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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题唤醒“沉睡”人
黄柏生

    韩愈在《师说》中，早对教师这
一行下了精准的职责规范，可是，
不少师者在实践时，往往下意识地
向一端倾斜，使自己不知不觉地成
了“匠”。
然而，有一位同行，极具师者的

机灵，只出了一道题，却四两拨千
斤地让学生豁然开朗，深受教益，
让我这毕生从教者也顿悟既往的
失慎。

某护士学校开学的第二个月，
教师在课堂“突袭”，做一次考题寥
寥的小测验，其中最后一道是高分
题：“每天清扫学校的那位女工叫什
么名字？”
那是答案极简单却让人坠入五

里雾中的偏题！学生面面相觑、呆若
木鸡！大家都见过这一风景：这位清
扫的女工，每天默不作声、守岗敬
业，把她经营的一亩三分地整饬得

井然有条。人们天天照面，个个熟
视，可是谁去关注她姓氏名讳？更别
说趋前答话或打个招呼呢！要写出
这个熟悉的陌生人的名字，真乃丈
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老师，这题真打这个分？”
“绝对会的！”老师斩钉

截铁，但给予启示和“优惠”：
“在你们生活中，会遇到许许
多多这样的人，每个人其实
都是重要的。他们都值得你
们去关注。你不知名字，但哪怕曾
微笑一下或问个好，我都判分！”
这考题，那么平易淡定，以简朴

的外衣裹着一颗关爱之心。原文简

如寥寥数语的《世说新语》，我肃然
起敬。什么叫振聋发聩，这就是！原
来，我们也都一直无视身边诸多寻
常人的默默付出，以为天经地义；原
来，我在轻松地解释“熟视无睹”“置
若罔闻”“漠不关心”时，自己早已身
陷其中！原来，我未曾打造过这么一
把开启心灵的钥匙！

能构想出这样的考题———一题
唤醒“沉睡”人，足见师者素养识见
之高深、对学生期盼之殷切：想想

吧，面对的莘莘学子，以后
离开学校，当上护士，走进
病房，直面众多毫不相关但
“都是重要”的弱者，没有一
颗关爱体恤奉献的热诚之

心，职技再飙，也只是德不配位的
活动机器人！

这位拟题师者对我们的启示，
岂止仅仅是出了一道另类的考题？

打通涌泉穴
李胜利

    对于按摩涌泉穴的好处，有歌
诀云：“三里涌泉穴，长寿妙中诀。睡
前按百次，健脾益精血。能益气精
神，呵护三宝物;识得其中趣，寿星
随手摘。”可见，经常按摩涌泉穴，可
以使人肾精充足、耳聪目明、精神充
沛、腰膝壮实不软、行走有力。
涌泉穴穴位的准确位置，在第

2、第 3 脚趾缝与足跟连线的 1/3

处，靠近脚趾端的那个点就是涌泉
穴，或者你用力弯曲脚趾，脚底凹陷
的那个地方就是涌泉穴。
作用：按摩涌泉穴可治疗糖尿

病、更年期障碍、怕冷症、多眠症、晕
眩、高血压、焦
躁、过敏性鼻

炎、肾脏病等病，还可以排毒养肾。
涌泉穴对于一个健康男人来说

非常重要，只要打通了涌泉穴，就能
防治多种疾病，不仅调节男人的身
体健康，还能改变男人的一生。

按摩方法：端坐于椅子上，先将
右脚架在左腿上，以右手握着脚趾，
再用左手掌摩擦右脚心的涌泉穴，
直至脚心发热。再将左脚架在右腿
上，以右手掌摩擦左脚心的涌泉穴，
也是摩擦到脚心发热为止。

太极
拳内功也
能打通涌泉穴。太极拳不是气功，它
与气功有明显区别。在太极拳中如
果偏重练气之说，就很容易走入误
区。太极拳是一种有氧运动，靠肢
体的运动、内脏的摩擦，来产生热
量和动力达到强身健体的目的。练
太极脚上功夫可打通涌泉穴，但需
重视修炼步法。初学者往往不注意
步法。太极拳的步法在学习太极拳
过程中有着重要的作用。

另外，有一些初学者只是机械
地按照老师教的做，从来不去用心
研究步法该怎么做才是正确。这样，
可能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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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儿时过元宵节，最开心的事要数兔子灯了。
每年元宵前，我都会缠着父亲做兔子灯，父亲也总

是像模像样地帮我做出一只靓丽的兔子灯来。后来几
年父亲多病，没空顾及，哥就自告奋勇地要为我做。他
跑去曹家渡的路边摊，看摊主如何扎，默默记在心里，
回家凭着记忆，帮我做出不一般的兔子灯。哥心灵手
巧，会把兔子的耳朵做成猪样的招风耳，有时还会把尾
巴做成长长的狗尾巴。
有一年，哥帮我做了一只特大的兔子灯，足有家里

的铅桶般大。他戴着一副破纱手套，拗铁丝、糊薄纸、贴
兔毛、装轮子、穿拉绳⋯⋯在昏黄的电灯
下，鏖战了三个晚上。我不时为他递剪
刀、老虎钳，他用直尺上上下下量了架子
好久，才在白纸上画出了兔子的大致轮
廓，让我小心翼翼地用剪刀沿着他画的
线条剪下，他再用浆糊，一点点粘贴到兔
架子上。我不时用手去摸一下兔子的
“毛”，一股满足感油然而生。我又打开十
二色的水彩盒，将大兔子的眼睛描得又
红又大，把鼻子、嘴巴画得小小的。哥提
起笔来，将一张三瓣嘴和两只可爱的板

牙也勾勒出来了。看到活蹦乱跳的兔子灯展现在眼前，
我不禁大叫一声：“兔子灯做好喽！”闻声而来的母亲一
看兔子毛竟是家里的草纸撕成条贴上去的，不由恼怒
起来，朝着哥的头上就是几只“麻栗子”。哥躲闪着却是
咯咯咯地笑个不停，待母亲走了，他又用边角料给我们
的小弟弟做了一只小巧玲珑的手提兔子灯。
弄堂电线杆上的路灯亮了，左邻右舍的同龄小孩

都牵着一只只造型别致的兔子灯走出家门，在弄堂里
窜来窜去。月光下，一只只“兔子”全身雪白，像一堆堆
闪闪发光的雪花。点燃起来后，远远望去犹如天女撒下
的朵朵银花，似满天繁星闪着亮光。温暖烛光透过薄薄
的纸映射出来，将弄堂照得亮堂堂的，披上了节日的盛
装。小孩笑声融成一片，弄堂仿佛置身于童话世界。

小弟弟与一些小朋友手提的兔子灯看上去乖巧、
活泼，面容清秀，小眼睛红红的，似红宝石一般，短尾
巴则是薄纸做成的，毛茸茸的煞是可爱。

我拉着大兔子灯神气活现地在弄堂里兜来兜去，
围着我转的小兔子灯越来越多，我的灯俨然像只“兔
王”，有弄堂的爷叔干脆叫我做领头兔，让一帮“小兔
子”跟着我在弄堂里巡游。我便拉着灯跑了起来，回头
一看，后面竟然跟着二十多只兔子灯，引来了大人小孩
纷纷驻足，一片赞扬之声，
我心里满是喜悦。远远望
去，弟弟手拽两只小兔子
灯跟在了兔灯队的末尾，
走路还是一颠一簸的。
忽然，有一个小孩跑

得太快，兔子灯滚翻了，蜡
烛点燃了纸壳，没过一会
儿就烧成了灰烬。小孩一
屁股坐在地上嚎啕大哭。
还未走到弄堂尽头，又有
三四只兔子灯着火了，我
不免担心自己跑得太快而
翻掉，便格外小心地拉着
灯，一步三回头，再也不敢
在弹街路上尽情撒欢了。

随着时代的发展变
化，儿时元宵节的氛围不
再，但那灯，还常常在我的
脑海里“骨碌”地转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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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见不得大男人流泪。可小静的爸爸，却偏偏在我
面前泪流满面。唉，他女儿 32岁了，还没婚嫁呀！我赶
紧让助手前来劝导。
其实，因此而飙泪的父亲，这些年何曾少过？大学

退休教师老忻还反复强调：“婚姻是人间正道。儿子不
结婚，我死不瞑目！”所幸，其子忻宇未负爹娘苦心，在
我们的推动下一路顺利。
我的多年心结，真被忻老师说透了。不久前，为挣

脱不少单身青年“不肯恋、不愿婚”现象对自己的压抑，
我以“正道”为题，写了一篇文章，想在某媒体发表，一
抒胸臆。不料，微信截屏转来“回票”：“此文说婚姻一定
是正道，这个说法太绝对了。结婚与否，
是自己对人生的选择。现在有很多人不
结婚，也是很正常的事。所以，对于婚姻
一定是正道这个说法不妥。”可是，若删
了“正道”之说，等于抠掉了我的“魂”呀！
于是，我就在梅园婚恋微信平台推送了。
哎，第二天就有反驳者打上门来。
这位男生说，父母也在逼婚，不过，

自己不予理睬。“您的‘正道’，我不能苟
同。而且，此论已经面临危机。”在我创办
婚恋平台 23年中，如此被“呛”还是首次。我直言奉告：
“这个观念必须坚持。婚姻是个体成熟、代际延续的‘人
间正道’，也是全球在千百年中形成的共同意识。”男生
打开手机，念道：“为帮助一代代青年踏准前行脚步，成
家立业、结婚生子，实现在现代条件下的家庭兴盛、经
济与社会发展，必须大力倡导和强化这一‘正道共
识’。”这是我推文中的一段。他念完，笑笑，不无讥
讽：“以后，自然人可以跟机器人结婚，未婚女可以人
工孕育⋯⋯这些，难道是歪门邪道吗？”我回答：“在可

以预见的将来，婚姻依然是人类繁
衍的奠基石，是国家稳定的压舱
石，是家庭传承的铺路石。”唇枪舌
剑，各不相让。

挑战还没完。晚上，刚刚安排好
男女会员约见，一条微信蹦进手机：
“作为婚恋机构，你们当然希望恋
爱、结婚的人越多越好。”她说自己
单身，生活蛮轻松的，对“正道论”不
认可。我即复：“我也是一个做母亲
的。天下父母都希望子女正常结婚
生子、家庭幸福，难道他们也是为了
赚点服务费吗？”女生见我义正辞
严，隐身撤退。我却有点抓狂了：“婚
姻是人间正道”这一历史性结论和
真理性观念，在很多青年人中淡漠
了，成为家长的普遍忧虑⋯⋯是我
“出问题”啦？我亟盼大家关注这一
观念冲突对社会的影响。

然而，那些熟识的家长和诸多
中青年网友通过微信声援我，力挺
通过全社会强化“正道共识”，达到
“全面提高结婚率、降低初婚年龄、
缓解过度晚婚”的目标，推进更多青

年人积极实施“恋、婚、育”一体化行动。一对来送喜糖
的新婚会员还这样说：“美好生活，如果丢掉了美满姻
缘这个根本性动力源，还能剩下什么？希望青年人不要
游离于时代的主流之外！”

春节前，忻宇和妻子抱着小宝宝到梅园总部看
我。他婚后不久，其父忻老师就因病去世了。“您说婚
姻是人生的必经程序、基础工程、心灵归宿和生活港
湾。我以前不理解。您还说，婚姻缺失者，将陷入孑然
独行的窘境；孤身终老者，将面临断后的困顿和精神
的孤苦。老爸在世时也这样担心。那时，我也只当耳
边风。现在想想，只有父母亲才会为儿女的大事缺位、
人生缺失而忧心忡忡。”
我的心，顿时涌出阵

阵暖意，轻轻跟小忻说：
“要记住你爸爸。”黄河十
八湾，那一河浩荡，终将不
可阻遏地流向大海。

老爸做的兔子灯
陈 磊

    又到一年上
元时，每年这个
时候我都特别怀
念我老爸给我做
的兔子灯。老爸

手巧，什么都会做。那时我搬着小板凳，坐在老爸边上，
看着他把竹子劈成细丝，绑成一个个大小不等的圆圈，
最后做成小兔子灯的骨架，然后蒙上透光纸，画上眼
睛，黏上嘴巴，小兔子灯就做好啦。到了十四晚上，我就
点上蜡烛，提着小兔子灯满大街溜达显摆。因为我的兔
子灯是独一无二的，面子是红色玻璃纸，样子是我爸改
良的，和买的就是不一样，可美了。
后来还有个小插曲，我最爱的小兔子灯被我妈妈

借去做大队活动的道具，结果还给我的时候小兔子变
成肥兔子，前面花花绿绿黏了好多乱七八糟的装饰纸。
强烈鄙视我老妈的审美眼光！我大哭了好几天，老爸最
疼我，我们两个三天没理我老妈，还有我外婆一起在同
一战壕。哎，我可怜的老妈，现在想想真有点对不住哈！

本来准备将面目全非的兔子灯重新糊面子的，但
好的玻璃纸一时买不到就只好搁置了。兔子灯的架子
我一直收藏着，后来搬了几次家，最终还是找不到了。
每年过元宵节，老爸专门为我做的兔子灯就仿佛

重新出现在我的面前。如今我也当了老爸，可是我不会
做兔子灯。我常想，以前是自己动手做，如今，只要花钱
就能买到，我们的孩子到底是有福还是没福啊？

觅茶记
罗达成

    茶是我的至爱，喝了
50多年茶，算得上是老茶
客了。但一如许多喝茶的
人那样，初始只知喝却不
知品，觉得什么茶都一个
味儿。我也曾这样稀里糊
涂地喝过二十年，味蕾停
滞于粗浅的初级阶段，缺
少辨识力。直到 1983年四
五月间的一天，我才醍醐
灌顶般地豁然开窍，对茶
道有了一点认知。

那天，我正在杭州采
访，下榻于西湖畔一家宾
馆。赶巧，在大堂店铺显
眼处撞见刚上市不久的
明前特级龙井。真是天
价，买下这两罐 250 克的
“天下第一茶”，我竟花了
800元！营业员很热心，见
我是住店客人，问这问
那，对极品龙井几近一无
所知，生怕我轻慢了这茶
中尤物，特意从货架上取
来一本关于西湖龙井茶
的书，劝我买下好好看
看，然后再泡茶。她还不
无感叹地介绍道：明前茶
属于龙井茶之极品，它是

清明前所采的娇嫩茶
芽———采摘时要使芽叶完
整，放置茶篮中不可紧压，
以免碰伤嫩芽，影响茶叶
的品相。炒制你手中这
500克明前茶，需要七八
万个芽头。冲泡时，水温一
定要控制在 80度左右，否

则就会烫伤了它⋯⋯
书中说，以玻璃茶杯

冲泡明前龙井为最佳，虽
然茶汤面上会瞬间悬浮起
一层极品茶所独有的毛茸
茸的茶毫———专用词称之
为“毫浑”，但杯中茶的芳
姿和妙曼依然明晰可见。
当我看到茶叶在水中上下
翻飞，翩翩起舞，随后“芽
芽直立，栩栩如生。品饮茶
汤，沁人心脾，齿间流芳”，
觉得这天价花销太值了。
在齿颊留香中，我深深领
悟了这因“色绿、香郁、味
醇、形美”四绝闻名于世的

龙井的精髓。
在杭州邂逅这可遇不

可求的极品西湖龙井 11

年后，我有幸又品尝到与
之齐名的另一顶级名
茶———来自苏州东山的极
品明前碧螺春。1991年，
我主办了一个特刊，里面
设有许多专副刊，其中之一
是“旅游版”。一天，一位老
总将苏州朋友送他的几听
50克的听装碧螺春，转送
给我一听。这非卖品的特
级碧螺春，形态和茶香让
人心醉，“形曲如螺，满披
茸毛，白毫显露，色泽碧
绿，淡雅清香”。无怪乎，当
年康熙会对它爱不释手。
冲泡这极品尤物时，我又
一次看到茶面上浮有毛茸
茸的茶毫，这标志性的“毫
浑”只属于茶中极品的明
前龙井和碧螺春！
随后的几年、十几年，

以至二十多年，我一直念
念不忘“上有天堂，下有苏
杭”的这两款名茶，苦心寻
觅，却始终不见芳踪。

1995年，我曾随旅游
版的编辑特意赶到苏州东
山，去获得当年碧螺春全
国金牌的茶农家，品尝他
最好的茶品。冲泡后，未及
品茶，已觉不妙，茶面上不
见毛茸茸茶毫，更谈不上
有那种极品碧螺春的标志
性“毫浑”，只得怏怏而回。
及至 2013年，我已退

休多年，还是揣着一线希
望和万般眷念，在四月间
专程前往西湖龙井村一
位茶农家品尝明前龙
井———十多个硕大圆茶匾
里，有着不同品级的明前
龙井，“极品”价格为 8000

元一斤。品茶的结果让我
失望至极，这没有“毫浑”
的顶级龙井，与我 30年前

在西湖畔品尝过的 800

元一斤的明前极品不可同
日而语。
苏州、杭州的热心肠

好友，也年复一年到碧螺
春茶农、龙井茶农家，竭尽
心力地为我采购顶级好
茶，随后兴冲冲寄来，问这
档茶叶能打几分？我的回复
几乎不变：“大概在 80 到
85分之间。”这些茶也算好
茶，但上品与极品，一字之
差，相距万里。直到
去年，一位好友介
绍的年轻茶农才多
少给了我一点安
慰，让我释怀。他
说，要寄一斤新开发的 50

克一听的听装特级碧螺春
给我，2000元一斤———虽
说这碧螺春也只能打 85

分，但毕竟是听装。他还劝
我再也不要抱有奢望，想
买到当年喝过的碧螺春：
碧螺春品质大不如前，根
本原因在于气候，这二三
十年明前茶采摘前的一段

时间，东山碧螺春产地气温
提高了好多，雨水也多，茶
叶的品质从源头就退步了。

佛曰，一念放下，万
般自在。喝不上能打满分
的茶叶，就退而求其次
吧，我专放茶叶的冰柜
里，已经收有六七种能打
85 分到 90 分的上好绿
茶；而且，新添了一种让
我钟情的青茶———介于
绿茶和红茶之间、属于半

发酵茶类的铁观
音。这茶独具妙不
可言的“观音韵”，
冲泡后有得自天
然的兰花香，清香

雅韵，我给它打了 95 分
的高分。知足吧，能喝上这
样档次的茶也算不错了。
我没有财力，也没有勇气
和信任度，去冒险网购三
万元左右一斤的天价龙
井———这是我每年购置一
冰柜茶叶的总开销。

我庆幸自己有茶缘，
曾经两度邂逅过、品尝过
茶中极品，那种曾经拥有
的感受刻骨铭心，足以让
我回味终身。

鼠 （剪纸） 辛旭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