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陌 上 采 青 鲜
□宫凤华
刻。

恍若《诗经》里的
静女：
“静女其姝，
俟我
于城隅。爱而不见，搔
首踟蹰。”热烈而不招
摇，静默而又内敛，这
就是马菜。
马菜叶翠、梗青、
茎红，肉厥厥，肥厚多汁。绛红的茎总是
匍匐在地，卵形的嫩叶绿润肥厚，红黄的
小花儿点缀其间，粉面含春，娇羞欲语。
野蜂和蝴蝶翩然而至，缠绵悱恻。春光
瘦，如丰子恺的画，并不丰腴，却意味深

我是一棵小树
——谨以此篇献给
成长中的你
□蒋贤国
没有人知道我叫什么
含苞的嫩芽没有张开
根须浅浅的
如果遭遇一场大风
会被轻易地连根拔起
让我裸露的身躯
尽情暴露在阳光下
会悄无声息地死去
我思量着每一棵树苗
必会如此是这般
走过阳光走过风雨
走过饥寒交迫
小树你也不要那么矫情
经常抖下你的轻盈
好像引起其它的注视
以为你的存在
苍天会眷顾你那般
你的娇柔你的雏嫩
并不是你的专属
每一棵小树
都有如同你的生命轨迹
稍有不慎就会灭顶之灾
人们眼中只是盯着大树
可以成材制作
顽强才是你应有秉性
谦逊才是你应有特征
内心有一股强大韧劲
才能有参天那一刻
骄傲地挺起你的躯干
迎接那覆盖一片绿荫
你的脚下绿草如茵
好似你的子民
围绕你的周围
承受你的美好庇护
攀缘的藤蔓缠绕着你
那么温柔那么体贴
恰如正在吸吮你的乳汁
鸟儿在你的怀里
无比娇羞地歌鸣
滴下欢快珍贵的泪水
丰富你的养料
请不要忘记它哦
你的成长需要各种关爱
哪怕只有那么一点点
滴水之恩诚然小事
涌泉相报尽显风貌
我是一棵小树
不起眼是我的真实
不张扬是我的名字
只有执着地迎接每一天
你的真实你的名字
大写在蓝天白云下
辉映在高山流水间

马菜如邻家女孩秀珠、阿香、翠花一
样，羞怯地躲在田塍陌头，静静地等你去
采撷，采撷无边的风花雪月。圆润的茎
如少女纤细的脖颈，青绿的叶如温软的
手指肚。如捧温香软玉般地洗净，堆到
盘子里，细盐陈醋、姜末蒜泥众星捧月般
的，衬托得马菜愈发妩媚。
春风翦翦，阳光温和，轻抚肌肤，蚀
到骨子里的暖。童稚的我们麻雀似的，
扑进春天的原野。挑马菜，剜荠菜，竖蜻
蜓，唱民谣。田埂上搁着一只竹篮、一柄
小锹，远山如黛，柳林似烟，木桥静穆，炊
烟袅娜，牧笛轻扬，一幅经典的油画。拨
开菟丝子和奶浆草，一簇纤细的马菜跃
进眼帘，贴地皮小心一铲，啪的一声，马
菜便温顺地躺在脚边 。姿势优美而飘
逸，颇有采薇采葛的意境。掐一段入口，
微甜，
汁液黏滑，透一股泥腥味儿。
夕光濡染，天地澄澈，有旷古的幽静
与清凉。我们挎着沉甸甸的竹篮，踏着
葱茜的绿色，走在母亲布谷鸟般悠长悦

耳的呼唤中。天幕秾丽，宿鸟一样，飞向
巨蟒一般的村庄。
马菜搓洗，晒干，放到铁锅里煨熟，
砧板上切碎，掺进香干丁子，加点葱蒜佐
料，淋点本地的小磨麻油，装上白瓷盘，
如一堆碎玉，给人以清凉之感。细嚼，口
感肥厚，脆滑爽嫩，清凉里带着一丝微
苦，夹几分芳香，满口生津，
朵颐大快。
难怪汪曾祺说：我们祖母每于夏天
摘 肥 嫩 的 马 菜 晾 干 ，过 年 时 作 馅 包 包
子。她是吃长斋的，这种包子只有她一
个人吃。我有时从她的盘子里拿一个，
蘸了香油吃，挺香。马菜有点淡淡的酸
味。
用马菜做煎饼，咬起来自有一股浓
浓的馨香和乡土气息。出锅的煎饼，柔
若玉脂，清香扑鼻。马菜与肉末做馅，可
做青团、蒸包子。起锅，一只只葱绿如翡
翠，温润似碧玉的青团，撩拨得人直咽口
水。
乡下老妪常将马菜曝晒数日，坛里
密封保存。冷凝冬日，取出，掺入五花肉

红烧，味道鲜美。马菜平添几分油腻，韧
性未变，骨子里浓缩的阳光雨露气息，在
舌尖上百转千回。
南京人春天常吃的“春八鲜”中也有
一味马菜。扬州人更是有腌贮马菜，岁
暮以此为馅做包子。袁枚主张“马兰头，
摘取嫩者，醋合笋拌食，油腻后食之，可
以醒脾。”
“ 马齿任藏汞冷，鸿头自胜硫
温”，诗人范成大时常将两者慢火熬炖，
养生健体，收效良好。
寻常马菜常在餐桌上泄露春光。大
家吃腻膏腴肥甘、玉盘珍馐，想咀嚼一下
往昔的清苦，领略淳朴的民风。一道菜
肴，唤起绵绵的乡愁，让人拥有“布衣暖，
菜根香”
的淡定与满足。
马菜从《诗经》时代起来，先民们曾
吟唱：
“采薇采薇，薇亦作止。曰归曰归，
岁亦莫止。”马菜恣意生长，开花结籽，点
缀旷野，寂寞的人生旅途中，是对生命的
彻悟和警醒。凝望马菜，如同晤对一位
内心丰盈、恬淡平和的市井布衣。寻常
岁月，
便也如此旖旎生动起来。

浪 费 时 间
□王

嘉

A 君是我的一个远房亲戚，年纪和我
大抵相仿。说是远房亲戚，其实我也搞不
清这里面有多远，大概和周星驰说的“大
姑的阿姨的妹妹的邻居的堂姐的表弟”是
一个意思吧。但是母亲说过，我们两家确
实是亲戚……
他是独子，家境殷实，自小便享受万
千宠爱，但读书并不怎么好，高中没有毕
业就被送往美国，呆了几年算是镀了一层
金回来。只是国内这几年就业形势比较
严峻，加上从小也是懒惯了，受不了朝九
晚五的枯燥生活，便一直没有去工作。不
过对于他家来说，工作不工作倒是无所
谓，毕竟都是不差钱的。
我们两个也算是从小一起玩到大了，
关系甚是亲密。只是后来他出了国，联系
就没有以前频繁了。
这天，突然接到他的电话，说：
“兄弟，
我胡汉三回来了！”
“不走了？”
“不走了！
”
“那你接下去打算干点什么？”
“ 干 点 什 么 ？ 吃 喝 玩 乐 ，享 受 人 生
啊！
”他说完便哈哈大笑起来。
“不打算做点什么工作吗？”
“工作？我的字典里就没有‘工作’二

字！走吧，哥，我马上来接你一起去‘新荣
记’吃饭去吧！
”
对于生活品质，他是极其讲究的。比
如吃的，他是可以为了一碗鸭血粉丝汤而
驱车数小时赶往南京的；比如穿的，他每
隔几个星期总要专门跑去上海乃至香港
血拼一堆衣裤回来；对于住的，自然也是
不能马虎，住的是豪华装修的大别墅。有
时候，我是会为有这样的富亲戚而感到骄
傲的。毕竟跟着他，能混到不少吃喝，碰
到哪天高兴，他还能赏赐一两件没有穿过
几次甚至全新的衣服给我，那吊牌上的价
格，是我这辈子都觉得无法企及的。
他无聊的日子就这么开始了。据说，
每
天中午12点之前是看不到他的，
因为通常他
会熬夜，
比如去唱歌、蹦迪、网吧等等，
然后
等到早晨三四点才睡去；
有时候没有出去，
他就会开着电视，
看到早晨三四点；
再不然，
玩手机到早晨三四点，
反正就是得熬到这个
时候才睡。中午起来到处找馆子吃饭，
这个
城市里好吃的馆子他早已吃腻了，
于是乎他
将眼光放到了临海以外的地方，
比如听说仙
居下各附近有家老太婆面不错，
温岭大溪附
近有家糕点不错，
他就会立即赶过去，
不计
较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毕竟时间和金钱，
他最不缺的也就是这两样。吃完中饭，
他发

现实在无聊，
就会发会呆，
大概也是想养生
一下吧。然后一晃，
天就黑了……如此日复
一日，循环往复。有时候我劝他：
“实在无
聊，
你就去谈恋爱吧！
“
”那不行，
我自由自在
惯了，
可不希望找个人来管我！
”
他应道。
可就是这么一个人，急起来却又是非
常的急。有次，我们在银泰附近闲逛，刚
好碰到红灯，我自然是停了下来，可是他
发现路上并没有车，于是像没事一样的，
继续晃晃悠悠地往对面走去。这样的情
形，发生过好些次；他开车也是如此，如果
绿灯马上转红灯，他肯定会在变红前的那
一刹那，猛踩油门冲过去。我住在后塘
路，这条路是出了名的狭窄，加之路边往
往停了一排的车，所以是只能通过一辆，
如果对向再开过来一辆，那整条路决计是
要堵的。那天傍晚，他送我回家，刚开到
路口，发现对面快速驶来一辆车，大概离
路口就几十米，我以为他会停在路口等那
辆车通过的，不料他却猛踩油门往里开
去，这下倒好，路就此堵住了。两边都不
相退让，一直僵持着，大概持续了 20 分钟，
对方或许是有什么急事，只能往后退到一
边的小弄堂里，
让我们的车先通过。
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
我很是诧异，有次实在忍不住问他：

钉钉作业评语里，老师又发来一条信
息：
“ 字写得有大有小，结构不匀称，还有
点潦草。
”
因为儿子最近都在爷爷奶奶家，没有
人管作业，所以老师的评语也在我意料之
中。但身为家长的我，心中不免焦虑。
只得抽空去爷爷奶奶家监督儿子做
作业。
儿子每天的寒假作业都是一样的：朗
读一篇新课文、练字、背一首新古诗、跳
绳、口算一张、奥数两题。我每次去爷爷
奶奶家，总是一次性完成一周的作业，拍
好照片录好视频先存手机里。
儿子的记忆力极好，一首古诗或宋词
先读一遍，我再解释一遍，然后再读一遍，
他就能背诵了。岳飞的《满江红》，苏轼的
《水调歌头》，曹操的《短歌行》，李清照的
《一剪梅》这些难度挺大的诗词，儿子最少
的读了两遍，最多的读了五遍也都能背
了。所以，对儿子来说，背诵作业完全不
是问题。
但是，
儿子的写字却是个大问题。
在 上 小 学 之 前 ，儿 子 几 乎 就 没 写 过
字。以前读幼儿园大班时，老师布置的写
字作业，儿子从来没写过。于是，上了小
学，他就一直不适应。
老师要求每天练字 50 个，拍照上传。
这对别的同学可能是分分钟的事，可是对
我家儿子来说，
却是一件难事。
在我的威逼利诱下，儿子硬着头皮坐
在了书桌前。
刚写一个字，只听“啪”的一声，铅笔
被儿子故意给压断了。我强压住怒火，让
爷爷拿来几支新铅笔，并拿来卷笔刀。一
看这招没效，儿子又开始偷偷撕橡皮。好
好的一块橡皮，在我看手机钉钉作业的那

么几分钟里，就被儿子撕得四分五裂了。
我终于气不打一处来：
“ 你以为撕了
橡皮，写得差的字就不用擦了是不是？写
字作业你是逃不掉的！你写也得写，不写
也得写！老师都批评你的字了！
”
儿子见我发怒了，只好低下头继续写
字。没写两行字，又手酸了。我拿过他的
本子一看，字的结构实在太差，且没有笔
锋，看着实在是丑。我马上找来几块新橡
皮，将那些不好的字狠狠擦掉：
“重写！
”
爷爷过来软语劝儿子道：
“ 听妈妈的

学生啊！写字是你的任务啊！对不对？
来！妈妈陪你一起！”我一边说，一边将儿
子拉到桌子边坐下。
儿子极不情愿地坐了下来。
我把削好的铅笔递给他。
“妈妈觉得，你只要努力写，将字写漂
亮了，
蝴蝶都能被吸引过来！
”
儿子：
“谁信啊？”
想了想，我又给儿子打气：
“ 你还记得
上学期，有一次语文考试，你得了 100+10
分吗？为什么你会比别人多出 10 分呢？”

陪娃练字记
□陈
话，写好一点！
”
儿子低下头，一脸不情愿地继续。直
到最后，我和儿子两个人都心力交瘁，可
这字依然无法让我满意。
第二天，我觉得，用强迫的方法让儿
子练字效果不行。毕竟，儿子是个吃软不
吃硬的家伙。心里不甘不愿的事，很难把
它做好。
于是，我装出一副笑脸，先给儿子打
个预防针：
“ 你知道接下来我们要干什么
吗？”儿子抬头看我：
“ 干什么？去抓螺蛳
吗？”我忍住怒火，依旧一副笑脸：
“抓螺蛳
可以，但不是现在哦，妈妈答应你，先做完
一件事，就马上带你去抓螺蛳！”儿子：
“干
什么？”我拉住他的手奸笑道：
“ 你猜猜？
我怕你又要哭鼻子了！”儿子一下子就猜
中了：
“ 写字？”我立马鼓掌：
“ 对啦！你怎
么这么聪明啊！一下子就猜中了！
”
儿子的表情却像个霜打的茄子：
“怎
么又要写字啊！”我依然不急不缓：
“ 你是

瑶
儿子骄傲地回答：
“ 因为我的字写得
太棒了！老师多加了 10 分！
”
“对啊！所以，你完全可以把字写得
工整又漂亮的对不对？你是妈妈的骄傲
呢！所以，现在你有信心把字写好吗？”
高帽一戴，儿子回答：
“有！
”
我继续打气：
“大声点！有没有信
心？”
儿子提高音量：
“有！”
我：
“好！加油，
我的 baby！
”
我在儿子身边坐下来，看着他写。
儿子一边写，一边道：
“ 妈妈，我会把
字写得很漂亮的！”
我趁热打铁：
“ 嗯，妈妈完全相信你！
等写好了妈妈就带你去河里抓螺蛳！
”
半个多小时后，儿子终于写好了 50 个
字。然后不停地用左手揉着右手。
我拿过本子一看，大部分字写得还是

大美临海
古城春早
（七绝四首
七绝四首）
）
□任福良
灵湖春色竞芳菲，
桃李含苞映翠微。
绿柳随风飘雨絮，
似烟轻雾更霏霏。
锦绣灵江百里遥，
春风春水接春潮。
天光云影春波绿，
彩笔难描江上娇。
括苍峻秀美如图，
万叠烟霞拥玉珠。
一轮红日曙光照，
长天焕彩展春苏。
登城扶堞赏春光，
紫气东来贯满岗。
三百天阶健步上，
喜看鸭绿与鹅黄。

“你又不赶时间，那么急干什么？”
他笑笑说：
“等这事 ，是多浪费时间
啊！”
我愕然，一个整天就想着各种方式去
消耗时间的人，反而这个时候发现了时间
的宝贵了！
我也只能笑笑……
后 来 听 到 A 君 的 死 讯 ，是 在 一 个 晚
上。接到电话，我怔住了：那个出事的路
口他开过几千次，熟得很，虽然装有红绿
灯，但是没有监控。他自然也是知道这一
点，所以虽然是红灯，他看看夜已深而四
下没有车，于是加足了马力就想快速开过
去。不料，另一边车道上，一辆大货车看
到是绿灯，也踩了下油门，然后刹都刹不
住……
一晃多年过去了，但是每次一想到 A
君，我心里就不禁惋惜：何必呢？明明最
不缺的就是时间，却不肯等这几十秒的红
灯，最后把性命都搭上了……
又一次，我一个人在路口等红灯。路
上比较冷清，并没有几辆车。此时，对面
一个老伯四处张望了下，见没有车，就立
即骑上他的小三轮车飞也似的穿了过来。
“老伯爷，红灯啊！”我指着指示牌说。
老伯爷满不在乎 ：
“红灯又怎么了？
路上又没有车，等这红灯多浪费时间，我
要赶着麻将去，
小伙子别多管闲事啊！
”
我又愕然，多么熟悉的回答！

不错的，字的结构端正，笔画有粗细，有笔
锋，不过依然还有几个字写得不太好。
我指着其中一个最差的“峡”字，笑着
问儿子：
“ 你自己觉得这个字怎么样？你
看，都畸形了。好像一个原本正常的人，
突然被两块夹板给夹扁了！
”
儿子被我的形容逗乐了，笑个不停。
我用橡皮擦掉，儿子第一次没有皱眉，而
是认认真真地重新写了一遍。完美！
我看了看，又挑出了四五个字。
“你看这个字，写得太下了。好像被
一块石头砸中，
砸到地下去了。
”
“还有这个字，好像挂着氢气球在天
空中飞，
脚离开地面了！”
“再看这个字，它好像得了尿毒症，双
腿浮肿了，下面部分写得也太大了！
”
“最后一个字，你看，它好像被谁暴打
了一顿，
鼻青脸肿的，
完全变形了！
”
我一边擦，儿子一边咯咯笑着重新认
真写了一遍。
最后，
我看了又看，感觉很满意。
于是，
拍照上传钉钉作业打卡。
晚上，老师在儿子的作业下留言：
“今
天的字特别漂亮，结构端正，书写清楚，很
有书法味，要坚持哦！”
看到这条消息，我激动万分，马上把
老师的留言给儿子看。儿子也很高兴。
我知道，想让儿子每天都写这么好的
字，在目前是不可能的。但至少，我确信
儿子还是有写一手好字的能力的。我这
个妈妈，在辅导儿子练字的路上，还只走
了小小的一段路。以后的路，还很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