坏的东西，因为它一直在生长，始终接受
鞋的挤压和撕咬，并逐一把疼痛消化吸收，强力
承受这一切——生命的不完美。直到十八岁，
身体停止了生长，我才真正明白它从来不是多
余或异样的，我带着它，慢慢与它成为整体。这
就是为什么父亲多次提起手术，都被我否决了
的原因。

二十一岁参加工作，35 码的球鞋，在一群十
几岁的孩子身边转来转去，依然快活。这时候，
对于疼痛，有了更好的预防和更深刻的忍耐
力。闲暇时间，也会跟同事去商场挑几双高跟
鞋，试穿的时候，也毫不忌讳自己多出的那个小
脚趾，顶多被别人奇怪地打量，我以微笑迎之。
大凡能让我挤进去，穿着走几分钟的，我都会毫
不犹豫地买下。只因为是女子，我值得拥有这
份美丽，而这份美丽，有时是那么偏执，又是那
么可爱。辛黛瑞拉凭着它们找到了自己的白马
王子，也许我穿到凌晨痛醒过来的时候，或许就
见到梦中情人。这是一个多么凄美的隐喻！其
实，当初皇帝选妃似地买回去的那些高跟鞋，多
半还放在家中鞋柜里展览。每天在镜子前穿几
分钟，拿手机自拍几张就足够了。也因为从事
教育工作的原因，每天在讲台上站几个小时，穿
球鞋是明智的选择，美丽理应现于无形之中。
按自己觉得好的方式替人生作选择，承认并接
受自己的不完美，而不试图遮掩，封闭和扭曲自
己，让生命顺其自然活泼舒展并最终无所怨
诟。王尔德也说过：爱自己，是一生浪漫的开
始。所以，我们亦是没有理由因为自己不完美
而深深的自卑。有时，普通人被命运拨弄着，或

残缺，或病痛，身不由己，却会使人有着一种坚
毅、温情和自尊的美感，这种生命的重生比时下
美容业界中流传的“逆生长”要更为真实，确切。

三十岁的这一年春天，我终于做了一个决
定——与那只陪伴了我三十年的多智小脚趾做
永远的告别。不管结果会是如何，我都得是穿
得起球鞋，也登得起高跟鞋的女子。三十年了，
我要把身为一个女子步步生莲的婀娜韵致还给
自己，勇敢地去迎接迟来的爱情。那一日手术
很顺利，主刀是骨科中最好的大夫，对于切骨、
缝合的工作都做得非常完美。半麻醉状态，这
一切，都在我清醒中进行。我记住了，那难忘的
彻骨的疼痛，麻醉散尽之后的漫漫长夜，记住
了，为了向更美奔赴，我所做出的选择、牺牲和
成全。感谢自己那么勇敢，也感谢那么多的拐
杖出现在我的身边。从此，我的 35 码鞋全然解
缚，相宜静好。所有蛮力乱走，任黑暗撕扯，退
而求其次，统统成为脚印走过，保持平衡的定力
和没有迟疑畏缩的前行速度。有些经历，貌似
是一个障碍，但最终是一个礼物。若你有怜悯，
应善待和接纳心灵的软弱，让所有的暗疾都能
散发出一种明媚的微光。

术 后 两 周 ， 已 能 够 毫 无 负 担 地 登 起 高
跟 。 夜 里 把 双 脚 举 起 靠 在 墙 上 ， 匀 称 、 漂
亮、白晳得甚至看不出，一点过往的磨损与
刀痕，透露出一种光鲜而骄傲的神气。再转
了脖子，觑一眼床
下那双精致玲珑的
水钻高跟鞋，抚去
重 重 灰 尘 腐 垢 之
后，依然呈现一如
既往的初心。

35码鞋的脚印
□ 邓丽娜

人会装嫩，植物却装不了，它们

会在春光里吐芽、伸展、消匿

春阳暖暖荠菜香
□ 胡小平

人鱼出卖自己美丽的歌喉，换来

修长的双腿，我出卖自己的双脚，才换

回这美丽的开始

春风吹来春的气息，也

带来荠菜的清香

如果选一种植物，让人装嫩，会选什么？我
选初春植物的嫩芽头。

枸杞头，枸杞的嫩茎叶，最嫩的部分，水嫩
水嫩的，一大堆枸杞头，在油锅里爆炒，只能炒
一小盘，水分全沥出了。

厨房里，一淘箩马兰头，意气生动；菜摊上，
一大堆豌豆头，姗姗带雨欢。

植物的嫩，嫩在哪里？
一味枸杞头，味苦性寒，具有补虚益精，清

热止渴，祛风明目的功效。装嫩，嫩如一株植
物，才有生理和心理的满足。

清素瓷盘里的枸杞头，可以凉拌，焯过水，
捞出。把枸杞头码放到小碟内，倒入生抽、盐、
醋、红油，撒入熟芝麻，拌匀，这样拌出来的菜才
有味道。

早春的菜市，衣裳皱巴的憨厚老头儿在卖
枸杞头。老头儿用一双糙手在拨弄，枸杞头却

是嫩嫩的，一大堆蓬松虚嫩的枸杞头，碧绿、养
眼，上面沾着早晨的露水清气。外祖父在世时，
每年春天买枸杞头，炒糖醋枸杞头。他炒菜时，
把枸杞头沥干，置铁锅上翻炒，锅烧得滚热，只
听得“咝啦、咝啦”，锅沿升腾一股白雾，铁铲三
拨两拨，一堆豌豆头，缩水至一盘子。外祖父眼
睛不好，说吃枸杞头可以明目，他让小孩子也
吃，嫩鲜清香。

还有马兰头、豌豆尖。
陆游对马兰头心生欢喜，他在《戏咏园中百

草》中吟道：“离离幽草自成丛，这眼儿童竞撷
空。不知马兰入晨俎，何以燕麦摇春风。”春天
的马兰头，在诗人眼里，是一道珍馔。

豌豆头，《本草纲目》里说，“叶似蒺藜叶，两
两对生，嫩时可食⋯⋯又有野豌豆，粒小不堪，
惟苗可茹”。汪曾祺评价豌豆头时会说，“极嫩，
入口清甜中有很细微的青涩——这样的涩几乎
感觉不出，因为与清甜根本就是糅合在一起的，
但可以体会到一种很简单的纯”。

豌豆，在古代有一个很好听的名字：薇。《诗
经》中，“采薇采薇，薇亦作止。曰归曰归，岁亦
莫止”，说的是野豌豆。

麦田青芒，有一弯野豌豆，牵藤攀缘，触须

漫爬，不知何物？只看得那紫红的花，似蝴蝶，
在风里飞啊飞，飞不动了就栖在叶子上，翕合着
花翅膀，在青麦映衬下显得耐看，只是叶片老
了，便不再摘。

清妙食物，在于它的嫩，一片一片嫩芽叶
片，在春光里最动人。比如，春日懒懒，食枸杞，
如饮草木清气。《红楼梦》里的女孩子，就喜欢春
天鲜嫩的植物。第六十一回，探春和宝钗嚷嚷
着“要吃油炒枸杞芽”，还大方掷出 500 铜钱，恨
不得一通暴吃，却不怕增肥。两人还喜欢枸杞
芽烧蛋汤，一碗汤爽口清凉，成为口腹最爱。

豌豆头呢，清炒可以当下酒菜。豌豆头咂
巴在口中回旋，甜嫩清香，等到春已深，豌豆开
花，开紫色的蝴蝶小花，这时候再食豌豆的叶
茎，纤维筋络，如老牛嚼草。

马兰头过了清明，也风华不再了。
枸杞头易老，豌

豆头、马兰头、秧草
头 、香 椿 头 、芦 蒿
⋯⋯也老。或许人
老会装嫩，植物们不
会装。一群植物，在
春光里渐渐老去。

只在春光里的植物
□ 王太生

好像是个惯例，每年一到小长
假，朋友圈里便随处可见各种旅游攻
略，或经济实用，或纯粹幽默搞笑。
一般情况下，这些帖子我可能会去
看，但基本上是懒得斟酌比较或是借
鉴。毕竟小长假到底要怎么玩，每个
人因为自己的各种原因也会有不同
的偏好。一概而论的定式，我是没有
的，更何况有时候即使定了规划，也
会遇到“计划不如变化快”的情况，那
又何必规划？

这种想法，起因是自己这几年经
历过的五一。早些年，因为喜欢旅
游，便喜欢趁着节假日到处跑跑。但
是慢慢地，随着岁月流逝，心境悄悄
发生了改变。就说有一年，定好了旅
游规划，满心期待着一场与大自然的
醉心邂逅，最后呢，却惨败在人潮的
拥挤中。记得那次从旅游地回来翻
看照片，看着自己身边十几个陌生面
孔入得镜头来，心中竟有一丝哀叹，
就感觉早知如此不如乖乖待在家，暖
暖的阳光，轻柔的风，再允许自己一
些慵懒，谁说不是假期里的一种自在
享受呢？于是，我开始在心里暗暗地
想，以后干脆自由自在、随心所欲地
过假期算了。

过的第一个随意假期是在前几
年。记得当时朋友们大多出去玩了，
身边一下子清静下来。正不知怎么
办，老公说，不如我们出去吃好吃
的？提议立马得到家人的积极响应，
于是一家人热热闹闹地出发。却是

开车到半途中，竟看到一个风景怡然
的公园。女儿在车里大叫：爸爸，这
是哪儿，我们进去玩玩怎么样？老公
爽快回应，“当然没问题。”于是停车，
入园。很快便眼前一亮：假山、流水、
小瀑布，还有绵延环绕的长石阶，深
入其中，还有各种绿植、花卉。此时
我不由感慨，我们常常习惯去追逐风
景，却忽略了原来身边就有最美的风
景。那天，我们数石阶，看瀑布，玩龙
舟，放风筝，识花草，哪还顾得上吃什
么好吃的。

还有前年的五一，因为老公突然
出差，我便带着女儿去了母亲家。见
我们来，正在田间忙碌的母亲高兴地
举着手里的茭白苗告诉我们，眼下正
是种植茭白苗的好时机，现在移植，
等过个几个月就有白嫩甘甜的茭白
吃了。女儿在城里生活，从没见过这
些，自然欣喜掺杂着惊奇动手劳动。
于是那个五一，瞬间变成了我们的一
堂劳动课，陪着母亲一起移植茭白
苗，虽然到最后我们沾染了一身泥
水，但于心里，我倒是感觉这样一种
经历比一次远足，对女儿更要宝贵
许多。

甚至是去年的五一，因为女儿要
看书，我俩还在图书馆里待了半天。
总感觉，这样过假期，因为随意，没有
条条框框，于是没有遗憾，有的只是
不期然的惊喜，还有身心的舒展和由
此带来的惬意。得益于此，今年我家
五一依然无攻略，并且在偶然的惊喜
中快乐依旧。

我家放假“无攻略”
□ 管洪芬

50 枚精美的沙皇彩蛋、银质鳟鱼造型的鱼
子酱碗、银镀金珐琅石榴石赞颂杯⋯⋯由美国
弗吉尼亚美术馆精选的 234 件(组)俄罗斯沙皇
文物珍品，已于 4 月 16 日在北京故宫午门雁翅
楼正式与游客见面。这是美国博物馆藏品首次
大规模在中国展出，也是“法贝热珍品”首次在
北美之外的国家展出。

作为故宫博物院与美国弗吉尼亚美术馆的
交换展览，“玲珑万象——来自美国的俄罗斯皇
家法贝热装饰艺术展”分为“沙皇的礼物”“美轮
美奂的装饰艺术”“日常的奢华”“信仰的力量”
四部分，系统展示了法贝热珠宝卓越的理念与
工艺，为观众献上别致精美的文化体验。“法贝
热”是俄罗斯精湛工艺和皇室珍宝的代名词。
作为俄罗斯著名金匠、珠宝首饰匠人，法贝热被
沙皇钦点为御用金匠与珠宝师，由他设计制作
的“复活节彩蛋”不仅是俄罗斯珠宝史，也是世
界珠宝史上的惊世奇作，现多由世界各地的博
物馆或收藏家所珍藏。

值得注意的是，展览“沙皇的礼物”展出了
法贝热最杰出的成就——为俄罗斯沙皇制作的
50 枚独具魅力的复活节彩蛋，包括彼得大帝彩
蛋、皇家鹈鹕彩蛋等珍宝。史料记载，沙皇俄国
第一颗皇室复活节彩蛋诞生于 1885 年，彩蛋带
有一只金鸡，蛋壳里面还有一个“蛋黄”。当时
沙皇亚历山大三世为了安慰从丹麦迎娶过门的
皇后玛利亚，他特地向法贝热工艺制作行定做
了精美的彩蛋，送给皇后当复活节礼物。据说，
玛利亚对此礼物爱不释手。从 1894 年开始，沙
皇尼古拉二世继续沿袭其父传统，每年复活节
都会给母亲和妻子赠送彩蛋。此后，订制彩蛋
便成了俄罗斯皇室每年一度的复活节活动。这

些彩蛋是由珍贵的金属或是半宝石混合珐琅与
宝石来装饰，“法贝热彩蛋”也由此成为奢侈品
的代名词。

其实，彩蛋不是俄罗斯皇家的专属品。在
西方，复活节彩蛋是复活节里最重要的食物象
征，意味着生命的开始与延续。19 世纪，彩蛋在
俄罗斯开始广为流传。俄罗斯人相信，彩蛋能
带来健康、美貌、力量和富足。

这次故宫的法贝热艺术展可不是只有“法
贝热彩蛋”，还有各种美轮美奂的皇家珍宝。“美
轮美奂的装饰艺术”展出了法贝热打造的一系
列风格清新、独具创意的艺术珍品；“日常的奢
华”则展示了精致奢华、充满浓郁艺术气息的日
常用品。法贝热根据不同创作主体，大胆使用
陶瓷、玻璃、钢铁、小粒珍珠等材料，创作出体现

哥特式、文艺复兴、巴洛克、新艺术等多种风格
的艺术品，其中一部分作品甚至有强烈的现代
感，预见了日后的简约风格。

与展览同样引人注目的是展品的提供者
——弗吉尼亚美术馆。该馆藏品历史年限跨越
5000 年，综合排名列全美博物馆前十名，是公
认的美国顶尖综合性艺术博物馆之一，收藏了
除俄罗斯本土之外世界最大规模的法贝热珍
品。此次展览是故宫博物院与美国弗吉尼亚美
术馆 2011 年 5 月 4 日签署合作意向书之后，两
馆之间的重要合作项目之一。2014 年 10 月 18
日至 2015 年 1 月 19 日，故宫博物院赴该馆成功
举办了“紫禁城—北京故宫博物院皇家珍品
展”，作为交换展，由该馆收藏的 200 余件俄罗
斯法贝热珍品在故宫博物院展出。

我们常常习惯去追逐风

景，却忽略了原来身边就有最

美的风景

主题：《玲珑万象

——来自美国的俄罗

斯皇家法贝热装饰艺

术展》

时 间 ：2016 年 4

月 15日至 7月 17日

地点：北京故宫

午门雁翅楼展厅

展览类型：展览

不单独售票，观众只

需持故宫门票即可免

费参观

☞

晨雾缭绕桃源村

。刘浩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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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彼得大帝彩蛋

② 阿列克谢皇储彩蛋

③ 皇家鹈鹕彩蛋

①

②

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