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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是不大喜欢冬天的。觉得它旧，
没有生气。像一条刚洗过的旧床单，冰
冷，灰暗，没有白色的云朵，也没有五颜
六色的花儿，虽有几棵树，绿也还绿着，
但好像褪了色，蒙了尘，让人也不太想
看。黑天白地里，只是盼，盼着冬天赶紧
桑 走，杏花快点开。
飞
如今，心境多少有了些变化。
月
大约是因年?关系，每至?尾，心中
总会凄凄生仓惶。遂逐渐明白，对于光
阴，自己已没太多挑剔的余地。于是，转
过身来，将冬天重新打量，揩去它表面的
灰尘，
发现其颜色虽然黯淡，
没有桃红柳
绿，也没有繁华旖旎，但至少也算得上一
段质量上乘的好时光啊！当惜。
冬至夜，我在灯下的宣纸上勾了一幅梅花图，姑且
不论勾得好不好，梅花至少很足，整整八十一朵。接下
来，我要每天染一朵。如此，胭脂用尽时，桃花就开了。
之后记日记，日期也改为：第一朵梅花日、第二朵
梅花日……既然是梅花日，那就让我把这九九八十一
个日子，
努力过成精美芳香的样子吧！这样一想，冬日
就好似变了容颜，有了色彩。与此同时，也开始希望它
能慢下来，慢下来，等我好好把它装点。
冬天日色淡，荷尔蒙不再那么活跃，曾经的一颗躁
心，也开始沉下来，静下来，能耐着性子读书写字了。房
间里虽然开了空调，
很暖，
但我还是喜欢用一件长款大
棉服，严严实实地把自己裹起来。像一只躲在茧里的冬
虫，安全且安静地，在?月里冥想。此时，若把思维的缰
绳放开，任它随意驰骋，也不会担心它
撞到什么，碰到什么。
这个冬天，我读的书有外国小说，
也有那些曾经拿起又放下的古诗词。古
诗词是需要小火慢炖、仔细琢磨的，
漫
长而闲散的冬日正合适。我尤其喜欢一遍又一遍地诵读
白居易的《问刘十九》。遥想那个天色阴沉的傍晚，
温暖
的火光照亮了屋子，
照亮了浮动着绿色泡沫的家酒。诗
人围炉而坐，
隔空问询朋友：
晚来天欲雪，
能饮一杯无？
第一朵梅花日，是冬至。这一天，
大家都在吃饺子，
我也不例外，放下书本，给家人做了一顿荠菜肉馅手工
饺。祖母说过：
吃了冬至饭，麻利婆娘多做一根线。意思
是，从这天起，
白天将一线一线地变长，勤奋的人，可以
多做些活了。于是我决定，从这天起，我每天都比前一
天多读一页书。
第二朵梅花日，阳台上的那盆雪青菊开了。这菊
花，每年都开得很晚。去年不记得是几时开的，只记得，
过了立春它还在开。如此，恰好点亮我的寒冬。这样想
时，顿觉这日子，灰是灰，但也是一袭绣着梅兰竹菊的
织锦缎啊。
第三朵梅花日，
家里来了朋友。我拿出一瓶黄酒，
就着咕嘟咕嘟的小火锅，来一点，不看手机也不看电
视，只关注食物和话语。一屋子的热气腾腾，细碎家常。
第五朵梅花日，我进山溜达了一圈
儿，看到山道旁的那株腊梅星星点点地
开了。深吸一口气，又冷又香。下午接女
儿回来，
发现小区里的一棵粉茶，此刻也
挂满了花朵，不胜欢喜。
第十朵梅花日，
有点儿冷，
但因心里
装着梅花，清晨出门时，也没有再胆怯。
甚至想，
什么时候能来一场雪啊！想起有
年下雪，
我们带女儿在山脚下堆雪人。雪
很软，面包似的，我们从矮灌木上一块一
块地捧过来，堆在一起，修出脖子，胳膊
……她在旁边欢呼：好喜欢爸爸妈妈认
真堆雪人的样子啊。嗯，大雪覆盖了红
尘，我们回归成了和她一样的孩子，这多
么令人愉快。
第十二朵梅花日，
元旦来临。我对自
己说，新的一年里，要学着宽容、放松，主
动……而且，
我还要接着画花树、
花秧，
桃
花、
栀子、
荷花、
桂花、
菊花……
从此宁静淡泊，
把这素年过成锦时。

锦
时
梅
花
日

新民网：

“暂停工作”
同病人来看病的）是否也
去一家三甲医院， 看到部分挂号收 有这般感觉。
费窗口没开启，电子显示屏打出的是“暂
“病人通道”是 医 院
停工作”。 这里存在着一个告知谁的问 为病人单独辟出的 特 殊
题。要说是告知来医院的就诊者，显然不 需要的通道，在一定的区
甚妥当，因为“窗口”是为就诊者们提供 域“病人通道”的界定无疑是只有病人才
“服务”的，称“工作”，其实只能是对医院 可通行的通道， 它必须是排他性的唯一
内部而言。 因此，“暂
选择。 如果就存在与
停服务”更为正确。
停留在狭隘的医院传
“工作” 与 “服
统称谓定义的局限性
务”，虽是区区两个词
上， 即凡来医院者皆
杨继仁
语的差异， 但涉及到
病人也，就错了。如果
服务对象，“是否是真正体现出为他人做 一定要命名这样的“病人通道”的话，我
事,?使他人从中受益”的服务宗旨。 同 倾向于 “就诊者”这样一个中性的称谓。
时，也可以认为，从侧面反映了我们的主 它可以涵盖所有来医院的人。
事者是否脱离了“院本位”的思维。
规范对医院服务对象的定义及称
“病人通道”
谓，也是正确表达医患关系，提供真诚服
为老伴配药， 每两周总要去医院一 务，解除他们的疑虑和疾苦，善待每一位
次，每次总要走过地上有“病人通道”字 来医院就诊者的关键之一。 全面、准确，
样大箭头的这段路， 总有着被戏谑的成 且更人性化地对待每一位来医院的就诊
分。我不知道其他也来代配药的（或者陪 者，是有其现实意义的。

就医杂感两则

悠然说出这个菜的学
名，也许不少人会感到陌
生，实际上它作为咸菜的
原料经常出现在百姓餐桌
上，
“咸菜”二字掩盖了它
的本名。
苤（音 piě）蓝，口感不
错，
营养价值颇高。我系统
性地认知苤蓝是在最近两
个月，因为腰椎摔伤发生
骨裂，医生建议食
用钙性高且利消化
的蔬菜，查来比去，
苤蓝成了“首选”
，
于是乎就翻着花样
地吃它，果不其然，
加上各种治疗和适
当运动，并没有像
老话说的那样“伤
筋动骨一百天”
，一个月刚
出头，我就能独自下地遛
达，
慢慢也可以弯腰了。这
么快的康复，有它的一份
功劳吧！一个耄耋老人要
感恩于它，写写它、画画
它，为的是谢谢它。
苤蓝为十字花科二年
生草本植物，又称球茎甘
蓝、擘蓝、玉蔓菁，在北方

俗称撇列、
不留客、大头疙
瘩等等，我更喜欢叫它“撇
列”。它的故乡在地中海，
16 世纪传入中国。其根系
浅，茎短缩，叶丛着生在肥
厚的缩茎上。叶片椭圆、倒
卵圆或近三角形，绿、深绿
或紫色，叶面有少许蜡粉。
以肉质球茎和嫩叶为食用
部位，球茎脆嫩清香爽口，
适宜凉拌鲜食；嫩
叶含钙量很高，适
万 宜炒食和作汤等。
伯 维生素 C 是它的
翱 招牌营养，维生素
文 E 的含量也极高。
图 另外，它还是一味
不错的中药材，据
《滇南本草》载：
“治
脾虚火盛，
中膈存痰，腹内
冷疼，小便淋浊；
又治大麻
风疥癞之疾；生食止渴化
痰，煎服治大肠下血；烧灰
为末，治脑漏；吹鼻治中风
不语。皮能止渴淋。”
记得孩提时代，遇上
困难时期，奶奶总会给我
在那不好下咽的粗糙窝窝
头里裹上几条自制的这种
“老咸菜”，我们都根本不
知道它叫“苤蓝”，只觉得
是有滋味的酱菜而已；河
南十年下乡当知青，每到
冬前，我也会跟着老乡们
学腌这种大头菜，用的也
是被我们称为“撇列”的苤
蓝。把新鲜的苤蓝去皮，切
片后改刀切成丝，调味料
根据自己的喜好随意添

苤
蓝
赞

胡适应青岛大学校长杨振声之邀前 院外老人们的聊天语。
来讲演讲学，轮船抵达却遇风浪无法靠
在下喜此类；濡染其中，久之，自以
岸。虑杨先生焦急，胡适先生发了一封电 为偶然也能灵光一闪，狗尾续貂如下。
报给杨先生，电曰“宛在水中央”。杨先生
古汉语中，
“莫”的基本用法是“没有
接电报立即回复，曰：
“盈盈一水间，脉脉 一个”
，或“没有人”、
“没有谁”；然而，
不得语”
。
“莫”是词，
“没有……”是短语或称词组。
“宛在水中央”是《诗经》中的句子， 用短语解释词是可以的，但我总觉得别
“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
扭，
不像用
“妈妈”解释
“母
语”出于《古诗十九首》。两
亲”
那样一目了然；解释给
位大师把平常场合当作诗
学生听，我与学生都觉得
场唱和，从千年与越千年
费力。
王泽清
前的古人那儿顺手拈得句
有意思的是：英语中
来为我所用，竟浑然而成，
天衣无缝。
倒有一个词（我们叫做“单词”
）与这个
Yes sir 怎么翻译？译为：
“好的，先 “莫”对应，即 nobody。我用 nobody 给学
生。”或：
“是，长官。”当然是可以的，而且 生解释
“莫”
，学生一下子明白了。如此，
也词词对应，可以说达到了
“信”、也可以 我又让学生写一个西、汉词语混合的句
说达到了
“达”
的程度；而有人（据说是老 子：
“The 莫 means nobody or nothing.”
舍）把 Yes sir 译为：
“先生，
您嘞。”妙绝。 学生闻之，先窃窃而笑，
再于窃笑中遵嘱
这样译，更是“雅”了，且雅得有京味；不 写了下来。这是次要的，主要的是学生用
看原文只看译，便纯粹是胡同边或四合 英文单词来理解这个“莫”，豁然而通。

语海拾贝

加，然后放在坛子里腌制
一番就可以吃了。考上大
学后乃至参加工作，食堂
里总能闻到那些经过腌渍
散发出来的酱菜香味。改
革开放后，在北京不仅吃
到正宗的精致“六必居”
大
头酱菜，还在六必居博物
馆内，把苤蓝做了个基本
了解，也就慢慢地把“撇
列”改叫“苤蓝”，这么一叫
觉得很时髦。
用苤蓝腌制酱菜，不
仅北京有，全国各地都有
老字号，比如陕西潼关酱
菜，保定槐茂酱菜等等。在
我的老家山东，有个成武
县也是远近闻名的“中国
酱菜之乡”。相传，乾隆二
十八年（1763 年），乾隆下
江南途经此地，成武县令
吴秉仁贡以“老银昌”产的
成武酱大头，深得称赞，赐
名“紫琥珀”
。光绪年间，成
武酱大头作为贡品年年上
贡京城，深合慈禧太后的
口味，
曾赐匾一块。改革开
放后，我也常品尝到故乡
的此种苤蓝酱菜了。
作为一种低调而普遍
的菜，苤蓝不仅仅是“咸
菜”中使用量最大的原料
菜之一，当下还随着人们

近日读到汪曾祺先生的《昆明
年俗》，其中记《掷升官图》：
“ 正方
的皮纸上印回文的道道，两道之间
印各种官职。每人持一铜钱。掷骰
子，按骰子点数往里移动铜钱，到
地后一看，也许升几级为某官，也
可能降几级。”想到孩童玩的一种
跳棋，与之相似。也是掷骰子，按骰
子点数升或降，看谁先到达终点。
孩童常吵嚷着让我陪他玩，从中所
获乐趣也甚多。
说起玩具，颇让我感慨。孩子
现不过 6 ?余，但玩过的玩具已数
不胜数，什么车子、乐高、拼图、太
空沙，只要能想到的见到的，都玩
了个遍。有段时间，孩子他爸几乎
每周给他买一次玩具。中山公园有
家玩具反斗城，一个小玩具也要一
百左右，别说那些稍大点的了，动
辄就要四五百。而往往孩子总是奔
着“大”而去的，一次下来，就近千
元。我是舍不得给他买的，我自己
买件衣服，都要权衡一下才舍得掏
钱，何况这些玩具在我看来，对孩
子的吸引力也不过一两天的时间。
更让我不爽的是，家中玩具已
堆如小山高。为了让这些玩具有类
可归，我特意买
了十几个玩

养 育

小时读者热线：

疫情以来，小区三个铁门开一个了。旁边还搭了一
个绿色的布棚，有人值守，登记进出的人员。
老一些的上海人都见过在过街楼下年轻人搭讪聊
天的风景，
如今有人免不了站弄堂口的习惯。三五成群，
或站或坐，
说着闲话，
过去的年轻人如今变老了，
“清口”
，
信息、
八卦，
依旧应有尽有，而通常当今的年轻人很少，
行色匆匆，
他们有自己的兴趣爱好和沟通方式。
自从门口有了岗哨式布棚，就像“清口”有了一张
身份证，站的坐的说的听的，路过的围观的，受众一多，
原先孤本说书就可以成为连续剧演出了，只是疫情当
前，好些人都戴着、挂着各色口罩。
堵在小铁门前的人一多，
进出会有些碍手碍脚。老
徐正从小区里骑着一辆簇新的红色山地自行车出来，
嘴里喊着“哎……
哎……”人们自觉、
自然地让出一条
道。他也算得上这
陆仲绩
一带的一个名人、
红人、
忙人，
人缘蛮好。我正好拎着东西回来，借着让出
来的道，就先入为快，与老徐插肩而过。
“怎么不来了？”沾了老徐的光，他也不恼，安徽口
音的上海话，冲着我说。
“有事会找你的！你啥时候搬过来啊？”
“一块膏药，与高架贴得这么近。不来了……”
老徐是修自行车的，原本就在附近拐弯处。哪有修
车的指望顾客多多光顾的，就像医生要人多多去惠顾
他，有什么好事。人不生病，就不要去看医生，车不坏，
找他干吗！话说回来，吃五谷总会生病，骑车的，车也会
出毛病，何况老徐不仅修车，人和气，人缘好，但凡有些
小修小补，凡能帮得上的，都会
“顾问”几句，搭把手。他
家的门口总是人头攒动，有事的没事的，聊天的看热闹
的，像在他家门口安营扎寨似的。占据高架下的转角第
一家，
本来就路口窄，疏通、打扫的事就是老徐的了。一
排同业的服务类小商铺聚集，
一条街面有一家聚客，客
到了，
生意就大家有得可做了。
老徐原本的店面离高架很近，终年没有阳光。楼上
居民离高架更近，
一步就能跨过去，
甚至发生过多次从
高架迈过去进屋盗窃的案件。建桥的时候，
楼里居家有
人不愿搬，高架为此挪了道；建好后发觉吵得不行离得
太近，
都纷纷设法走了，
留下的是些研究所技术骨干类
的知识分子，搬不动的。“一块膏药”是这里的人的戏
称，也是自嘲，这里倒也成了每个经过内环的人观赏的
一道“贴隔壁”风景点。
修车行搬走了，整条街面都清空过。可我还是摸索
打听到他新的店铺，去过，只是远了些。但就像有病要
看，有车要修，总得找个好把式才行。他也会常过来，就
像一个热心人，帮着原先的左邻右舍做些什么的。只是
—
不知道今天怎么会骑一部这么时髦亮眼的自行车——
也是，
修车的，什么车都不在话下。

修车老徐

对膳食结构的重视，直接
成为餐桌上的美味佳肴，
录入正式宴会菜谱，如凉
拌苤蓝、鸡蛋炒苤蓝、醋溜
苤蓝、
青椒苤蓝、肉丝苤蓝
等等。在下康复期间，用苤
蓝烧制的各种菜，也都得
到了家人和朋友的喜爱。
早餐，
凉拌苤蓝，中午苤蓝
炒肉丝，晚上苤蓝芹菜羹，
翻着花样地做，我也换着

具箱分门别类装玩具。后来，这些
玩具箱完全占满了小房间，地上，
衣橱里，床上，余光之下，全都是那
一个个大如石块的东西，小厨房、
面包店、游乐场、消防站，一个个精
致而逼真的做工简直可以以假乱
真。富贵人家有专门的衣帽间、鞋
柜间，我们只不过是普通人家，借
改革开放的东风，有幸解决衣食住
行，可即便这样的普通，也能冒出
一个“玩具房”，真让人惶恐！

玩 具

读者来信：

朱莎莎

想起我们幼时，其实是没有玩
具可言的。印象里收到的第一个买
来的玩具，还是已毕业挣钱的姐姐
给我买的，一个可当枕头的狗熊布
娃娃，彼时我已经上高中。高中年
纪怎可自诩儿童？但喜悦之情相比
儿童有过之而不及，睡觉搂着，躺
着抱着，和它说着永无尽头的悄悄
话，让它点头让它动。那段时间，它
似乎成为我生活的全部，我无时无
刻不想着念着它。现在想来，未免
觉得幼稚。但因它带来的乐趣和幸
福却是我无法忘怀的。
这种以“买”而带来的记忆之

味地吃着，既不厌烦，更利
于身体恢复。昨天，竟然能
抛开拐杖，参加一些活动
了，甚至能底气十足地做
上一场小报告。
为了抒发一下内心对
它的致礼，伏案提笔，一幅
幅《撇列图》问世。有画界
好友称赞古往今来，还无
画家将其入画呢。也算是
个首创吧？

七夕会

所以深刻，
无非是因
为伴随幼时的玩伴大多是来自大
自然的恩赐。从泥巴地里长大的孩
子，熟稔如何捏泥巴车，如何扯一
根狗尾巴草挠他人痒痒，如何敲玩
冬日盆里的冰冻，如何拿一根木枝
就可摇身一变齐天大圣的金箍棒。
这些廉价的不值一提的东西，曾是
我们这些 80 年代人的“玩具”
。
偶有一次，阳光洒满园子的午
后，孩子他爸和孩子各坐一凳，挖
来土，洒水和成泥。他爸捏一车轱
辘，孩子跟着学捏一个车轱辘。他
爸捏一个小人头，孩子跟着学捏一
个小人头。时光在那一刻似乎静止
了。两人最终做成了两辆车、两个
小人和一把手枪。放在阳光下晒
干。过了一周，
泥巴车、泥巴人和泥
巴手枪都变得结实，车子放在地
上，竟跑得顺溜顺溜。
我时常念起那个午后。借助大
自然的土壤，混融手工力道，吸收
日月精华，赋予“玩具”质朴而真挚
的情感，
让人心生珍惜之意。
玩具本无贵贱之分。孩童天性
纯真烂漫，玩具不在多，重在有趣。
在“寓教于乐”的旅程上，需要我们
为人父母做的事，还有太多太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