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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嫌我
像小刺猬满身尖刺
表皮凹凸不平
没有华丽的外衣
别嫌我
性格倔强永不言弃
随地扎根栉风沐雨
严寒酷热毫不在意
其实，我的要求并不高
只要你肯施予
一点沙土
一滴水珠
一缕阳光
我，也有美丽的花季

水磨坑即景
一条羊肠小道倚着山势
阶梯层层直通云天
险峰在薄雾中隐现
裹着几许神秘
倘若你置身山脚
只见瀑布崖上飞泻
倘若你闲步山腰
只闻水声不见溪影
倘若你屹立峰顶
千年古城尽收眼底
江南长城，紫阳古街
巾子双塔，东湖亭台
高楼大厦，古城新貌
尽入炫目的初阳中

晨 记
晨曦沐山，仰首东望
阳光撩雾，锋芒万丈
穿云而出，纵横交错
丝丝金线，编织霓裳
远处群山，层峦叠嶂
影影绰绰，薄纱轻扬
近处灵江，潮落潮涨
烟波浩渺，逆流而上
山青水绿，共筑和谐
水绕山峙，同谱华章

仙人球也有花季
（外二首）

□戴志庭

客乡日愈久，酣梦几多古城游。
古城千回游，回回徒增乡味悠。
一梦梦回稚童年，除夕搬椅围炉边。
阿妈纤手摊薄饼，饼大如锣薄如衣。
桌上荤素十余碗，逐一添加玉臂卷。
爆竹声声催，起床新衣穿。
阿爸牵我登巾山，我急下山寻面摊。
葱油豆面碎，连吃两三碗。
入口烫舌尖，饱腹嘴犹鲜。
手持气球屁颠颠，未入家门扁食啖。
炊皮肉粒豆干丁，炒熟包馅天下鲜。
再梦回十四夜，佛闻味急流涎。
鲜笋豆瓣，萝卜芥菜，肉末虾贝，山粉勾芡。
一锅网尽天下味，一羹胜似满汉席。
清明节兮万物新，万物新兮踏青又赏花。
溪边陌头摘青芽，捣汁和面包芝麻。
印饼包团碧玉出，入口香糯唇粘黏牙。
端午近，门插艾，雄黄酒，粽香溢。
六、七月，酷暑天，光脊背，板床睡。
忽闻门外吆喝声，灰青糕哟灰青糕。
手摸裤儿空空也，一碗米换一斤糕。
八月十六鸭烧芋，月下对影清风徐。
九九重阳当登高，秋风送我桂花糕。
冬至过后腊月来，邻家相约把糕捶。
袅袅饮烟樑上盈，糕香扑鼻五脏窜。
……
款款美食梦中来，几番梦醒枕衾湿半边。
奈何异乡梦难圆。

梦游古城吟乡味
□夜行舟

初冬，清晨，微冷。
车子行驶在83省道线东延段上,透

过车窗，一股深沉的绿意扑面而来，这
是熟悉而久违的绿！每年的这个时节，
西蓝花正透着丰收的喜悦。光阴荏苒，
当我们还在回味金秋赏菊观枫时，寒冬
已悄然而至。空气凝固起来，草木萧
条，万籁俱寂，唯有一畦畦浓绿的西蓝
花蓬勃于天地间，给大地带来无限生
机。继而餐桌上多了一道深受青睐的
美味佳肴，给人们增添了一份喜气与暖
意。

西蓝花，原产于意大利,俗称青花
菜，用我们本地的说法叫“绿头菜花”。
这种叫法自然是以色定名，区别于“白
花菜”。西蓝花没有白花菜的洁白如
玉、绵软松口，但它色泽鲜润、入口微
甜。更值得夸赞的是营养价值极高，具
有抗癌、抗老化等诸多功效。况且它是
无公害作物，健康安全，因此素有“蔬菜
皇冠”之称。回想起那个不平凡的夏
末，上盘劳动村村民率先迈出了一步伟
大的创业路——引进西蓝花种子试
种。这样的举动有如1978年安徽小岗
生产队实行“土地承包责任制”的改革
气势。20多年的风风雨雨，家乡的经济
日益发展，人民的生活日渐红火。从
此，一举成为“中国西蓝花生产中心”，

美其名为“西蓝花之乡”。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海边人家

有着大海的博大情怀和豪迈气概。西
蓝花种植户不种则已，一种往往都租上
百余亩地精心耕耘。起初种在本地，后
来扩大到他乡别县，近年来还发展到东
北几个省市。不光种植范围逐渐增大，
而且种植人员也影响到周边乡镇。夏
末，暑气渐退，西瓜收敛了气息，农民们
便开始筹划起种植西蓝花了。买种、耕
地、播种……原本荒寂的田垄变得繁盛
起来，不时闪现着一群群农人，他们中
有满怀期望的主人，更多的是被雇用来
的工人。起早贪黑，直到夕阳余晖投射
出“面朝泥土、背朝天”的弯曲身影时，
他们才收拾农具，渐渐离开劳作了一整
天的农田。

滨海小镇每逢夏日、初秋之际，常
有台风光顾，这可苦了辛勤的农民们。
广袤的田野被那无情的台风肆虐过后，
处处是“水漫金山”。看着刚抽出来的
叶子在洪水中无力地耷拉着，农民们愁
眉不展、苦不堪言。那惨状可比得上李
娟笔下“三番五次被黄羊糟蹋的葵花
地”的情形。“不经历风雨，怎见彩虹”，
坚忍的农民们只得重新买种播下，重复
之前的一切行当，盼望着新的收成。若
是遇上风调雨顺的气候，西蓝花长势极

为迅速，定植后2个月左右就能长出个
头来。立冬刚过，田野里到处弥漫着浓
烈的绿意。

此刻，我忍不住下了车。驻足田
边，注视着眼前这独特的色泽，我不禁
沉醉其中。这是一种怎样的绿呢？我
一时间想到了关于绿的许多词汇，浓
绿，暗绿，茶绿，青绿，都觉得不够确
切。我想，再高超的画家也说不出它的
色彩，更是无法调配出这样的绿。走近
田埂，扒开几片绿叶，那一个个花菜头
如沉睡了一季的胖娃娃露出了甜润的
微笑。那小家伙，或如蓬松的圆球，或
如巨大的花蕾，个个都是那么有精神。
定睛一瞧，那一粒粒小绿点像一颗颗绿
珍珠点缀其中。

看着看着，我不禁遐想起来，仿佛
有无数个小精灵在上面不断跳动着。
我抚摸着它可爱诱人的脸庞，任凭那
柔软的小生命在我的手心间轻轻拂
过，发痒，忍俊不禁，却让人不想放
手。再看一串串露珠滚动在墨绿色的
叶子上，似乎在书写着一行行动情的
小诗。从西蓝花冒出幼小的个头，再
到长成如今的模样，绿叶自始至终默
默守候着它。这无私奉献的绿叶不正
是勤恳朴实的劳动人民的象征吗？起
身而立，一阵冷风袭来，片片菜地成了

一大幅流动的田园水墨画。不远处，
闪烁着三五成群忙碌收割的农民。他
们在晨光微露中，喜笑颜开，肩背箩
筐，穿行不止……这样繁忙又不失和
谐的画面，正像陶渊明所追求的田园
生活场景，这是一种“日出而作、日落
而息”的太平生活。抬头遥望，浩浩苍
穹、茫茫原野，融为一体，描绘着天与
地的美丽传说。这是自然造物的杰
作，这是天地间最美的神话！

恍惚间，新鲜的西蓝花早已装满一
辆辆等待出发的货车，如一座座小山
沐浴着阳光，准备接受一番新的洗
礼。这个时候，蔬菜加工厂也忙得不
亦乐乎。勤劳能干的妇女们把刚采摘
来的西蓝花进行加工处理，去叶、择
菜、装箱、冷冻，一道道工序缺一不
可。西蓝花随着一条条流水线的完
工，以崭新的面貌带着人们的辛劳与
希冀奔向海内外，成为大家的口中美
味，完成它一生的使命。

我伫立于田间，久久地凝视着这一
片生机盎然的田园风光，这片流动的绿
海在冷风里愈发显得有生命力。它是
冬日里最亮丽的风景，它让大地永远焕
发着如春天般朝气蓬勃的气息。这片
深情的绿海承载着人们的希望走向新
的未来!

最美最美，，冬日里的那片绿海冬日里的那片绿海
□□王丽敏王丽敏

近日，我在临海市的大田中心校参
加了一场名为“小学英语读写训练与思
维发展共进”的教学研讨会。

其中，第三节课是白水洋镇中心校
一位名叫钱旭佳的男老师上的。

我想说，这是一节让我浮想联翩的
英语课。

看似一节普通的英语展示课，我置
身其中，却联想到了太多太多：我想到
了刚刚逝去的金庸的江湖，想到了《奇
葩说》里的黄执中，想到了一首首温柔
浪漫的钢琴曲……太多太多无关英语
无关课堂的东西。想着想着，心中竟有
些感慨万千……

我是第一次听钱老师的课，以前也
不曾闻其名。但是，我就这样被他的课
吸引了。如果你能专注地听钱老师的
课，你会发现其中魅力无穷，但假如你
没能仔细投入地去听，你也可能会被他
的声音与课堂节奏所催眠。

不得不说，钱老师的英语口语非常
地道，语音语调无可挑剔，听起来极其
舒服，其自身的专业素养是极高的。钱
老师在课堂开头的game部分，配上了
明朗的节奏，让我的精神瞬间为之一
振，甚至在那么个瞬间有些陶醉。只
是，令我遗憾的是，后来一直到结束，都
没能出现我期待中的课堂高潮与别样
的精彩。虽然最后钱老师唱了一首很
动听的歌，只是学生与现场气氛却不够
热烈。几乎可以说，之后的整堂课，它
一直保持着如一条小溪的姿态，或如一
首温柔浪漫的钢琴曲，叮咚叮咚缓慢地
流淌：没有转折没有惊涛拍岸没有江海
呼啸，就这样一直缓慢流淌到尽头……

也许正是因为于此，听着钱老师的
声音，看着钱老师的表情，我突然就不

自觉地联想到金庸的江湖。我觉得，钱
老师其实就像江湖中的一个顶尖高手，
身藏绝世武功(语音语调真不是一般的
地道，英文歌唱得可以与歌手媲美)，可
是他仿佛受了伤，中了毒，或者被点了
穴般，没能让他的武功发挥应有的效果
与威力。虽然他的专业素养极高，教学
步骤、教学各环节设置都非常合理，但
总感觉他的气质与这班学生不太搭，无
法相得益彰。可能因为钱老师与学生
之间彼此未能互相了解互相欣赏，也可
能因为钱老师内心过于局促或紧张，总
之学生的积极性没能被充分调动起
来。最后很遗憾，钱老师未能如鱼得水
地施展自身功力。

记得在课堂中，有个学生表现不错
时，钱老师说：“Big hands!”刚开始，学
生竟然听不懂，没能反应过来。然后钱
老 师 换 了 一 种 说 法 ：“Clap your
hands!”并自己配上动作，学生这才反应
过来。

所以，这趟教学江湖之行，因为钱
老师与学生的彼此不够默契而留有遗
憾。但我可以预料，只要入江湖久了，
他日钱老师扬名天下也并非难事。

不止于此，钱老师的课让我又联想
到一档热播的辩论节目《奇葩说》。钱
老师这节课，上得并不满意的感觉，就
像《奇葩说》里的黄执中，在某次辩论结
束后的怅然若失感。记不清是第五季
的哪一期了，只是记得，那次辩论结束，
黄执中说总感觉还有些话没说完，总感
觉还没能将自己的思想彻底清楚尽兴
地表达出来。总之，就是不够爽。我相
信钱老师也会有这种上得不够爽的感
觉吧？

在我看来，课堂亦如江湖，而这节
课，我听的不仅仅是课，还有难以言尽
的江湖。一节精彩的课堂，还要看老师
与学生之间的默契与缘分，因为，一节
精彩的课堂是学生与老师共同创造的
江湖。

一节英语课的江湖遐想
□陈 瑶

这两年暑假，因为
忙着看病常辗转各大医
院，故常在高铁上南来
北往。每次往返途中最
是熟悉那落日黄昏，看
余晖脉脉把温暖涂抹在
飞逝而过的草地上、平
原上、旷野上、沼泽上、
湿地上……云霞明灭，
万家灯火慢慢点缀黛紫
黑夜。

常常想，这是谁的黄
昏？通往哪里的黄昏？
何处有梦，何人陪伴到黄
昏？日暮宁静，枕木晃
动，列车疾驰，星火点点，
旅人擦肩，形色的匆匆，
疲惫的形容，拼凑起这两
年的记忆，都在黄昏！夏
末的秋凉，黄昏夕阳，刻
在长长人生旅途上，黄昏
铺满整个夏天，叫人无端
忧伤寂寞。黄昏再美，终
要黑夜。

譬如此刻，开往杭城
的火车正快速向前。黄
昏早已过，到达大概要很

迟了！预约了明天的专家，担心赶不及故今
晚提早出发。老妈怪我半夜走，干嘛不早一
点。我说下午家里没人照顾孩子，她一顿火
没处发只是心疼我说不出话。在她这一代
人心里，去外地肯定要白天走才放心，更何
况是看病！只是我觉得自己已是半个太医
了，医院流程和周边情况路线都很熟悉，所
以心下坦然。

只是这一切，本就不该发生。
记得刚开始时，身体都是倍儿棒！仗着

自己年轻，于是肆意挥霍健康。该睡的不
睡，该看的不看，该珍惜的要作死！人在江
湖漂，哪能不挨刀？出来混都是要还的。陆
陆续续，断断续续，医院成了常驻嘉宾！家
门口的医院，哪里是什么科室，哪条道路通
向哪个检查室，哪个医生擅长哪个专业，哪
个医生和蔼可亲，哪个医生不好讲话，似乎
都已了如指掌。病例本叠起来可以成一溜，
工资卡更是如数上交给各个白大褂。

当然，我的先天体质确实不好，但后天
若更多爱自己多一点，何苦折磨奔波。于健
康而言，一切有如浮云。其实一切的一切都
一样的，一如初见开头均是美好，若中间放
肆结局潦草，最后你一定会发现保持一颗初
心不变何其重要！所有过往承诺，都成了风
干的等候，何其悲哀！所以，该爱的就用力
去拥抱，该珍惜的就绝不放手，该豁达的就
不能勉强。无数遗憾的偶然背后常都是必
然。若有放纵，总有一天会刺痛你的心！以
爱之名，却做着与爱相背而驰的事，就会有
痛有泪有伤甚至崩溃到无法痊愈！人生轰
轰烈烈一场，最后总得有个可以妥帖安放的
地方，不然真的太累太苦，不值得！

想起匆匆这些年，挽不住的夕阳无限，
挽不住的岁月静淌。长亭芳草，萋萋别情，
都在那铺天盖地席卷而來的每个寂寞黄
昏。人生际遇，悲喜聚散离合，绚烂喧哗之
后千帆过尽，终如落日黄昏定会回归恬淡宁
静。所以，人生不能若只初见，初见当一如
既往！

人
生
若
只
初
见

□
王

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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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海市干部职工疗休养定点服务单位
【旅 游 许 可 证 号 ：L—ZJ—CJ00091】

横店养生醉享梦温泉二日游

出发时间：每周三、六发班

价格：399元/人

普陀二日游

出发时间：每周二、六发班

价格：568元/起

永嘉红枫古道，奇峰绝壁崖
下库景区、埭头古村一日游
出发时间：12月8/9/13/15/16日

价格：138元/人

绝美俄罗斯双首都+大金环8日游

出发时间：12月12/19/26日

价格：2999元/起

遂昌千佛山龙泉青瓷博物馆二日游
出发时间：2018年12月8日

价格：218元/人

备注：45周岁以上老年价

乌镇、西塘、上海、苏州三
日游
出发时间：每周三、六发班

价格：399元/人

宁波环球乐园一日游
出发时间：每周三、六、日发班

价格：188元/人

厦门鼓浪屿、老渔村沙坡尾、

夜游中山路、南普陀三日游
出发时间：12月14/21/25日

价格：899元/起

日本东京、大孤、京都、奈良、镰仓

6日游

出发时间：12月13/16日

价格：3499元/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