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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周颂鲁（淞二居民区）

院子里栽了两株月季，一株开
黄花，一株开红花。为纪念逝去的母
亲，我给黄月季取名“感恩母爱”。
红月季也有名，为了向郎平和中国
女排致敬，我叫她“风雨彩虹”。退
休十多年了，虽然离开了职场，离开
了朝夕相处的同事，但生活里还有
月季，还有像月季一样许许多多美
好的东西……
当黄色的月季花绽放的时候，

母亲好像又回到了我的身边。每逢
她的生日，我会精心调制一盅蜂蜜
牛奶洒入花缸，这是母亲生前最喜
欢的饮料。平时，徜徉在“感恩母
爱”的周围，怀念与母亲在一起的
岁月，连空气也会变得温馨。记得三
年级暑假，有一次母亲带我远足，在
郊野的小河边欣赏超低空飞行的蜻
蜓。童心未泯的她和我一起用竹竿、
铁丝和面筋做成“高射炮”，把躲藏
在树冠里的蝉一只只粘下来。傍晚
回家，路过一座小木桥，我趴在桥面
上欣赏水中嬉戏的小鱼，口袋里的
钢笔不慎掉进了河里。四年级开学
就要用钢笔了，这是几天前母亲才

买的“永生”牌钢笔。我伤心地哭
了，心神不定地等着她的责罚。此
时，母亲开口了，她说这件事“纯属
偶然”不能怪我。不仅没有责罚，第
二天还给我买了一支同样牌子的钢
笔。她把笔递到我手里轻声告诉我，
“家里不宽裕，买这支笔的钱可以
买二十斤大米。”我听懂了母亲的
话，扑在她的怀里自责地哭了。

我崇拜郎平和女排姑娘，小院
里的“风雨彩虹”是我的励志月季。
记得 1981 年，第三届女排世界杯
在日本开打。中国女排经过顽强的
拼搏，首次在世界大赛上赢得了冠
军。当时我在新疆工作，由于时差
的关系，彻夜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
台的实况转播。在著名播音员宋世
雄老师激情洋溢的解说中，我“粉”

上了 21 岁的郎平和她的小伙伴。
35年后的 2016年，郎平第一次以
主教练的身份带领女排参加了里约
奥运会。十五天要打八场比赛，小组
赛第一场就输了。但女排姑娘在郎
平的指挥下，不气馁、不放弃、越挫
越奋，那种勇夺奥运金牌的万丈豪
气令人钦佩。更可喜的是 2019 年
国庆前夕，郎平和女排姑娘从日本
又捧回了一个世界杯。我终于明白
了女排精神的涵义，不是一两次的
赢球，不是瞬间的昙花一现，而是无
论顺境还是逆境里的死磕、逆袭和
绝地反击。
如今，每当红色的月季花映入

眼帘，我时常能从她的精气神中得
到鼓励，还真能解决问题。2019 年
6月，儿子攒了假期，预订了旅行
社，中秋前后请我一起去敦煌享受
一周的深度游。面对这样的机会，我
竟犹豫了。我不是一个懦怯的人，当
年我奔赴遥远的塔里木，在塔克拉
玛干大沙漠的边缘当了 16 年的知
青，困难再多再大也没难倒我。现在
怎么了，有家人陪同，再说 70 岁也
不算老啊。其实我的犹豫是因为身
体欠佳，没有健康作后盾难免缺乏

自信。退休后的我，埋头书桌，远离
锻炼，整天当“宅先生”。长期慵懒
的生活，欠下了一笔健康债。除了血
压、血糖偏高，还落下了颈椎和腰突
的毛病。
那些天，我一直在“风雨彩虹”

前徘徊，侧耳倾听她的花语，居然梦
幻般飘过了宋代诗人杨万里的《腊
前月季》：“只道花无十日红，此花
无日不春风。一尖已剥胭脂笔，四破
犹包翡翠茸。别有香超桃李外，更同
梅斗雪霜中。折来喜作新年看，忘却
今晨是季冬。”诗人对月季的赞美
让我无地自容。我酷爱古诗词里的
名句，这些名句本身就是唤醒内心
的格言。细细品读其中的巾帼情怀，
郎平和女排姑娘正在为我加油鼓劲
呢。欠债是要还的，人只有感知了心
灵的召唤，才能改变自己再出发。在
3个多月的时间里，我抖擞精神，每
天坚持做腰背部的对症治疗。上午
找几位老伙伴一起打排球。伴着阳
光，感觉心与排球在追逐、在嬉戏。
傍晚，一头钻进月色，沿着周浦港泛
着薄雾的步道慢跑，聆听双脚丈量
大地的优美交响。功夫不负有心人。
秋高气爽之际，我的身体状况明显
改善，各项指标正常了，腰板也随之
硬朗了起来。有了健康的身心，便有
了自信，神秘的敦煌终于留下了我
的足迹。

【生活随笔】

生活里还有月季

走进浏河
文 周以人（刘二居民区）

春暖花枝俏，莫道君行早。
倘佯在古镇，探访旧原貌。
依依浏河道，太仓明珠耀。
天妃来护佑，流水有浮桥。
曾为港口哨，商船起风潮。
江尾海头汇，“六国码头”号。
史记大明朝，郑和是天骄。
七下西洋行，远航此起锚。
千年宝地娇，辉煌存今朝。
申城后花园，海洋文化傲。

七律

闹元宵
文 刘祖年（淮阴居民区）

锣鼓喧天奏玉箫，灯花彩树闹
元宵。
方肉红酥加蜜橘，汤圆白糯又

香蕉。
千条烛影奔老汉，万点星光照

美娇。
黄发垂髫追嬉戏，怡然自乐唱

民谣。

水调歌头

虬山岭度假
文 刘祖年（淮阴居民区）

暂别浦江岸，度假小村中。银
花火树迎春，烟雾锁深空。想念庚
桑善卷，一叶扁舟入洞，忽不见苍
穹。日薄晚霞起，归路遇西风。
双龙伴，全家福，乐融融。青山

绿水，宜兴天赐紫砂红。高举晶杯
畅饮，老叟言欢叙旧，看友谊情浓。
共祝来年好，钵满贮金铜。

发芽豆情话

【生活札记】

文 陈日旭（刘二居民区）

天气甫入冬，发芽豆便是我日
常菜蔬的遴选之冠。
追根溯源，可以记忆到一个甲

子前。彼时，老弄堂底有一排绍兴
人开的豆芽菜作坊，信佛、踮着一
双小脚的祖母，不必去菜场，出了
后门便可去弄些来吃。发芽豆，她
除了当下饭菜外，兴致来时，还会
拔下后脑勺的发簪戳着豆子吃一
浅碗。我自髫龄起，大多跟祖母生
活，天长日久，耳濡“口”染，竟亦
嗜尝此物。记得小时候还可将发芽
豆当作玩物，倒转豆子，用牙签一
头戳住豆的下部，另一头插入台
缝，便可用皮筋弹射游戏取乐。
自诩“豆王”的我，春夏时节新

鲜蚕豆上市，一直吃到落市，之后，

天气转冷，便盯上发芽豆。发芽豆，
其实就是将干蚕豆浸水，在一定温
度下发芽而成。发芽后的豆子会比
没发芽的愈加鲜美。宁波人、绍兴人
尤爱啖之，宁波人美其名曰“独脚
蟹”。行文至此，又让我忆起儿时夏
日黄昏老屋天井里，老木匠常爱在
小桌上摆上一碟咸菜发芽豆，喝着
绍兴黄酒，用家乡话胡诌一通的情
景；又联想起鲁迅先生笔下咸亨酒
店里孔乙己与茴香豆的故事……
不光是在下，上海人多爱吃发

了芽的豆类，像黄豆芽、绿豆芽、黑
豆芽及发芽豆等。前几种叫 “豆
芽”，末后者称“芽豆”，盖因前者
主要吃其长长的芽，后者虽有短
芽，但仍以食豆为主。语法结构有
证：偏正结构。
豆类作物总称菽，天生养人，

自古就是巷陌百姓喜食的盘中餐。
我还贪图它的“三便当”———买便
当。挑豆子饱满、大小匀落，外壳青
色新鲜的，称上些许即可，多寡由
你。此物价廉，数元一斤，袋子一
拎，买了就走。去豆芽摊次数一多，
与山东籍摊主熟了，临走，我还会
哼几句在部队学来的山东柳琴调
呢。做便当。买回家用清水洗净，焯
水（以防残留物），倒净后另加水
煮至酥软。再换入铁锅油炒，加入
盐、糖，加盖焖一会儿。出锅时加少
许鸡精，拌入葱花，翻炒几下，即
成。吃便当。因豆已酥软，进口无需
费劲咀嚼，连嚼带抿，三两下即可
下肚，加上其味清鲜香浓，唇齿留
甘，这对于牙口不利索的老者而
言，至简至美，不啻一桩天下乐事。
今年春节前，女儿早早来电：

“因疫情之故，今年过年‘屋里’
蹲，已在网上订购老字号半成品套
餐，爸妈一起到我家吃年夜饭吧，
举家一桌，天伦之乐。”妻接听电
话，欣然应允。俄而，我在一旁对妻
嘀咕起来：“不晓得套餐里有发芽
豆么？”她忍不住“噗嗤”一下笑出
声来：“亏你想得出！你这个天方夜
谭老祖宗哎！”我略一思索，正色
言：“这样，我买好些发芽豆，大年
夜早点带过去，加工后，我先独自
嘬起豆子，呷几口绍兴花雕，过过
瘾。等外孙医院值班回来，再正式
铺开饭桌。如何？”“好呀，好呀！发
芽豆是你的命。”内人揶揄答道。
发芽豆，几乎是我一辈子的心

仪之物。它的鲜香美味，增添冬日
的煦暖温馨，勾起儿时的记忆回
想，融入年味的心动缱绻。

不收分文的“住家保姆”

【我想表扬你】

文 朱扬清（刘一居民区）

临近中午，“老伙伴”计划志愿
者郑金芬正在忙着烧中饭。突然，电
话铃声急促地响了起来。郑阿姨一
听，是她结对服务的独居老人王阿
婆打来的，还没说上几句话，电话
里传来了老人的哭声。郑阿姨心
头一惊，放下电话，关掉煤气，立
即大步流星赶往王阿婆家去。
耄耋之年的王阿婆，岁月给她

带来了一次又一次的磨难，先是相
濡以沫的丈夫驾鹤西去，不久宝贝
的小儿子生大病医治无效撒手人
寰，大儿子出走至今下落不明……
接二连三的打击，使老人伤悲过

度。再加上高龄独居、孤独寂寞，王
阿婆患上了阿尔茨海默症，记忆力
逐渐衰退，脑子有时清醒有时糊
涂，糊涂时甚至连吃没吃饭都不清
楚。在“老伙伴”计划志愿者结对
服务时，原定的志愿者见难而退，
不愿与老人结对，一时陷入了僵
局。郑阿姨挺身而出，自告奋勇与
老人结对，像对待自己的长辈一样
关爱老人，用亲情温暖老人。
郑阿姨进门好言相劝，稳定老

人的情绪，再问明原委。原来老人
不小心摔了一跤，右手一撑可能
造成了骨折，手腕已经红肿，痛得
倒吸冷气。郑阿姨连忙借来轮椅，
推着老人去医院诊治，结果是腕骨

骨折，医生给王阿婆开了药，绑了石
膏，叮嘱了一番。尔后，郑阿姨再把
老人送到家里，前前后后忙碌了几
个小时，中饭也顾不上吃，肚子也唱
起了“空城计”，但想到老人及时就
医減少了痛苦，心里充满了喜悦。
俗话说伤筋动骨一百天。王阿

婆骨折后生活一时不能自理。虽
然，照顾骨折病人不是“老伙伴”
计划项目的“规定动作”，不是志
愿者的“份内事”，但郑阿姨把老
人当作是自家的亲人，做起了“份
外事”，帮助老人料理家务，照顾服
侍老人。为了方便服侍老人，郑阿
姨干脆搬到老人家里，当起了分文
不取的“住家保姆”，前后住家陪

护了两个多月，使老人的伤情很快
好转。老人的胞弟老王探望老人，
了解到郑阿姨服侍其姐做到了极
致，握着郑阿姨的手千恩万谢，包
了个 3000 元的红包送给郑阿姨表
示酬谢，要她一定得收下，可郑阿
姨婉言谢绝。老王翘起大拇指点赞
说：“你真是新时代最美的志愿者，
真是个活雷锋！”
郑金芬无微不至的关爱，与老

人之间建立了牢牢的信任联结，渐
渐地老人的生活离不开郑阿姨了。
老人把郑阿姨看作是自己的亲人，
有什么事、要做什么事，老人都求
助郑阿姨，郑阿姨也总是有求必
应，为老人排忧解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