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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生活
温情时刻

人生感悟

品茶韵心
程应来

当东方渐渐露出鱼肚白， 当和煦的微
风悄悄掠过树梢，新的一天便来临了。
轻轻地打开窗户，聆听鸟鸣的声音，聆
听花开的声音， 也聆听一朵茉莉花在茶杯
中绽放的声音。窗外的空气很清新，杯中的
茶水很清新，心情也因此而变得格外清新。
喜欢在微风习习的晨曦中品茶， 喜欢
在阳光恰好的午后品茶， 喜欢在月色氤氲
的夜晚品茶，喜欢在春夏秋冬四季中品茶。
品茶， 品的是清新， 在清新中陶冶情
致。案几很精致，茶具很精致，着一身素衣，
不问红尘繁琐， 把所有烦恼都抛到九霄云
外。轻轻地拿起玻璃茶杯，杯子上面印的是
一棵兰草，简单而别致。 然后，打开装茶的
纸袋， 拿出三五朵茉莉花茶， 放于茶杯之
中，再注入温度适中的开水，心情便开始有
些微许的激动了。
那茉莉花在手中干瘪而轻盈， 可是，
一到了水杯中， 便一点一点伸开了腰身，
一点点绽放开来， 仿佛生命重新开始一

般，尽情地吐着芬芳。 一个人的生命无法
重新开始，可是，一个人的心情却可以在
不同的时间段里，在不同的环境里，无数
次重新开始。 就像现在，在人生的某一个
清晨，在一盏茶的香气里，心情也变得格
外清新起来。
那茉莉花在水中轻轻绽放的样子，仿
佛一双轻柔之手， 在轻轻地抚摸着你的脸
庞，抚摸着你的目光，抚摸着你的心灵。 端
起茶杯，放在唇边，闻了又闻，嗅了又嗅，轻
轻地啜饮一口，便立即唇齿生香，心灵被涤
荡得如窗外的清晨，干净、美好，有着无尽
的清新之美。
品茶， 品的是香醇， 在香醇中陶冶心
绪。 茶有很多种，绿茶、红茶，普通之茶、名
贵之茶。 任何一种茶，只要你细细品味，都
会有不同的味道，不同的心境。
尤其喜欢友人从远方寄过来的那包老
白茶。刚打开茶袋，便有一股很甘甜的香气
扑面而来，未饮便已经口有香醇。这香醇不

仅仅是茶的味道，更是友谊的味道，在岁月的
埂上， 日久弥香。 这香醇不仅仅是茶水的味
道，更是成功的味道，在时光的缝隙里，闪烁
着熠熠之光。农民的收获是一种成功，学生的
金榜题名是一种成功， 各行各业的工作成果
是一种成功。 而所有这些成功， 都在一盏茶
里，慢慢地趋于平淡，慢慢地沉淀成香醇的粒
子，让心灵和情操，在一杯老白茶的馥郁芬芳
里，得到升华。
品茶，品的是甘苦，在甘苦中陶冶精神。
人生之路有各种坎坷不平， 当我们遇到跨不
过去的坎，当我们遇到解决不了的困难，不妨
选择放下，放下所有烦恼和不愉快。为自己沏
一杯绿茶，一定要是绿茶，因为一个绿字，有
着重生之意，有着生生之力。 啜饮一口，那些
坎坷便都随风轻轻散去，那些苦难，便都在一
盏茶里，慢慢融化，慢慢消逝在岁月的风中。
剩下的，只有经验，只有生命经过无数次进退
之后，留给我们的丰美与坚韧。我们就在这样
的丰美与坚韧里，成长着，完善着，把所有喜

怒哀乐都融尽一盏茶里，这茶便有了别具一格
的含义。
品茶，品的是清闲，在清闲中陶冶灵魂。 在
茶饮中， 读李清照的 《鹧鸪天·寒日萧萧上琐
窗》，品味古人是怎样在沁心沁脾的茶香里，劝
慰后人，要摆脱忧愁，珍惜光阴，不要辜负东篱
盛开的菊花。
读白居易的“坐酌泠泠水，看煎瑟瑟尘。 无
由持一碗，寄与爱茶人。 ”也倒一杯清凉之水，
看着茶叶在沸水中煎煮， 茶叶细末如尘如粉，
仿若一位画家在挥毫一幅会动的水墨画。 此
刻，我们手端着茶杯，不需要什么理由，只是像
古人一样，将这份情感寄予爱茶之人。
默默诵读了无数次的，便是纳兰性德的那
首《浣溪沙·谁念西风独自凉》：被酒莫惊春睡
重，赌书消得泼茶香，当时只道是寻常。
这首诗词是纳兰性德为纪念亡妻所做。 且
借用了李清照和赵明诚的典故，暗示着自己与
亡妻有着像赵明诚和李清照一样美满的夫妻
生活。 只是，昔日平常往事，已经不能如愿以
偿，已经去不复返。
在古人的闲情闲愁中品茶，品的不仅仅是
古人的心绪和心境， 也是今人的心绪和心境。
以古喻今，以今比古，你会感觉到，人生无非一
盏茶，茶如人生，人生如茶。
茶有沸滚之时，人生有巅峰之时。 茶有冷
却之时，人生有低谷之时。茶有清香之时，人生
有成功圆满之时。 茶有苦涩之时，人生有坎坷
多舛之时。
一个懂得品茶之人，也一定是懂得生活之
人，懂得人生真正含义之人。
一杯茶，就是一杯芬芳，就是一杯道理，就
是一杯历练，就是一杯成熟。我们的心灵，也将
在一盏茶的袅袅香气里，得到沉思，得到升华，
得到无止境的开拓和进取。

张大妈的开心事儿
董国宾

邻居张大妈， 从教师岗位上退下
来，不是帮东家辅导孩子，就是去西家
讲事说理，大家都知道张大妈是个好心
人。 张大妈的乐趣也就在这里，每做一
件有意义的事儿， 心里总是偷着乐，就
像喝了蜜一样甜。 其实呀，张大妈还有
很多鲜为人知的开心事儿。
“就买这双吧，我的脚冻肿了，这鞋
暖脚。 ”商场里，一个小男孩正在央求妈
妈买鞋。 小男孩拄着双拐，一只脚着地，
而且只有一只脚。
妈妈盯着那双鞋， 又看一眼价码
牌，正想离开时，小男孩又说话了。“妈
妈，就买了吧，过年我什么都不要了，就
要这双鞋。 ”妈妈仍然犹豫着，眼神充满
忧郁。
这时，张大妈走过来。“这么巧，我
孙子也……要不，咱们合买一双鞋。 你
儿子穿左脚，我孙子穿右脚。 ”
小男孩的妈妈爽快地答应了，小
男孩也咧嘴笑起来， 她们各自省了一
半的钱。
张大妈刚走出商场，孙子又蹦又跳
地跑过来，先是叫了一声奶奶，接着又
俏皮地问：“嘿，怎么买了一只鞋？ ”
“不知谁粗心弄丢了一只鞋，被奶
奶捡到了。 ”张大妈说着，心里别提有多
开心了。
儿子开了家彩票店，张大妈有空就
往那里跑。“去去去，该干啥干啥去，这
儿老妈照应着。 ”张大妈一到，就把儿子
支出去。 张大妈打票、说笑，还向彩民讲
些鼓励的话。
一个小女孩走过来， 她隔三岔五
买彩票，总花 2 元钱买一张，第二天来
兑奖。
“奶奶，看看这张彩票中奖没？ ”小
女孩伸手把彩票递过来。
“中啦，中啦，20 块呢。 ”张大妈笑
得合不拢嘴，急忙把 20 元奖金塞过去，
小女孩高兴地一溜小跑回家了。
小女孩家有病人， 家境很不好，她
常 买 彩 票 常 中 奖 ， 虽 没 中 过 大 奖 ，10
块、20 块、30 块、50 块的却常中。 其实，
小女孩到底中奖没中奖，只有张大妈心
里最清楚。 这 20 块钱，虽起不到什么大
作用， 或许能使小女孩全家高兴一天
呢，哪怕高兴一会儿也好。 张大妈一想
到这，心里就乐开了花。
张大妈去超市买东西，付了钱却不
肯走。
“大妈，您还有事吗？ ”一位服务员
问大妈。
“没事，没事，你们忙吧。 ”张大妈一
边摆手，一边推开门走出超市，在门口
蹲了下来。 一个小时过去了，超市老板
走出来，张大妈起身就往超市里面挤。
“孩子，刚才你多找给我 50 块钱。 ”
见张大妈来退钱，年轻的收银员这
才明白过来，她错把张大妈付给的一张
面值 50 元钱，当成 100 元了。
那天张大妈去逛街，正巧遇见了那
位收银员。
“现在找个工作不容易，那次如果
您当着超市老板的面把钱退回来，我会
被辞退的，以后我一定会注意的。 ”年轻
的收银员紧紧握住张大妈的手，感动得
不知说什么好。
走在大街上，张大妈回忆着收银员
的话，特开心。

三代人的“赶考神器”
李秀芹

1977 年全国恢复高考，次年，我便报名参加了高考。
高考那天，母亲起得很早，给我烙了两张饼，一张让我早上吃，一张
让我留着中午吃。 我家离县城有 15 里路，父亲本想借辆自行车载着我
去考试，但村里唯一的一辆大金鹿自行车被一位老宗家借去了，他儿子
结婚，要用自行车当婚车，驮新媳妇。父亲又跑去问了村里赶马车的耿大
爷，恰好耿大爷那天要去县城运石料，我坐他的马车去正顺路。
记得考试当天，耿大爷把我送到考场大门口，交代我，下午他回来
时再来这里捎我回去。我那天下午四点半走出考场后，等了半小时也没
见耿大爷来，我只好步行往家走。 刚到家没多久，耿大爷赶着马车来我
家了，进门就连连道歉，说他路上遇到了点事儿耽误了时间。
随后耿大爷专门去村会计家借了块怀表，第二天一早便来到我家，
对父亲承诺，这次保证耽误不了，他有表了，只能提前不能延后。 我考了
三天，耿大爷用马车送了我三天。 后来才知道，那几天耿大爷本不去县
城送石料，但他听说我要进城
“
赶考”，便谎说他也进城，顺路捎我去。
1993 年，我侄女参加高考。 她平时住校，一周回家一次，我大哥便
给她买了辆二手的自行车，让她周末放学骑自行车回家。 高考前一周，
我将我那辆新买的自行车借给侄女用，她一看开心得不得了，说道：
“
老
师说了， 让我们高考这几天穿漂亮衣服进考场， 保持好的心情非常重
要，您这辆新自行车为我高考锦上添花了！ ”高考那天，侄女骑着新自行
车和同学们一起在老师的带领下赶往考场。考场离侄女学校不远，中午
再由老师带队返回学校食堂吃饭。 我大哥不放心，高考第一天，骑着自
行车，车把上挂着两个大西瓜，蹬了半小时，到了侄女学校。 说是给侄女
送西瓜，其实是不放心她。 大哥回来后对我说，这丫头看来发挥不错，见
到她眉开眼笑的。
去年，侄女家的儿子参加高考，侄女和侄女婿一人开着一辆车送儿
子去考场，连我大哥、大嫂也一起坐车去了。 侄女说：
“
高考是人生中的
一件大事，必须认真对待，不能有一丁点儿马虎。 两辆车一起护送，以防
路上一辆车坏了，耽误了考试时间。 要不是家里必须留人准备午饭，爷
爷奶奶肯定也跟着同去。 ”
侄女心细，前一天晚上便帮儿子检查了准考证、身份证等考试必备
物品，虽然儿子已经检查过好几次了，但侄女还是不放心，她检查完，第
二天， 奶奶和外婆又帮着检查了一遍。 而且侄女把家里的小药箱也带
着，里面装着治拉肚子、发烧的药。
不用侄女说，我都能想像得出那阵势：孩子在里面考，亲友团在外
面
“
烤”，一个个都不敢在车里坐着凉快，站在大门口望眼欲穿，一旦孩
子有突发事件，他们必须做到第一时间出现在孩子的视线里。
三代人的高考，一代人有一代人的
“
赶考神器”，一代比一代舒适便
捷，无论何种方式，都体现出大家对高考的重视，同时也透露出家人和
亲朋浓浓的关爱和牵挂。

备战中高考
孩子的颈椎还好吗

祝福祖国

唐宁侠 摄

小排档 大味道
张洪英

心灵手巧的独流人， 传承着老一辈人
的制做工艺让一道一道美食得以保留下
来，在我找寻美食的路上总能给我惊喜。 我
喜面食，尤其是包子、饺子、馅饼这类用馅
做的面食，真的是百吃不厌。 一天早上,独
流张记馅饼无意间出现在我的餐桌上。 吃
到嘴里还是儿时记忆中的味道。 我连忙约
了朋友联系张记馅饼传承人。
张记馅饼出自独流镇北刘村张记馅饼
第五代传人张全祥师傅之手。 当扎着围裙
站在一辆小推车前的张师傅出现在我眼前
时，记忆一下子就把我拉回了上世纪 90 年
代初。
我刚上班那会儿， 每天路过独流镇老
派出所门口， 总能看见一位个子不高的老
人推着一辆小独轮车卖馅饼。 能买到他做
的馅饼一定要起早，晚了肯定吃不上。 馅饼
肉馅是白菜猪肉，素馅是韭菜鸡蛋，热乎乎
两面金黄裹满汁水的馅饼让人一口咬下去
便再也忘不了。
张师傅说当年那位卖馅饼的老人是他
父亲，他们家世代做餐饮生意，不只是馅饼
还包括炸油条、切糕、豌豆黄儿等等，只有
馅饼一直传承了下来。 他小的时候跟着爷
爷卖过馅饼，去过张家窝一带，也去静海县
城，都是推着小车去。 当时，去张家窝赶集
卖馅饼，五天一个集，人们为了能吃上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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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几天的刚出锅的馅饼， 都早早的到集上
等着。
张师傅现在还延用着他的祖辈的经营
模式，每天以小推车为工作台，在商铺林立
的街面上，这辆小车愈发的与众不同。 车上
放着平底锅、小炉子、压着白瓷的铁板、和
面的釉盆和放馅料的小盆，仅此而已。 可就
是这简单的装备做出了不简单的美食，这
越发让我有了兴致。
馅饼和面、做馅是关键。 烙馅饼的面一
定要软，软得看似都抓不起来。 有俗语说
“软面饼硬面汤”嘛。 不过和得这样软的面
我还是第一次见，心里一直嘀咕这样软的
面怎么用擀面杖擀啊？ （在我的印象中饼
是要擀的。 ）馅料大多时候都是白菜猪肉
馅， 除非有人打电话预约做牛羊肉才会

有。 食材的选择决定美食的口感。 每天张师
傅都会去买上好的肥瘦相间的肉，用他的话
说，一定要正刀肉，不能是边角下料。 剁好菜
和肉，他会精心调配肉馅，让所有的调味汁
都锁进馅料里，烙馅饼的时候，用手从整盆
面里抓出一块放在手心压平、抹馅，然后放
在一块表面压着白瓷的铁板上给馅饼定型，
最后放入炉火上的平底锅里，一连串动作一
气呵成，看得我眼花缭乱，还没弄明白烙馅
饼怎么不用擀面杖擀的时候，肉菜混着白面
的香味就扑鼻而来了。
张师傅一边不停翻动锅里的馅饼， 一边
说：“这火候最重要，炉火是最好的，火不硬不
绵，恰到好处。 ”我仔细看了看那块压着白瓷
的铁板，这是他家祖辈传承下来的老物件，有
百年以上历史了， 跟着张记历代传承人饱经
沧桑，瓷面斑驳，但依旧洁白。
说话间有开车过来买馅饼的了， 有从静
海城区来的，有从市里特意赶过来吃的。 张师
傅每天做的馅饼都供不应求， 从凌晨 4 点开
始到早上 9 点多就卖完了。 因为全部是手工
操作，量不是很多。 都说酒香不怕巷子深，这
饼香也是。 每天早上北刘村这个小丁字路口
因为张记馅饼小摊就热闹的很， 南来北往的
食客循着馅饼的香味汇集在这里， 坐在小车
旁边，嘴里塞满热乎乎的馅饼，口齿盈香，炉
火正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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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战中高考，孩子都在最后冲刺阶段，但家长们可要看一看，孩子
的学习姿势是否正确，否则颈椎的烦恼就会找上孩子。
一、长时间低头不容易,颈椎有它的脾气
时时刻刻顶着机智的小脑袋瓜，颈椎的任务还是挺
“
重”的。尤其很
多孩子长期低头在题海中徜徉，再抬头已经是很久之后的事儿了。日积
月累，幼小的颈椎承受了这个年龄不该承受之
“
重”，一个严重的表现就
是颈椎病。
专家介绍，过去，颈椎病易出现在经常伏案工作的青年人身上。 现
在由于电子产品的普及，孩子们每天长时间低头看手机、平板电脑或看
书，对颈椎其实是一个负担很大的姿势。“
这种生活方式的改变，使颈椎
病逐渐年轻化。在门诊曾遇到过八九岁的孩子，颈椎已由正常的
‘
C 型’
变为
‘
反 C 型’。 ”
颈椎
“
自带”的生理曲度是向前的弧形——
—C 型，而不正确的生活
方式，会使颈椎提前退化，曲度变直，更严重的还会变为反 C 型，脊髓、
神经根受到过度牵拉，孩子常会有脖子咔咔响、头晕、手脚麻木等症状，
家长一定要引起注意。
二、长知识前先看看姿势对不对
“
其实，我们的身体也有一个使用说明书。首先要注意姿势正确。比
如，学习时，手臂端正地搭在桌面上，肩膀不要刻意下沉或高耸，桌面可
以有一个适当的倾斜角度，视线平视书本、屏幕等。通过这种方式，让孩
子在最舒服的状态下完成作业，这就是正确使用我们的颈椎、脊柱以及
身体。 ”
专家进一步介绍，
“
其次是时间要正确。 在家学习时，每过 40 分钟
~45 分钟，就要休息 10 分钟 ~15 分钟。 如果脊柱椎间盘长时间处于
不活动的状态，容易出现缺血、坏死等表现，人也会感觉腰酸背痛，这其
实是身体在发出信号，告诉你自己该休息了。 ”
专家表示，通过适当的姿势活动，椎间盘会得到充足的血液供应。
劳逸结合、张弛有度，颈椎病、腰椎病等自然也就远离孩子了。
孩子总是肩颈酸痛，能否通过按摩来放松呢？ 对于这个问题，专家
特别提醒，
“
适当给孩子进行肩颈部肌肉的放松按摩是可以的， 但千万
不能按摩颈椎，比如掰脖子或者压脊柱，这些动作都是非常危险的，严
重的可能会引起瘫痪。 ”
三、别偏心，背部也需要你的呵护
读书写字的姿势不正确，带来的或许不只有颈部不适，还有一些
计划外的多余肉肉——
—
“
富贵包”。 长在颈后的富贵包，个头不大，影响
却不小，一个结果就是让抬头挺胸变得更费劲了。
很多家长十分烦恼，孩子总是喜欢含胸驼背，怎么提醒也没用，到
底该怎么办呢？
专家说，
“
如果孩子已经出现含胸驼背，就要锻炼背部的肌肉力量。
我们肩膀前后的肌肉，其实是互相抗衡的。 长时间做体前的运动，身体
前面的肌肉就会更发达，时间长了，前面的肌肉即便不用力，也可以把
肩膀往前
‘
拽’。那么，怎样才能让它
‘
往后’呢？非常简单，就是要锻炼背
部的肌肉力量。 ”
专家向大家推荐了扩胸运动。“
可以让孩子保持站立姿势，两臂平
举，缓慢平稳地向后外展，使两肩胛骨用力逐渐靠拢。 可能会有酸疼的
感觉，说明平时这里的肌肉用得少。 通过这些动作，可以让背部的肌肉
力量变强，含胸驼背的姿势自然就会得到改正。 ”
四、世界那么大为什么不抬头看一看
家长都希望孩子能
“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想做到这一点，还要注
意三件事：
一是让孩子养成正确的坐、立、行等姿势。告别不良习惯，改正含胸
驼背，孩子也会如我们盼望的那样茁壮成长。
二是桌椅高度要适合。 如果课桌过矮，孩子学习时会不自觉地前
倾身体，久而久之，从颈部到腰部都会感觉酸疼不适。所以，家长要注意
及时调整桌椅高度，让孩子在一种舒适的状态下学习。
三是全家人一起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 每天要有适当的运动，同
时减少低头看电子产品的时间。
毕竟，世界那么大，我们何不抬
起头，一起去外面看看呢？
静海区疾控预防控制中心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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