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菠菜是百姓餐桌上的寻常菜，但菠菜出身不凡，有着
神秘的背景。如果想了解菠菜的来历，请您和我一起穿越
历史，寻找“菠”光菜影。

唐朝初期，在长安的超级市场西市（专设有“波斯邸’
和其他外商贸易货栈）上，您会看到左右藏库，财物山积，
珍奇宝物，琳琅满目。 市场上熙熙攘攘，往来者有王公贵
族，富商大贾，最显目的是着胡服的胡人和外商，他们经
营着大量的香料、器玩等进口货。 带有异国风情的饮食，
如“胡饼”、“毕罗”（即抓饭）、“三勒酒”、“龙膏酒”等，颇受
欢迎。 在菜市场，您会看到菠菜的价格非常昂贵，只因为
这是刚刚从国外引进，种植成功的外国菜。

贞观二十一年 （647年）， 如果您是唐太宗的朝堂侍
从，您会看到泥婆罗国使节进献菠棱菜种子。 没错，从尼
泊尔来的菠棱菜种子开始在中土种植， 成为今天我们餐
桌上菠菜的祖宗。

菠菜原产亚洲西部的伊朗高原， 唐代的学者也有了
另一种说法，传说菠菜是从波斯传到唐都长安。唐韦绚在
《刘宾客嘉话录》 中这样介绍菠菜的来源：“菜之菠薐者，
本西国中有僧人自彼将其子来，如苜蓿、葡萄因张骞而至
也。”韦绚记录的刘宾客嘉话，应该有一定的可信度。因为
“刘宾客”是诗豪刘禹锡，我们姑且相信诗人一把，他不至
于胡编乱造菠菜的身世。 持菠菜来自波斯者，称之为“波
斯草”；持菠菜来自尼泊尔者，称之为“菠棱菜”。让他们两
派打口水仗吧，既然穿越到唐朝了，让我们品尝一下鲜嫩
翠绿的“春菠”（春天的菠菜简称）吧，嗯，味道好极了，和
今天的菠菜一个味。

菠菜在唐朝乃至五代，都带有神秘的色彩。 在唐代，
“服丹石之人，食之佳”的说法十分盛行，因此，菠菜深得
信奉道教的方士们偏爱。

五代时期，南唐的一位官员叫钟谟，给菠菜起了个玄
虚的名字———雨花，使之带有佛教色彩。这个钟谟不但把
菠菜视为“雨花”，而且还把菠菜、蒌蒿、萝卜当成无与伦
比的佳肴，称为“三无比”。 “雨花”一词出自佛教经典。 据
说佛祖传经说法时感动了天神， 天空中飘下各种各样的
香花，像下雨一样。 钟谟将菠菜称之为“雨花”，可见他对
菠菜的珍视。

好吧， 我们又穿越到明朝， 跟随明成祖朱棣微服私
访。朱棣在民间的小店，偶然品尝到用豆腐干和菠菜烹制
的菜肴，觉得美味可口，就问这道菜叫什么名字。 店小二
看来客不像凡夫俗子，于是灵机一动，说：“金砖白玉版，
红嘴绿鹦哥。”朱棣一听，再看菜之颜色，妙绝，重赏。五谷
不分的皇帝整日“宅”在皇宫，吃的是玉盘珍馐，即使吃菠
菜，御厨也不会将粉红的菠菜根保留。“金砖白玉版，红嘴
绿鹦哥”的逸闻出自明成祖朱棣，后来这个掌故转移了，
成为乾隆下江南微服私访的佳话了。

让我们继续穿越，来到清朝的首都北京，到中枢机关
的食堂看看，大臣们吃什么工作餐。哇，原来天天有菠菜，
其中一道菜肴，让大臣们念念不忘。 其烹饪方法是，先用
油煎好菠菜梗，然后再配以上等的虾米一起烹炒。 “其美
处，乃非常菜可比！ ”宰相刘罗锅吃罢，大声说妙。

让我们穿越回来，不带走唐朝的一根菠菜。这就是菠
菜的前世今生，家常菜中捕捉一片幽梦影。

口琴加上木吉他，以前给人的
感觉是一股纯真校园气息，比如上
世纪70年代末传入大陆的台湾校
园歌曲。 后来，听到了半音阶口琴、
布鲁斯口琴，知道口琴同样可以很
古典化、爵士化。

虽说童年时吹玩具口琴、 小学
时吹复音（重音）口琴、高中时吹半
音阶， 记得也买过石人望的口琴教
材， 但从来没有一次系统地学过口
琴， 曾经希望能吹出让人眼花缭乱
的《野蜂飞舞》、激情四溢的《霍拉舞
曲》、悠然雅致的《秋之落叶》，那些
旋律基本只能在脑中盘旋， 到口琴
上终究无法完成大脑输出的指令。

近日 ，听了邦菲利奥吹的 《谁
来爱我》， 那酣畅淋漓的布鲁斯风

格口琴的前奏和间奏 ， 太吸引人
了。 我就像掰玉米的小猴子，从前
的半音阶口琴还没吹出个眉目，现
在又向往起蓝调口琴。

先在网上做了一些功课，了解
了布鲁斯口琴的入门之道，网购了
口琴，德国的Hohner SP20，普遍推
荐的入门口琴，注册了北京布鲁斯
口琴高手晓松的“蓝调口琴网”，买
了一年的VIP，可以从入门到高级，
按部就班地学下去。 稍稍练过几天
单音，就开吹小曲了。

《送别 》、 《Love me tender》、
《Oh! Susanna》，这些曲子，让人回到
纯真年代了。 《送别》是东洋的学堂
歌， 源头也是西洋的， 又经过李叔
同引进到中国 ， 在电影 《城南旧
事》 里出现过， 场面是很伤感的；
《Love me tender》， 猫王的名曲，英
文老歌了， 曾经是程乃珊写老上海
必用的调料。 有本歌本，《外国歌曲
100首》，里边的《故乡的亲人》、《我
的肯德基故乡》、《金发的珍妮》 等，
是我曾经用半音阶常吹的曲目。

不过，在十孔口琴上，这几首已
经不太想吹， 直接就从 《Down by

Sally garden》开始了。 听示范，跟伴
奏，一遍遍练。 借着口琴，这首歌存
在于我每天的生活中。 歌名大多翻
译为《爱尔兰画眉》。 事实上，我不喜
欢这个译法。 百度一下，该歌竟然还
是威廉·巴特勒·叶芝的同名诗歌谱
曲而成，最初翻译为《柳园里》。 叶芝
曾为此诗作过下列注释：“这首诗是
根据斯莱戈县巴利索戴尔村里一个
经常独自吟唱的老农妇记不完全的
三行旧歌词改写而成的”。 想想看，
爱尔兰，诗人，叶芝，他就这样再次
走进了我的生命中。

“当你年老白了头，睡意稠，炉
旁打盹；请记取诗一首。 漫回忆，你
也曾眼神温柔……”这是叶芝写给
他终身的恋人的诗，当年在《读者》
上看到，喜欢不已。

现在 ，更可以吹上一曲 《爱尔
兰画眉》。

“90后”女生网上“炫书”
□晓帆

近日，一篇名为《我家没有宝马车，只有藏书数千卷》
的网帖在网易论坛备受好评。 帖子的作者“重庆苇子”是
一名正在备战高考（微博）的重庆高三女生，她说，这3000
多册旧书是父母送给她的“成人礼物”。

在网帖中的藏书几乎全是从民国时期到“文革”时期
的旧书。 照片上苇子青春靓丽、穿着时尚。

“别小看我们‘90后’噢，我已经看了其中的10多本了。 ”
苇子说。 其父亲是大学教授，母亲是杂志编辑，她在重庆念
高三，曾在全市联考中排名第23。 苇子说，这3000多册书是
上世纪80年代末她父母在图书馆的旧书处理活动中淘的，
总共花了1000多元，“相当于一个普通职工半年的工资”。

不久前，苇子迎来了她的18岁生日，父母决定把这些
书的“所有权”转让给她，这让她异常兴奋，一有空就用肥
皂洗手后去翻书（怕这些脆弱的旧书受损），还拍下照片
发送上网“炫书”。 “它们看上去像是有秋天落叶的味道，
黄灿灿的，像是做了一个长长的日光SPA。 ”她这样评价
她的爱书。

苇子说，她之所以上网炫书，是想唤起更多的同龄人
“多读书，读好书”。 如今跟她年龄相近的人都爱看“后宫
穿越”题材的言情书，甚至有不少人爱看思想变态畸形的
“耽美”漫画书，她觉得这不正常。在看了这3000多册藏书
中的十几册之后，她对“名著之所以成为名著”深有体会，
因而想通过网络推荐更多的同龄人读名著。

有网友评论说： 有藏书的家庭比有宝马的家庭少很多
了，是一个民族的悲哀。 炫宝马的人比炫藏书的人多很多了，
是一个民族的堕落。 现在有年轻人炫书，说明大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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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还在中转站上，急死人
了。 ”刚刚从北京购买了新版春装
的上班族欣欣一遍遍刷新着快递
单件证号码，焦急地等待着快递上
门送货。购物后频繁查询快递送货
进程已经成了她和许多白领的一
个习惯。

当点击鼠标，足不出户的购物
方式越来越流行，白领上班族和快
递人员开始了频繁接触。 据了解，
相比两年前， 在同一个写字楼内，
快递送货的数量增长了两倍。

以淘宝为龙头老大的购物网站
悄然改变着我们生活中的乐趣，有
人玩得不亦乐乎，有人欲罢不能，也
有人挣扎着试图戒掉网购瘾。

“痛定思痛，痛下决心，戒掉淘
宝两周！大家监督，今天是第三天，
还有11天！ ”一大早小安就把MSN
的签名换了。 小安一个人在长沙，
对于淘宝的依赖，在朋友间已颇具

盛名。 果然MSN的签名让朋友们
大跌眼镜，因为小安前阵子刚荣升
为淘宝三黄钻买家。

前几天的银行账单却把小安
自己给吓倒了：RMB8849元，都是
淘宝上刷的。他突然发现晚饭的配
菜，是淘宝买回来的糖醋排骨和麻
辣牛肉干；床边放的，是淘宝买回
来的黑白无厘头木猫； 身上穿的，
是淘宝买来的长款毛衣和黑色裤
子；再看屋子里的东西，十有八九
都是网上弄回来的。小安坦言自己
每天到公司第一件事就是上淘宝，
开旺旺。浏览新的商品和资讯成为
每日的必修课，小安的电脑从早上
开到上床睡觉，除了工作，就是看
淘宝。

小安说：“网购就像抽烟一样，
抽的时候想戒， 戒的时候想抽，明
知道没啥意思 ， 还是一味地抽下
去。 我也想过出门购物，因为别人

告诉我你在网上买10件衣服，也许
有4件不合身。 我就自我安慰说：商
场里买一件我网上可以买两件了。
其实有时候我也不是真的想买衣
服，就是想点击看看今天又进了哪
些款式。 ”

有些白领疯狂迷恋上网上购
物不能自拔，有时快递员一天能见
到他们几次。

网购不是病 ， 但爱上还真要
命。 网上的这一切都很有趣，以至
于很多人根本意识不到自己上瘾
了。 白领丽人孙佳已经在进行第7
次“戒淘宝”行动了，孙佳抱怨说 ：
“我心里老是在想 ‘怎么样才能戒
掉淘宝’。 每天都要很辛苦地克制
自己不去打开淘宝网页，可每次都
很失败。 ”

戒， 还是不戒？ 很多人在喊：
“如果你能戒掉淘宝， 你就能戒掉
任何网络。 ”

我的网购生活
□王红艳

开始对网购有认识， 还要归功于同事小
刘。 小刘谈女朋友时间不长，正在卿卿我我的
热火劲上，每天忙着网上给女朋友买礼物，今
天一瓶香水，明天一件衣服。 快递公司的人差
不多每天都到我们办公室报到。

时间长了，我也开始好奇 ，网购靠谱吗 ，
让小伙子都如此痴迷？

小刘是个热心人， 很耐心地给我开通了
网上银行，注册了淘宝账户，我的网购生活就
此开始了。

第一次网购的经历并不愉快， 因为缺乏
网购知识， 我只是在网上图片看到模特身上
的连衣裙很漂亮，价格也便宜，没有认真了解
衣服的质地和店铺的信誉情况， 就匆匆拍下
了。 结果裙子快递过来一看，料子很差不说，
还是次品，裙子上有一个小洞，想退货 ，但卖
家不同意。 忙了半天，最后卖家只同意把次品
退回，重新换一条完好的裙子。 这条裙子现在
还在我的衣柜里放着，送人都送不出去。

第一次网购失败后，我好长时间对网购不
感兴趣，还是公司的小李，给我解开了这个结。
小李是个时尚的女孩，对衣服颇有研究，她经常
到专卖店试穿衣服，如果感觉不错的话，就记下
衣服的货号，到网上购买。 一模一样的衣服，通
常会比专卖店的便宜二到三成。 看她一件一件
价廉物美的品牌时装买过来，我又动心了，依此
操作，果然买到了自己满意的衣服。

自此，我的网购生活热火朝天地展开了，不
光是买衣服，书籍、零食、生活日用品，甚至家居
用品，我也开始在网上购买。许多人觉得网购陷
阱多， 其实并不是这样的。 在网上也要讲求信
誉，不论买家、卖家，如果信誉不好的话，都难以
生存。 按照我的经验，在买东西之前，要做好前
期的调查研究工作，仔细查看商铺的信誉，产品
的质地，购买人的数量，还要多看一下别的买家
对物品的评价， 如果物品畅销且大家对物品的
评价都不错的话，那就应该问题不大。

在网上买东西，免除了逛街的烦累，可以
挑选的余地也大，关键是价格便宜，很适合像
我这样整天忙于工作，少有空闲时间，且囊中
也还比较羞涩的工薪族。

网购———
改变着我们的生活

□迟美桦

电子商务悄然改变着我们的生活，“网购”也已
经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 无论是腰缠万贯的人，
还是时尚的白领一族，乃至普通的工薪阶层，没有
网购经历的人日渐减少。当网购由时尚逐渐成为一
种习惯，我们的生活将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呢？

2011年底，华坤女性消费指导中心在北京、上
海、广州、宁波、青岛、哈尔滨、长沙、成都、兰州10
个大中城市开展了 “2011年中国城市女性消费状
况调查”。 结果显示，近八成女性热衷于网上购
物。 北京被调查者网购比例为94.2%，居10城市之
首；长沙紧随第二，比例为86.6%。 另据调查，喜欢
网购的大多都是年轻人，其中近三成表示经常上
网购物。 受访者表示，选择网购主要是因为方便
快捷、价格便宜、商品种类丰富。 其中，超过七成
网购者表示方便快捷是选择网购的首要原因。

不仅越来越多的人喜欢上网购物，而且人们
在网上采购的商品也包罗万象， 书籍、 食品、服
装、饰品、手机、相机，甚至预订机票、酒店等等 。
便宜如几元钱的饰品、瓜子点心 ，贵重如上万元
的珠宝、名包、名表等等，都有人在网上购买。 不
过，大多网购者都是购买一些价格不高的衣物饰
品、图书光碟等日常用品。

可以说，网购必将成为一种潮流 ，一种时尚
的生活方式，最终彻底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与购
物体验。 等到哪一天，当网上购物成为我们生活
的一种习惯，一种常规，而非一种兴趣或是游戏，
回归理性和规范，它将带给我们的生活更多的变
化和精彩。

本期主题词：

网购不是病
爱上真要命

□宋晓帆

网购

潇湘语丝

生活体验

时尚一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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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诗圣杜甫诞辰1300周
年， 相关纪念活动未见多大影响，
倒是近日微博上疯传的有关他的
图画围观者众 。 在一组 “杜甫最
近很忙 ” 的中学语文课本涂鸦画
里 ， 杜甫时而手扛机枪 ， 时而挥
刀切瓜， 时而身骑白马，时而脚踏
摩托……这些形象不一的恶搞图
画让网友乐翻了天，杜甫也由此迅
速成为“微博红人”。

杜甫素以忧国忧民著称，诗作
风格沉郁顿挫， 被后世称为诗圣，
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据着极其崇高
的地位。 而在中学语文教材里，杜
甫的诗作有多篇被选入其中，他的
形象也偏于严肃端正，跟李白洒脱
豪迈的性格似乎大相径庭。 然而，
正是语文课本中杜甫这幅仰首望

天 、若有所思的插图 ，成了被网友
恶搞的对象，随之颠覆了诗圣庄严
的形象， 产生了强烈的对比效果，
给人一种贴近当下生活的谐谑感。

“杜甫最近很忙”系列图画由一
些中学生“在上课无聊时”所作。 他们
表示，参与涂鸦是对当下僵化的语文
应试教育的不满，是宣泄一种考试分
数下的压力， 内心里并不排斥杜甫。
语文应试教育的枯燥无聊，已是一个
老生常谈的话题。 其实，杜甫不是一
个整天愁坐苦吟的诗人，他也有过追
鹰逐兔的豪迈生活，也有浪漫飘逸的
多面性。 只不过长期在语文教学里，
他的形象被高度简化， 变得刻板单
一， 成了一个高不可攀的道德符号。
参与者正是对这种刻板教育的反感，
才竞相用恶搞的手法，解构掉那种单

调乏味的教化形象。
实际上， 类似恶搞的现象，在

前几年就出现过， 比如拿达·芬奇
的名画开涮，用名人的照片换掉头
像。 这种恶搞的手法并不新鲜，只
是这次放到了杜甫身上，有人就觉
得网友行为很过分，恶搞也要看对
象，不够尊重传统文化。

不过，这些涂鸦在博人一笑之
余 ，也值得让人深思 ，传统文化在
今天究竟怎样才能得到继承和发
扬？ 杜甫诗篇中蕴含的伟大精神，
其博大的胸襟，如今还有多少人会
理解呢 ？ 网友可以调侃杜甫的画
像， 但倘若愿意真正走近杜甫，尝
试领略其文学境界， 那才是美事。
否则， 弄几幅涂鸦聊作大众娱乐，
只会倍增轻薄无聊而已。

当杜甫成为微博红人
□南燕

网事记趣

从《柳园里》到《爱尔兰画眉》
□夏语冰

餐边闲话

穿越历史
遇见菠

□柳已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