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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心眼”老妈的大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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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五味

挂在大门上的粽子挂在大门上的粽子

纷繁世相

鲜艳的中国红鲜艳的中国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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邻居在楼前种了一棵桃子树，从此它长在了我儿子的眼睛里。
春天它满树春华，绿叶粉花，随风摇曳。我们看到的是桃花朵朵开的美好，儿子担心的却是如果

没有蜜蜂来帮它授粉，它是不是就不会结桃子了。
花期过后毛茸茸的小桃子开始粉墨登场，路过楼下时，儿子会在树前一站好久，不停变换角度，

就是为了数清楚树上到底有多少只桃子宝宝。
初夏的天气温度适宜，桃子们每天一个样，每次路过儿子都会开心地跟我说：快看，小桃子又长

大了！周末有一天没有下楼，第二天小朋友惊喜万分地跟我说：不得了了，桃子红了……
又一个礼拜过去了，早上爸爸跑步回来，跟儿子说：“刚才回来遇到那个种桃树的婆婆，她让我给

你带句话，说桃子熟了，欢迎你去摘桃子……”
“哇哇哇，真的吗？下楼摘桃子去喽，我要摘三个，我们一人一个。我还要去谢谢婆婆！”眼里有

棵桃子树的小朋友欢呼雀跃！ ——选自“小莲子”的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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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情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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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时的夏天儿时的夏天
青葱岁月

老妈从乡下搬到城里住了
一段时间后，还是不能融入这里
的生活。她有个根深蒂固的观
念：城里人不实在，不如农村人
纯朴。

我们楼上的老太太是退休
教师，对门的老太太是机关退下
来的。那天，老妈气愤地对我
说：“楼上那个老太太就是看不
起农村人，今天她说不喜欢在农
村生活，说农村卫生条件不好，
这不是说农村人不讲卫生吗？”
我说：“妈，人家可能就是随口一
说。”老妈嘟囔着：“随口说也不
行！”过了几天，老妈又跟我说：

“对门的老太太真是护犊子，她孙
子抢了咱们宝宝的玩具，她声也
不吭，惹得宝宝哭了起来。要是
在村里，你婶子她们肯定要吼自
家孙子，城里人就是不实在。”我
有些哭笑不得，说：“妈，孩子们经
常互抢玩具。多大点事儿？”

其实，两位邻居老太太人都不
错，只不过老妈戴着有色眼镜看
人，怎么看都看不顺眼。我觉得有
必要纠正一下老妈的思想了。

我对老妈说：“妈，其实城里
人并不像你想的那样。楼上的
老太太特别热心，做了好吃的还
经常给咱们送点。对门的老太
太懂得很多，人也热情，她经常
给我讲一些生活知识，我们相处
得蛮好的。妈，看人呢，不要盯

着别人的缺点不放。”老妈听了，
点点头说：“人都有缺点，也都有
优点。”

接下来的日子，老妈学着跟
邻居们相处。到底是本质淳朴
的人，没几天工夫，老妈就跟邻
居们相处得非常融洽了。她再
跟我提起别人时，经常说他们的
优点，谁把自家的玩具拿出来给
所有孩子玩，谁帮着邻居照看孩
子，如此等等。看到老妈脸上的
笑容越来越多，我也很高兴。

老妈与邻居们混熟了，慢慢
融入他们的圈子。小区里有几
个老人是义务宣传员，宣传一些
爱护环境和保障安全的措施。
老妈也加入其中，从此以后，老
妈对自己和家人的要求越来越
高了：垃圾一定要放进垃圾桶，
保持门口清洁；小区有个卫生死
角，老妈看到保洁员扫得不彻
底，会去再扫一遍。

小区里有个独居老太太生
病了，几个老人轮流去照顾她。
老妈知道后，买了水果去看望生
病的老太太。有空的时候，她就
去照顾老太太，帮着她打扫屋
子，陪她聊天。

如今，小区里很多人都认识
老妈了，大家对她评价都很不
错，老妈因此很有成就感。我看
得出来，老妈已经完全融入城里
的生活了。 （马亚伟）

母亲不会包粽子，但年年
端午我家都能吃到各种口味的
粽子，离端午还有些日子，亲朋
端午的粽子已经送来了。

邻居孙婶，每年端午也会
包粽子，孙婶做的粽子里面食
材很少——少量的糯米，掺一
点大米，一只粽子里放一颗红
枣，还是特别小个的。她送粽
子从来都不当面送，总是天刚
亮，我们家的大门还未开，孙婶
便将粽子挂我家大门的门把
上，然后轻叩门环“当当”几下，
转而就听到她离去的脚步声
了。果不其然，一会儿母亲提
着粽子进来了，不多，就五只，
因为我们家五口人，一人一只。

孙婶的粽子——不甜、不
黏，枣也不香，就粽叶的味道还
算纯正。母亲说，孙婶家庭条
件不好，舍不得放好东西，但这
是人家的心意。

孙婶这人性格有些孤僻，
平时和邻居在街上遇到了，也
把头扭到一边，装作没看到。
时间久了，大家也自然疏远了
她。但她这人心灵手巧，会剪
窗花，还会包粽子，以前谁家有
喜事也请她给剪窗花，现在这
些都能买到，再也没人求着孙
婶做了，她感觉自己更没用了，
越发把自己往套子里装，自绝
于乡邻。但孙婶每年端午雷打
不动，包粽子送粽子。大家吃
着粽子，心里溢出的满满都是

她的好，这种好甚至可以抵消
她对大家的冷漠。而后即便大
家又慢慢滋生出对她的厌烦，
但不怕，来年端午粽子再挂在
大门上，那些不满又消散了。

去年，孙婶唯一的女儿得
了重病住院。大家心里难过，
又不敢问孙婶，那种亲人般的
惦记和牵挂化作了实实在在的
行动。谁家有啥稀罕物都想着
给孙婶送一点，孙婶地里的农
活都搭把手帮着干。

去年端午，孙婶在医院照
顾女儿。家里不缺别的亲朋送
来的粽子，但少了孙婶不甜不
黏的粽子味道，心里空落落的，
端午也过得寡淡。

今年，孙婶的女儿病情有
所好转，但还是不能上班，身体
依然虚弱。那天，母亲向姑姑
讨教做粽子的方法，提前买好
了粽叶、糯米、红枣，还根据自
己喜好在里面放了葡萄干、桂
圆、杏仁和板栗。包好蒸熟后，
她悄悄推开大门，把一包粽子
挂到孙婶家的大门上，轻叩了
几下门环，又悄悄返回家中。

那天在路上遇到孙婶了，她
奇怪地问母亲：“最近几天，老有
人往我家大门上挂粽子，粽子的
形状、大小和味道都不同，不是
一个人送的。都收到好几包了，
咳，难为大家想着我……”

门上挂几只粽子，生出一
片暖。 （马海霞）

刚搬来住时，已是深秋时
节。楼下院子里，一棵陌生的
树，正开着淡黄色的小花，似乎
在欢迎我的到来。空气中弥漫
着阵阵清香，沁人肺腑。问询左
邻右舍，才知道它叫做枇杷树。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枇杷
树。虽然很陌生，但它的名字和
果实，却早已很熟。妻每天要去
菜市场买菜，有时会在路边的水
果摊上，给小女儿捎回来一些应
时的水果，这当中就有枇杷果。
记得小女儿吃它时，每每酸得直
流口水，围兜上湿漉漉的。

是谁、又为何将它引种到这
院子里来呢？是为了看它四季
常绿、终年不落的宽大的叶吗？
它的叶一点也不秀美，毛毛糙糙
的，缺少光泽。是为了观赏它的
淡黄色的花吗？它的花形花色
都与梅花极相似，只是梅花是先
开花，后生叶，而它的花却终日
被宽大的叶片严严实实地遮掩
着，一点也不显眼。还是为了想
尝它酸甜的果呢？尽管眼前的
这株枇杷树正生机盎然地长着，
而且开着满树的花朵，可仅凭这
西风渐紧，北风渐起，霜雪渐至，
叫我怎能相信、又怎敢奢望它还
能结出那解馋的枇杷果呢？

而邻居们的回答却是肯定
的：“会结果的，都已经结了好几
年了。看这一树的花朵，就知道
明年还是个大年呢。”

以后没事时，我就倚在楼前
的栏杆边，守望着这株枇杷树。
看它的花期静静地开过，将信将
疑地等待它的果实慢慢地孕
育。枇杷花从十月一直开至翌

年二月，这漫长的花期，经历的
却是一年里最寒冷的时节，数九
严寒，还有雪压霜欺。这期间有
菊花匆忙地开过，有梅花匆忙地
开过。菊花将硕大的花盘，高高
地托举过头顶，却无奈“蕊寒香
冷，蜂蝶难来”，最终只落得个

“枝头抱香死”了。梅花虽然“香
如故”至今，却也早已“零落成泥
碾作尘”了。

而这枇杷花却开得如火如
荼，自在潇洒。记得在一个雪后
的中午，雪正在融化着。我裹着
大衣，缩着脖子，从枇杷树下急
急走过，忽然听见有“嗡嗡”的蜂
鸣声。莫非有蜜蜂？我简直不
敢相信自己的听觉和判断。然
而当我抬头望时，不禁惊呆了，
树上正有几只土蜂围着枇杷花
采蜜传粉呢。它真的要结出果
实呢。这不可思议的一幕，深深
印记在脑海里，至今不能忘怀。

等到繁花落尽，枝头果然有
青青的枇杷果。随着时间的推
移，枇杷果一日日渐大渐黄。至
五月初夏，早就等不耐烦的邻家
孩童，急忙爬上树去，用竹竿打落
最先熟透了的一批枇杷果。随后
我也尝到了枇杷果的滋味，和我
以前尝过的枇杷果一样的味道。

我终于对眼前的这株枇杷树
肃然起敬了。能在严寒的冬季里
开花，已属不易，其声名足可与梅
菊相媲美，还能孕出甜美的果实，
这更是一个奇迹。然而，这不仅
仅是一个奇迹，更应该是一份圆
满、一份完美了。

人间最美是枇杷。我深以
为是。 （张玉明）

刚进入6月，气温便以火箭
般的速度往上蹿。每天，太阳
都会不厌其烦地高悬在天空，
没心没肺地用它的火热炙烤着
大地。有一天，和母亲闲聊，谈
起多年前在老家过夏的情景，
忽然感觉，那时夏天，是多么快
乐和享受啊！

记忆中，儿时的夏天并没
有这般炎热。那时，每逢吃过
晚饭，我都会早早地拿张凉席
出来，铺到大门前的空地上，大
人们坐在凉席上拉着家常，我
则和两个姐姐，或者和其他一
些小伙伴在一边玩耍。玩累
了，我会枕在奶奶的腿上数星
星。不时，有凉爽的风儿从我
们身边刮过，萤火虫这时则随
着凉风翩翩起舞，像小精灵一
样，悠忽着从你眼前一闪而
过。田地里的青蛙则在凉爽的
夏夜里开始了大合唱，虽然它
们的歌喉实在令人不敢恭维。

常常，我会在奶奶的童谣
和各种虫子的鸣叫声中进入梦
乡。往往睡到后半夜，奶奶都
会将我叫醒，说是下半夜外面
湿气重，还是回屋里睡觉吧。
有多少次，我睡得正酣，根本就
叫不醒，也不知是谁将我抱回
屋子里的。反正早上醒来时，
发现自己正睡在床上，奶奶则
在一边忙碌地做着早饭。看到

我醒后，总会亲昵地说一声：
“太阳都晒到屁股上了，还不赶
紧起床？”

记忆中的夏天总是充满了
期盼。那个时候，人们的生活
水平低，五分钱一支的冰棍，对
于农村的孩子来说，几乎成了
一种奢侈品。三五天，甚至更
长时间才出现一次的，背着木
头做的保温箱走村串户卖冰棍
的货郎，是当时孩子们最欢迎
的人，每当听到“冰糕、雪糕”的
吆喝声的时候，几乎所有的孩
子都会拿出攒了许久的几分
钱，飞奔到路上去买一支甜滋
滋的冰棍儿。

对于那些没有零花钱的小
伙伴，只能是央求着大人帮买
一支，甚至不惜打滚儿撒泼！
顺利买到冰棍儿的，还会刻意
走到那些没有要到的伙伴的门
前，很夸张地咂几下嘴。那时，
只是一支小小的冰棍，就会让
我们开心上整整一天。我们是
多么容易满足啊……

现在，奶奶早已离我们而
去，老屋也长时间没有住人，但
儿时夏天留给我的快乐，却一直
深藏在脑海里。真想，在这个夏
天，还能像儿时那样，在大门前
铺张凉席，躺在奶奶的怀里数
星星，就那样，不愿长大，与亲
人长久地相守相伴。（姚秦川）

那天，新西兰奥克兰市
Glendwer中学12年级教室，突
然变成了一个中国红的世界。

教室前方贴着“富国花开
家家乐，喜庆吉祥岁岁欢”的红
对联和“五福临门”的红横批。
教室上空飘曳着一串串红灯
笼。玻璃窗上贴满了红窗花。
教室后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地
图周围，布满了中国戏剧脸谱、
一只只红钱袋和一个个大红

“福”字。
中国红教室在学校里炸开

了锅。那林林总总的中国红饰
物饰品让在中国万里之外南半
球的青年大开眼界。学生们新
奇不已，兴奋不已，激动不已，
拥抱着中国红的装潢者，簇拥
着他们的班主任，对着这位华
人老师狂呼：“杰克老师，我们
爱你！”

杰克老师是我的儿子。我
的儿子在这所中学里当老师。

出国留学人员定居国外，
搞科研、当教授、做生意的居
多，而当中小学老师的实在是
凤毛麟角。儿子就是凤毛麟角
中的一个。儿子学历不低，硕
士研究生毕业，怎么会在异国
他乡当一名普通的中学老师，
甘愿拿着撑不着饿不死的薪金
呢？

也许是基因的作用，也许
是环境影响的缘故。祖父祖母
是老师，父亲伯父是老师，他出
生在教师世家。遗传的顽强力
量，造就了他对传道授业解惑
的热爱。儿子在新西兰留学毕
业后，从国外到国内，从南岛到
北岛，就业的目标基本围着学
校的工作转。实践证明，当一
名中学教师也确实是最合适他
的职业选择。

其实，在新西兰能找到教
师的职业不是一件容易事，需
要专业师范院校的毕业证书，
需要经过正规的训练，需要通
过严格的考核。儿子为了当一
名合格的中学老师，可谓煞费
苦心。他放弃了梅西大学的工
作，自费读了一年师范专业，又
经过一层又一层的近乎严苛的
考核，终于得到了奥克兰大学
师范学院院长的一句评价：“你
生来就是当老师的料。”

儿子确实是当老师的好
料。十年前在苏州星海国际学
校教英语时就崭露头角，他编
写的教案成为整个ALEVEL课
程教学系统的范本。在德威国
际学校工作时，他的学生遍布
英联邦国家知名大学，深受学
生爱戴，深得学校好评。

教语言他游刃有余，可是
新西兰奇缺的是数学老师。学
校让他教高一高二的数学。儿
子学的是文科，数学不是他的
强项。热爱是最好的老师，学
生是他的第二生命。为了学
生，为了胜任数学教学，他动力
无限，把别人喝咖啡的时间都
花在备课上，不仅很快适应了，
而且教得风生水起，引来学校
领导、同事和学生一片叫好。

他用形象思维为抓手，娴熟地
运用启发式教学方法，成功地
把学生引入了枯燥的逻辑思维
王国，由浅入深，由直观到抽
象，生动易懂，引人入胜，变味
同嚼蜡为有滋有味。学生家长
纷纷向他表示感谢：“我的孩子
原来很不喜欢数学，但是在你
的教育下，现在对数学越来越
有兴趣了。”

中文教学是他的强项，他
教两个不同年级三个班的中文
课。他让学生通过中国语言文
字的学习，了解源远流长的中
国历史，灌输博大精深的中国
文化，喜爱上那个名叫中国的
古老国度。他还教旅游，不免
要把学生带进中国的名山大
川、历史古迹之中。

师德是老师能否受到学
生、家长和社会认可和尊重的
必要条件和本质要素。儿子生
来忠厚老实，为人善良，无论到
哪里都一以贯之奉行“捧着一
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的中国
师范，把满腔的爱注入他的每
个学生身上。他循循善诱激发
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他孜孜不
倦为学生答疑解惑，他悉心细
心关心学生的身体和生活，他
为丰富学生的课余生活，会毫
不吝啬地掏尽原本捉襟见肘的
生活费。

“投之以木瓜报之以琼
瑶”，儿子的教师心中国心换来
了外国学生衷心的爱戴，学生
家长发自肺腑的感动。他常常
会收到家长的感谢金或感谢
物，恪守师德师道的儿子会向
学校报告，按学校规定，或谢
绝，或还礼，或上缴。

真正让儿子感到快慰的
是，一开学，很多学生家长找到
学校，要求把自己的孩子调到
他的班里。一位新生显得异常
兴奋，她对她的杰克老师说：

“我很幸运，学校把我分在你的
班里。因为我的哥哥是你上一
届的学生，他说你是学校最好
的老师。”这对于重情薄利的儿
子来说，非常高兴，非常珍惜。
这远比金钱物质重要得多。正
因为此，儿子尽管一周23节课
超负荷工作，但是乐此不疲，其
乐无穷。

奥克兰市Glendwer 中学
12年级的教室里，中国红在彰
显着中国的年味，中国的情调，
中国的文化，更充盈着儿子这
位华人教师对他异国学生的
爱，也洋溢着异国学生对自己
老师的敬。中国的师德师范，
中国人的大爱，在中国红教室
里弥漫、扩散、回旋。

最喜欢最有兴趣的工作能
成为自己的职业是世上最幸福
的事。儿子选择了老师这个自
己喜欢的又是太阳下最崇高的
职业，所以不在乎收入的多寡，
不去见异思迁。“君子固穷”，作
为孔子的传人理当遵循先贤的
教诲，更应恪守先哲的训导。

希望，中国红能在儿子的
课堂上继续红下去。（史久雄）

人间最美是枇杷人间最美是枇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