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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良於行，必須乘車。可憐的徐彩雲，真是受罪一
輩子。他家有錢，生活無憂，一輩子念佛。並出錢
重修佛慧山上的開元寺。我們在開元寺的白色外牆
上，看到了他的重修開元寺沿起，及 “她”的題名： 
“徐彩雲”，三個大字。好友連升比我知道的更多，
可惜去年已逝。

 佛慧山主峰近頂山麓處，有一佛竈，內有一個
佛頭石刻雕像，高 7 公尺、寬 4 公尺許，俗稱 “大
佛頭”。這在全國也是罕見的。我與中學同學爬過
幾次 “大佛頭”，已是 60 多年前的往事了！這個 
“大佛頭”在大明湖遠眺也可看到。

四、萬佛洞：是位於千佛山北麓的一大勝景，
是 1992 年新建。集敦

煌、龍門、麥積山、雲崗等全國各大石窟的精
華在此展現，除藝

術精選、濃縮外，並用重構、仿造等手段，其
手法高超。熟說同樣藝術品不能重構、再創作？此
洞內壁畫達萬餘平方，精美絕倫。

 並塑造了佛祖、菩薩、弟子、天王近 3 萬尊；
 而洞前 的“彌勒勝苑”矗立的大佛高 15 公尺，

通體高 20 公，可與無錫大佛篦美。是 1996 年開建，
包括十八羅漢。2000 年 9 月建成（大佛用 3m m 鋼
板焊成），為江北第一大佛。

 萬佛洞借鑒的四大石窟，在萬佛園內由四部份
構成，可說不忘本。此洞長 500 公尺，記載了佛教
藝術自東漢傳到中國，兩千年來已形成俱有中華民
族精神的獨特風格。這裡已形成包括北魏、隋唐、
宋以來各時期的造像風采。如今已成為全國獨一無

亭。其他就略過了！
四、佛慧山：出興國禪寺後門，也就是往東約

一華里，就到了開元
寺，父親並不常來這裡，倒是後來上高中時與

同學們來過幾次。

 開元寺幾經頹廢，重修，寺內供釋迦牟尼塑像。
解放前最後一次重修是 信士“徐彩雲”。這是一位
男士，起女名，而且自幼纏腳。原因是 “彩雲”小
時多病，父母深度信佛，到了深度迷信的地步。他
們聽信雲遊和尚的所謂 “真言”，和尚說你兒子必
需按女兒養，自幼纏足女兒裝才能成活。於是其父
母將他按女兒養，並取名 “彩雲”即徐彩雲。這是
清朝末年的事。大約是 1946 年我在 “后宰門街”（我
家附近的一條街）看到過 “她”，坐在人力車上。
仍女裝纏足，長髮梳纘帶勒子，年約 50 餘歲。據說

二的一座石窟博物館，遠近聞名。 本館我並未参觀
過，只是聽過介紹看過一些資料，已大開眼界，夾
寫在此文中，紀念酷愛石雕藝術的亡父吧！

五、千佛崖：在興國禪寺院內南側的這一隋代
雕像群，前已提到過，

現僅補充幾點。
千佛崖造像，是濟南較早的石雕造像群，對研

究唐代佛教很有價值。所鑄刻石像共九窟。計 130
多尊。極樂洞是造像群中的主洞窟，中間阿彌陀佛
盤膝禪坐，高有 3 公尺，身後飾佛光。其右側為大
勢至菩薩，左側為觀世音菩薩，二者皆侍立，高近
3 公尺。隋開皇 11 年鑿成。其他各窟皆散落刻在洞
外石崖上。前已提到洞外崖上的石刻佛約 60 餘尊

 文化大革命中被紅衛兵砸毀的就是這崖下部的
雕像，據說僅餘上方五尊，紅衛兵夠不到這麼高。
因此千佛山成了無佛山或曰五佛山，由於寺內崖上
造像，並未能全部砸毀。故後來大部已修復。

 千佛山還有觀音園、黔婁洞等名勝古跡，甚至
還有由空中可看到的 ‘坐鱉巨佛”，實為環山公路
構成的坐佛形象。2010 年 5 月 27 日濟南日報載：
由市民李兆海發現。

六、千佛山廟會：每年三月及九月，千佛山均
有廟會，特別是每年陰歷九月九，重陽節登高，許
多市民來千佛山逛廟，並買時令土特產，主要是柿
子正上市。看吧！通往千佛山的大道兩旁，小商販
們擺滿了柿子、酸棗、香蠟紙燭，以便逛山者及善
男信女們購買。我看到遊客們皆拿著大串小串的柿
子及其它土產滿載而歸。這是我兒時記憶，據濟南
來客講不僅廟會仍在，而且由於千佛山景點的擴大，
常年遊客爆滿。清明前後的廟會，其規模已不亞於
秋季廟會。

                          本文寫於二零零七年十一月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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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戀多年的女友竟是他姑姑！
婚姻登記處 :可以結婚

       還記得《神雕俠侶》裏，楊過和小龍女的“姑侄戀”
麽？楊過喊小龍女“姑姑”，這畢竟是小說、影視劇裏
的橋段，而且兩人也不是真親戚。但現實中還真的發生
了這壹幕，令人驚愕不已。
近日，南京的王先生向記者傾訴，自己熱戀多年的女友
竟是自己太姨奶的孫女，按輩分，應該叫“姑姑”……
男子發現熱戀中的女友竟是“姑姑”
王先生今年 29 歲，幾年前他從北京去到南京，遇到了
同鄉的發小，兩人逐漸產生了好感。然而讓他沒想到的
是，談了多年的女朋友竟然是自家親戚——他爺爺的媽
媽的妹妹的孫女。“我爺爺管我女朋友的奶奶叫姨”，
王先生不禁惆悵，世界真是太小了。爺爺的媽媽的妹妹
的孫女……等等，先理清這個關系。爺爺的媽媽是自己
的太奶奶，太奶奶的妹妹是太姨奶，太姨奶的孫女是爺
爺的侄女……跟自己父親壹個輩，應該叫姑姑。
根據我國《婚姻法》直系血親和三代以內的旁系血親是
禁止結婚的，那麽王先生爺爺的姨孫女，和自己算是第
幾代的親屬呢？二人在不在《婚姻法》禁止結婚的旁系
三代範圍內呢？王先生這婚還結得成嗎？
律師：可以結婚
為此，記者請來法律界人士來厘清關系。王先生的女朋

友 = 王先生的父親的父親的媽媽的妹妹的孫女，經過
律師計算，王先生與這位女士已經屬於第四代的旁系血
親，二人不在《婚姻法》禁止結婚的旁系三代範圍內，
可以結婚。
看到這裏，是不是感覺有情人要終成眷屬了？先別急，
聽聽醫生和婚姻登記
處工作人員怎麽說。
婚檢醫生：最好去醫
院檢查
雖 然， 根 據 律 師 分
析，兩人在具備結婚
資格，但南京玄武區
民政局婚姻登記處的
婚檢醫生楊寶蘭卻表
示，應盡量避免這種
情況。
醫生說：“壹般我們
都會告知他盡量避免
這種情況，五代以內
的近親結婚，可能本
來 是 隱 性 遺 傳 的 疾

病，到後代這邊可能會變成顯性遺傳。這樣畸形兒異常
兒的幾率就比較大，會推薦到上級醫院進行專門的檢
查。他們雖然不在我們婚檢的範圍內，我們會推薦做進
壹步的檢查，以防萬壹。”
而且，新人在登記結婚之前，都可以進行免費的婚前體
檢，對於近親屬和家族疾病情況，婚檢醫生會進行仔細
的詢問。如果發現異常可以及早診斷，這也有利於雙方
和下壹代的健康。
婚姻登記處：可以結婚，但建議婚檢
民政局婚姻登記處的工作人員也建議婚檢，在醫學上檢
查是否可以登記結婚。南京玄武區民政局婚姻登記處負
責人呂紅艷說：“ 超出了三代以內的話，第四代的話應
該是可以（結婚）的。但我還是建議他們去參加這個婚
檢，由醫學上看看是否可以登記結婚。這樣比較穩妥壹
點，當事人也會對自己負責任。”
劇情來源於生活！不過真要結婚的話，倆人還是應該去
做個全面的檢查，也是對下壹代負責。
( 文學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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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跟前憶兒時 趙之楚1-3
☆記「Fort Worth Grand Bury & buff dale酒莊品酒之行☆

「福」字是由：橫（一）、豎（丨）、撇（丿
）、點（丶）、折（乛）等筆畫構成的，「福氣
」是集許多日常生活「小花」結的「豐碩
果實」…

一講起「娛樂」就會想起《夜上海》歌
中的一句歌詞：「華燈起，車聲響，歌舞
升平…」

不知是不是受了這兩句歌詞的影響
？趙之楚青少年時代對「娛樂」一詞的理
解就是「歌舞升平」四個字…

3月17日，星期6晴
9am吃罷簡便的早餐，裝載好飲水、與女兒

特意準備的配酒小零食，提著背包，剛出家門，
10:30am，一輛紅色驕車迎面駛來，約定的 uber
準時來到家門口…

「天氣真好…」女兒站在門前仰望天空說。
「這是『紐約人』難得一見的藍天，」趙之楚

乘機勸說：「妳若搬回Arlington來住，每天都能
享受這種『天天天藍』的日子，退休後搬回來吧
？」

星期6的Fort Worth市中心人少車稀，導遊
先生正在招呼早到「品酒客」，陽光和熙，都是
「有志一同」的「酒莊遊客」，多少有些「心意相通
」的「同好之情」，相互寒喧幾句，分別擇街邊的
咖啡桌椅就坐，彼此的談話不多，神情友善而愉
快…

「非常抱歉，」導遊先生有些尷尬的說：「預
約的大巴有些麻煩，為了大家的舒適與安全，公
司決定換一輛新車，可能會延遲2、30分鐘…」

遊客們相當有默契的沒有聽到一句抱怨聲
，都是不想有因「小不如意」之事而「掃了遊興

」…
導遊利用分發品酒用「酒杯」的機會，到各

桌與遊客說幾句套交情的話，酒杯上印有「Tex-
as Winos」與網站字樣，質地、式樣都不錯…

✽ ✽ ✽
「女兒3月16日要回家…」朱迪手持「手機」

，喜形於色的說：「邀你參加她安排的『酒莊』一
日遊。」

一聽到「酒莊」趙之楚就想到紐約。
「她不是要回家的嗎？」趙之楚有些時空混

亂的說：「怎麼又安排『酒莊品酒』呢？」
「你以為只有紐約長島才有酒莊？」朱迪會

其意的說：「她邀你參加本鄉本土的『酒莊一日
遊』…」

「本鄉本土？妳是說 Texas？」趙之楚驚疑不
解的問。

「不是 Texas，是 Fort Worth…」朱迪取笑的
說：「你呀，可真的是既沒有知識，又沒有常識
…」

「也不看電視…」趙之楚搶先承認說。
「總算還有點兒『自知』…」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趙之楚逗趣的說：

「由我這樣既智慧又聰明的人，負責開車，妳母
子、母女仨放心的品酒就是…」

「誰也不開車，大家都乘『遊覽大巴』…」
「到集合地總得自己開車去吧？」趙之楚自

以為有理的說。
「不用，為了放鬆心情的品酒，女兒特別安

排去、回都叫uber…」朱迪說。「費用？」趙之楚有
些痛錢的問。

「每人$150，包括三個酒莊，15種葡萄酒的
品酒費，大巴司機、導遊的小費、去、回的uber錢
…」朱迪像背書一樣的說。

「每人$150，四個人$600 美元，貴是貴了點
兒…」趙之楚心內合計著，
轉念又想：「難得一家四口
同遊同樂一天，80 開外的
人了，這樣的花錢機會還
有幾次？」

想到這裡，也就豁然
了。

離開「逃荒(找食物)、
逃亂(找安全)」的日子沒幾
10年功夫，人們就開始「花
樣翻新」的找「樂子」，真的
以為又回到《夜上海》的那
時代了。這是像趙之楚這
般年齡的人，感到有些唏
噓的事…

唏噓中多半是為自己
感到慶幸，慶幸自己能安
享幾10年安和樂利的太平

盛世；同時也有些羞愧，愧對那些在逃荒途中餓
死的親人、同胞；愧對那些死於逃亂途中，本應
與之「有難同當」，而今本應與之
「有福同享」的亡愧甲、亡愧乙…

1952年，趙之楚18歲，初讀
《民生主義育樂兩篇補述》時，竟
將「樂」列為《民生主義》不可或
缺的一部分，雖然是最高領袖蔣
中正寫的，也認為是「湊數」(民
族主義、民權主義各有六講，唯
獨民生主義只有四講)的勉強之
作，甚至是「畫蛇添足」之作…

也不知是否受了《墨家》「節
用利民」思想的影響？或是受了

《儒家》「仁民愛物」的影響？心中
有意無意的，總是將「娛樂」視為
「可有可無」，甚至是一件「浪費」
的事。

《墨子．非樂》：「身知其安也
，口知其甘也，目知其美也，耳知
其樂也，然上考之，不中聖王之事(古代聖賢之君
所不為)；下度之，不中萬民之利(無利於人民的
衣食住行)。是故子墨子曰：『為樂，非也！』

又說：「目之所美，耳之所樂，口之所甘，身
體之所安，以此虧奪民『衣食』之財，仁者弗為也
。」

這種想法，依據現今中國唱導的「供給側」(
創造消費)的現代《中國經濟學》理論來說，是有
些不合時宜的「迂」了。

這個「迂」字的評論，趙之楚就心悅誠服的
承受了。

只有上智之人，才有「從善如流」的作為，趙
之楚非其人也。

之所以如此，乃是幾10年艱困生活養成的
習慣，與思想通路，早已成
了「定式」，可說是「積重難
返」了…

在朱迪眼裡，趙之楚
是一個既不能歌，又不善
舞的沒趣之人，唯一可取
之處，就是「從眾」的態度，
不論是參觀博物館、聽世
界鋼琴比賽、看畫展、旅遊
…只要朱迪相邀，都是欣
然從命，不論懂不懂，從來
不打瞌睡，更不會終途走
人…

趙之楚的「從眾」心態
，是全家所熟知的，所以女
兒安排甚麼活動，從不問
她老爸。雖然不問，卻也思
慮周到的安排的妥妥當當

，譬如選購零食，總要買一包老
爸最愛的cheese ball。

時代一直是變動的，這不是
人類社會特有的現象，而是「天
道如此」，說它是「進步」可以，說

它是「進化」也可以。自己跟不上時代的變動步
伐，趕不上時代，不承認自己落伍，反要指責「時

代變的不像樣」。趙之楚心裡也有這樣的想法，
可是從不說這類「自討沒趣的話」…

「人老了，不會靈巧的運用『手機、電腦』，連
吃、喝、玩都不會了…」這絕對不是一句謙虛的
客套話，而是「木板釘釘子」的事實。

「不會」，甚至是「不學」都沒關係，跟著年輕
人走，任他們安排就是，千萬不要說「這沒有興
趣」、「那不喜歡」，掃了子女的興，也辜負了子女
的一番心意。

「沒有興趣、不喜歡」的事一多，不久就會變
成沒人理睬，又自怨自艾的「孤獨老人」。

自怨自艾的老人，該不該自問一句：「誰為
為之？孰令致之？」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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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SIPRI)的

报告显示，2013年-2017年，虽然俄罗斯

的军备出口总额减少了7.1%，但仍然保持

着世界第二大武器出口国的地位。此外，

尽管美国过去五年的军备出口总额超过俄

罗斯一半还多(58%)，但是俄罗斯在某些

市场的份额仍然大幅领先于美国。

SI-

PRI 的资

料 显 示 ，

2013 年 -2017

年，俄罗斯

占全球军售

市场份额的

22% ， 比 上

一个五年减

少 4%。与此

同时，美国

的全球市场份额则增加了 4%(从 30%增

长到34%)，武器出口增长25%。SIPRI部

门经理奥德· 弗列朗介绍说：“奥巴马政

府时期美国签订的贸易合同显示，该国

2013年-2017年的武器出口额，是上世纪

90年代末以来的最高水平。这些交易和

2017年签订的大合同可确保美国在未来

几年依然保持全球最大武器出口国地位

。”

俄罗斯武器的最大出口国分别是印

度(35%)、中国(12%)和越南(10%)。美国

武器主要出口沙特阿拉伯(18%)、阿联酋

(7.4%)和澳大利亚(6.7%)。全球第三大武

器出口国是法国，市场份额为 6.7%，主

要销售市场有埃及(25%)、中国(8.6%)和

印度(8.5%)。2013 年到 2017年，全球军

售市场比上一个五年增长 10%。报告指

出，前五大武器出口国是美国、俄罗斯

、法国、德国和中国，共占全球销售总

额的 74%;世界最大武器进口国分别是印

度、沙特、埃及、阿联酋和中国，占全

球武器销售的 35%。其中，2013年-2017

年，印度武器进口中俄罗斯武器占 62%

，印度被公认为世界第一大武器进口国(

占全球12%)。

Finam集团副总经理雅罗斯拉夫· 卡

巴科夫说，俄罗斯武器销售额有所下降

，主要原因是军售市场上竞争加剧。他

说：“除传统卖家外，新的国家和公司

不断参与进来为买家提供新产品。他们

力图巩固自己在市场上的地位，表现得

咄咄逼人，从而带来了市场变化。”他

还指出，地缘政治因素对武器市场也带

来影响，买家会受到来自外部的压力，

使其只能选择某些种类的军事装备和武

器。“但这是市场，跟其他市场一样会

有变化，但不是永久性的，”卡巴科夫

说道。

“不过，市场在不断变化。”卡巴

科夫说：“进攻性和防御性武器的不断

对抗，刺激该领域的发展，促进各国军

队装备更新，从而为生产商提供了赚钱

机会。”他认为，俄罗斯在这一市场上

地位牢固，不断研发新产品，因此丢失

市场份额的可能性较小，将继续位居全

球主要武器出口国之列。SIPRI的报告显

示，全球前五大军备出口国中最活跃的

是中国，其2013年-2017年武器、军事装

备和特殊装备出口比上一个五年增长

38%。在过去五年，中国的军事技术合

作对象国有 48个，有些还是俄罗斯军工

系统的传统客户。同时期俄罗斯的军事

技术合作对象国为47个。

英国简氏防务中心专家此前曾表示

，俄罗斯 2016年仍为全球第二大武器出

口国，仅次于美国。根据该中心的数据

，去年俄罗斯共向国外客户出口 63.4亿

美元的武器装备，比2015年(69.5亿美元)

减少 8.8%。不过，根据 SIPRI 的数据，

俄罗斯 2016年武器出口比 2014年和 2015

年均有增长。

简氏2017年7月发表报告称，2016年

，俄罗斯武器的最大进口国跟前几年一样

是印度(12亿美元，占俄出口总额的19%)

。中国居第二位，共购买9.59亿美元的俄

罗斯武器。紧随其后的是阿尔及利亚(9.24

亿美元)、越南(7.88亿美元)和伊拉克(4.60

亿美元)。阿塞拜疆共购买了2.17亿美元的

俄产武器，哈萨克斯坦为1.50亿美元。简

氏最新调查报告将于今年中发布。

中国购买俄罗斯多少武器？
跻身世界五大军购国

近日，随着中国军工“拳头产品”

相继亮相马来西亚防务展，国内掀起了

一波又一波的浪潮，其中最受关注的是

中国首次推出的“辽宁号”航空母舰模

型，恰逢 002型航母海试之际，中国航

母被国内外媒体炒的不亦乐乎。

辽宁号航母模型此番亮相国际展

台无非两大原因，其一是为了对外展

示中国军工制造的能力，吸引国际客

户。一艘锈迹斑斑、残缺不全并且多

年无人问津的瓦良格号航空母舰经过

中国军工的妙手如脱胎换骨一般再次

焕发新春。

其二是对外释放一重大信号，为辽

宁舰的下家提前做好预热准备，等到中

国新型航母满足国防军事需求，将早期

的航母出售给可靠之国赚个名利双收亦

未尝不可，但以目前的情况来看短期内

不大可能。

一直以来，中国为打造一支现代化

的强大海军不懈努力着，中国各大造船

厂在排队下饺子的同时，对航母的建造

一刻也没耽误，据央视此前在节目中表

示，中国到 2030 年将拥有 6个航母编队

装备海军序列。

据透露，除了已经公开的辽宁舰

和 002型首艘国产航母，后续分别有两

艘常规动力弹射型和两艘核动力电磁

弹射型航母，并且继 002后有一艘新型

航母已经在建造当中，中国航母的进

展让美国都有点适应不了，甚至有人

建议将退役的小鹰号航母拉出来重新

列装部队。

然而，据巴基斯坦媒体报道，以中

国的经济实

力和战略需

求，在未来

30 年内中国

到底需要多

少艘航母?

据巴网

友表示，如

果没有其它

特殊原因，

中国未来保有 10艘航母呈服役状态是极

有可能的，一艘航母用来长期训练为其

它航母培养舰载飞行员、另外一到两艘

航母用于维修替换，此外，还要3到4个

航母战斗群用于中国海域的实战部署，

这么一算最少要6到7个航母编队才能满

足战略需求。

不过，有网友指出，到 2050年，中

国将拥有 20多个航母战斗群，从经济角

度分析，中国当前的平价购买力比美国

还要高出 20%，按此趋势发展下去，到

2050年中国将会超出美国的两倍，这也

就意味着中国可以毫无压力地承担 2倍

军用航母的一切费用。

不过对于中国航母的发展，俄罗斯

媒体近日巧妙点评道，按照中国首艘国

产航母 26个月的工期计算，2030年前部

署 6个航母战斗群完全是有可能的，而

且中国航母在 901大型综合补给舰的支

持下，航程完全不会受限，届时谁都不

敢轻举妄动。

辽宁舰亮相马来西亚防务展，

中国要卖航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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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岁时，他开始闯荡匈牙利。近 30

年的打拼让他有了一片自己的天地。曾经

，他为了自己的发展，退出一切社团。如

今，他忙碌奔波，为社团活动付出了大量

金钱与精力。他说，如今我的事业发展的

还可以，我愿意做一个为海外侨胞谋福利

的人。他就是叶建新。

做“一带一路”先行者

“我们在匈华侨华人其实就是‘一带

一路’建设的先行者和参与者。”最近，

由匈牙利 22家华侨华人商会联合组成的

“匈牙利华侨华人企业商会”(简称“匈牙

利华资商会”)成立，叶建新当选为首任会

长。他说，“习近平主席倡导的‘一带一

路’契合了匈牙利政府的向东开放政策，

也为我们在匈华侨华人提供了更加广阔的

发展空间，匈牙利华资商会应运而生。”

在匈牙利华资商会成立仪式上，叶建

新与匈牙利总理首席顾问苏契共同为匈牙

利华资商会揭牌，标志着匈牙利华资商会

这一新时代新气象的新作为，将为打造华

商服务、助力华商转型升级、积极对接国

家“一带一路”倡议提供重要平台。

对于叶建新而言，今年必定是忙碌的

一年。除了担任首任匈牙利华资商会会长

，他还将于8月欧洲华侨华人社团联合会(

简称“欧华联会”)第二十届会议之际接

过轮值主席的重担。欧华联会以欧洲各国

华侨华人社团为成员单位，目前已拥有

300多个社团会员，分布在欧洲近 30个国

家。其宗旨为加强欧洲华人社团之间的团

结，引导欧洲华侨华人融入主流社会、维

护华侨华人的合法权益、保持和弘扬优秀

的中华文化传统。

“我愿意为‘一带一路’建设、为海

外华侨华人的生存与发展出一份力。这就

是我的人生目标。”见到叶建新时，正是

他回国为欧华联会筹备 8月会议之时，他

笑谈，“远处拜佛不如近处修行。这就是

我的人生哲学。”

从练摊到做市场

1991年出国潮中奔赴匈牙利的叶建新

回望来时路，觉得颇为顺利。从27岁边打

工边学语言，到练摊，他用了不到两年。

到1997年，他在当时的四虎市场已经拥有

了21个摊位。2002年，他开始建设“欧洲

广场”。这样的速度令人惊叹。

“做生意要成功，做人与诚信很关键

。”叶建新这样总结自己的经验。“我1993

年下半年进入四虎市场开始做批发。四虎的

老板法兰奇是匈牙利人，四虎市场并非他的

主要产业，所以他常常下班后带着保安过来

溜达。因为几乎每次都能见到我在仓库忙碌

，他总夸我是勤劳的中国人。”

这种好印象让法兰奇决定无偿赠与叶

建新 4个摊位，当时每个摊位的租金约 2.5

万美元。叶建新将这些摊位出租，赚取租

金。后来，法兰奇又陆续送给叶建新9个摊

位。这期间，看到位置好的摊位他也会出

手购买，最贵的摊位价格是5万美元。就这

样，到1997年，他已经拥有了21个摊位。

他的生意走入良性循环，越做越大。

这还不是故事的全部。“1997 年、

1998年前后，法兰奇先生希望把四虎市场

转让给我。当时，四虎每年收入22亿福林

左右，他准备以 15亿福林(约 1亿元人民

币)的价格转让给我。”因为种种原因，

叶建新没有接手。但是，这件事给了他启

发，让他最终于2002年开始自己做市场。

“有段时间，华人集中的市场老板不

停地涨价，搞得人心惶惶。我就开始思考

，觉得如果能有一个华侨华人自己的经营

环境就好了。我要掌握主动权，不要总是

提心吊胆。欧洲广场2004年开业，14年来

，我没有加过一分钱的租金。仓库等费用

在金融危机后我还主动降了很多。”叶建

新言语间流露出自豪。

侨胞需要乐于奉献的人

如今的叶建新花了很多时间与精力为

社团工作忙碌。这与之前的他截然不同。

“当年为了自己的发展，我几乎不参

与华人社团的任何工作。”他说，是一次

谈判改变了他。

有段时间，华人集中的市场频繁被查

。最严重的一次发生在2014年。那年从11

月开始，警察们在华人商铺集中的“欧洲

广场”、“欧洲商贸中心”和“唐人街商

贸中心”各个出入大门和货物运输路口每

天早上按时“上岗”，大批佩戴枪支的海

关税警和边防人员分成小组进入商铺和仓

库，华商经营遭受严重影响。

“那次盘查持续了一个多月。”在恶劣

局面下，叶建新被推选为当时中华总商会的

会长，代表华人社团与政府相关部门谈判。

“我用自己做例子。我说，我1991年到匈

牙利，在这里工作、纳税，孩子在这里出生

、学习。匈牙利是我的第二故乡。难道我们

成了恐怖分子？华人与当地人非常友好，中

国与匈牙利两国也非常友好。但是，你们却

拿着纳税人的钱，让华商的货进不来出不去

，让顾客不敢上门。这不仅让华人市场瘫痪

，也极大影响了当地人的生活。”

就这样，晓之以情动之以理，持续了一

个多月的过度执法被叫停。之后也没再出现

过如此大规模长时间的盘查。这次事件让叶

建新意识到，华人需要团结起来维护自己的

权益。再加上事业发展到了得心应手的阶段

，他开始把注意力转向了社团工作。

“我还是蛮看好匈牙利的。现在，在

匈牙利有大概 4万华侨华人，整体看来情

况都不错。”叶建新说，“我觉得，在海

外，华侨华人需要乐意奉献的人，让大家

更好地团结在一起维护整个群体的利益。

我愿意做一个这样的人。”

匈牙利华人叶建新：

我愿为海外华人出一份力

秘鲁侨胞：从契约华工到文化使者
和世界上大多数唐人街一样，秘鲁首都利马的唐人街入口处，

竖着一座红绿配色的中式牌楼，上面是孙中山先生手书的“天下为

公”四字，牌楼周边约一平方公里的街面属于唐人街。街面上中餐

馆、杂货店、药店、银行一家挨着一家，挂着中文和西班牙文的招

牌，只是看不见多少华人面孔。

“现在的唐人街，华侨华人大多当幕后老板，雇别人给自己打

工，腾出手来做更大的事业。”当地侨领告诉我们。

勤劳智慧 贡献至巨

秘鲁是华侨最早到达和聚居数量最多的拉美国家之一。秘鲁全

国有中餐馆 5000家，仅首都利马就有 3000家。秘鲁人称中餐馆为

chifa，即广东话“吃饭”的发音。

据文献记载，华人大规模来到秘鲁始于 19世纪。19世纪 40年

代至 70年代，有三四十万契约华工输入拉美，其中相当一部分人

来到秘鲁，其境遇“与秘鲁从前的奴隶相似”。这些华工大多来自

中国的福建、广东一带，主要从事修筑铁路、开采矿山等繁重的体

力劳动，生活条件艰苦，社会地位低下。在卡亚俄港，矗立着一座

华人抵达秘鲁的纪念碑，碑文如下：“谨此纪念抵达此一美丽海岸

之华人移民先锋，由于彼等之努力及奉献，对秘鲁农业、铁路兴建

、鸟粪开采及其后之商业发展贡献至巨，进而促进秘鲁之繁荣兴盛

。”

沧海桑田，今非昔比。凭借自己的勤劳与智慧，秘鲁华侨华人

逐渐融入当地社会，为住在国发展作出贡献，社会地位有了明显改

观。秘鲁华人的参政率在拉美国家中是最高的，不少华人进入政界

高层。秘鲁华人对当地经济的发展也贡献良多，戴宗汉就是其中的

杰出代表。他于1918年由香港赴秘鲁，1942年发明“平面弯形引水

法”，解决了秘鲁北部沿海旱地种植缺水问题，把秘鲁北部变成全

国第一产米区。1963年，他又创办种植水稻技术中心，把当地水稻

单位面积产量提高了 3至 5倍。1968年，秘鲁议会向他颁发了奖状

和勋章，以表彰他在农业方面的贡献。

通商惠工 维护侨益

秘鲁最大、历史最悠久的华侨华人社团——中华通惠总局位于

利马“唐人街”的中心地段。走入通惠总局，仿佛走入时空隧道：

满目都是中国字，满眼都是华人，供桌上摆放着祖宗牌位和清政府

首任秘鲁公使郑藻如的画像，青花瓷香炉青烟袅袅。通惠总局主席

梁顺介绍说：社团是1886年郑藻如奉清光绪皇帝御颁圣旨成立，取

名通惠总局，意在“通商惠工”。宗旨是总理秘鲁华侨的慈善公益

事业，促进华侨互助，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传统，维护华侨权益。

梁顺祖籍广东开平，1984年来到秘鲁，从餐饮业做起，事业不

断扩展。他介绍起通惠总局的事迹如数家珍：清末年间，总局筹捐

大宗款项，遣送贫老华侨回国，在广州市设立秘鲁华侨安集所，收

容归国老华侨。近几十年来，总局坚持开设免费诊所，为贫老华侨

华人服务；为新移居的华侨举办西班牙语补习班、为华裔办中文学

习班……总局一楼大厅的十几个玻璃书柜里，装满了国学、历史、

文化、艺术等中文图书，免费向侨胞开放借阅；还特设律师、会计

师免费咨询服务处，为侨胞排疑解困。对外，通惠总局经常与政府

有关部门交涉、会谈，为侨胞争取平等权利和待遇。

“2018年，总局的工作重点之一是建立一家属于侨胞自己的医

院，这是数代华侨华人的心愿。”梁顺说。经过多次沟通协商，通

惠总局已与利马自由区达成协议，后者将划拨一块5000平方米的土

地作为建立华人医院的基本用地。加强华文教育是通惠总局的另一

个着力点。梁顺说：秘鲁华侨家庭的子女因父母平时工作繁忙，普

遍缺乏中文学习环境。总局将加大人力和物力方面的投入，重新打

造历史悠久的侨校，建立传播中华文化的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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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万历年间，江南有个才子名叫

卢定华，在其好友徐国春的赞助下，顺

利出版了一本诗集。徐国春在一家酒楼

摆了宴席，为卢定华庆贺，并请了春香

院的惜妍姑娘来作陪。

徐国春让惜妍在卢定华身边坐下，

专门伺候卢定华喝酒。惜妍会意，略带

羞涩地笑了笑，便往卢定华身上凑了凑

，一手轻轻搭在卢定华的后背，一手举

起杯子想让卢定华满饮。卢定华推辞不

过，便勉强喝了一口。徐国春顿时哈哈

大笑，拍起手来。

就在这时，卢定华突然起身，走出

门去，一口将嘴巴里含着的酒吐在了院

中。一个店小二正举着蜡烛经过，卢定

华一边脱下自己的白袍，一边夺过店小

二手中的蜡烛，将自己的白袍点着，转

眼间便将其烧成灰烬。一旁的惜妍和徐

国春早已看得目瞪口呆，卢定华也不理

会，甩着赤条条的胳膊，扬长而去。

当晚，卢定华正要睡下，徐国春却

找上门来，大声责备道：“你是不是太

过分了？我知道你清高，你洁身自好，

但惜妍姑娘难道就是淤泥，一丝都碰不

得吗？没错，她是从春香院出来的，可

人家只是歌妓。你去打听打听，有多少

达官显贵、富家子弟争着想要得到她，

可人家从不为金钱权势而卖身。”

卢定华不以为然道：“既然她像你

说的那么好，当初何必去春香院呢？”

徐国春叹气道：“她自幼父母双亡

，十四岁那年被兄长卖到春香院。是春

香院的老鸨养活了她，教了她才艺，她

不在那儿待着，她能去哪儿？实话告诉

你吧，惜妍姑娘什么人都看不上，就喜

欢你这个穷书生。她平时最爱读你的诗

词，是她拿出全部积蓄交给我，托我将

你的诗词结集出版，以完成你的心愿。

她又托我布置了这场宴席，想当面对你

表达心意，没想到你竟如此不通情理。

”

听完这些话，卢定华心绪难平，他

长叹一声道：“这样吧，明晚你再领我

去春香院。”

第二天晚上，徐国春带着卢定华又

来到了春香院。惜妍不知卢定华会来，

显得有些局促不安。卢定华向惜妍鞠了

一躬，满怀歉意道：“你的事国春都与

我说了，是我错怪了姑娘，望姑娘原谅

。”惜妍脸上一红，什么都没说，一边

默默流着泪，一边从头上取下一支金钗

，放到卢定华手上，便掩面跑了出去。

徐国春见惜妍行为古怪，便将老鸨

叫进来问话。老鸨笑眯眯地说：“惜妍

姑娘今天开始接客了，可能还有些不适

应吧。”

听了老鸨的话，徐卢二人呆若木鸡

。在回去的路上，徐国春沮丧地对卢定

华说：“昨晚之事，肯定彻底让她寒了

心。她一定是在绝望之下，才违心地走

出这一步的。”

卢定华紧紧握着惜妍送给他的金钗

，不觉感到一阵心痛。突然，他坚定地

对徐国春说：“明日此时，你我再去春

香院，我要替惜妍赎身，让她做我的妻

子。”徐国春自然大声叫好。

次日正是立夏，徐卢二人再度来到

春香院，不料却听闻一个噩耗：今日午

时，惜妍姑娘在城南河的观鱼矶投河自

尽了！

卢定华不禁痛彻心扉，在徐国春的

搀扶下才回到了家。数日后，他找到城

南河边惜妍姑娘的坟墓，趴在墓前大哭

了一场，之后便茶饭不思，一病不起。

疑惑重重

徐国春见老友病重至此，便从城北

请来他的堂伯，一起去看望卢定华，并

安慰卢定华说：“堂伯是城北一带有名

的郎中，你就放心让他瞧病吧。”

卢定华艰难地伸手让堂伯诊脉。堂

伯一边诊脉，一边忧虑道：“这病不是

两三副药能治好的。这样吧，卢公子不

如去我的医馆住下，如此朝夕诊视，慢

慢调理，才有望复元，我也省得跑来跑

去。”

就这样，卢定华便随堂伯来到城北

，暂且在堂伯家中住下了。

堂伯膝下无子嗣，只有一养女，名

叫翠玉。堂伯家并不富裕，宅中本就没

有多余的客房，但为了让卢定华住得舒

服，还是将翠玉的房间让出来，给卢定

华住了。

卢定华刚在床上躺下，就发现枕边

放着一本书，定睛一看，竟然是自己的

诗集。正纳闷间，门口有人说道：“爹

，我给卢公子熬好了粥，现在要端进去

了。”堂伯回了一声“知道了”。

很快，一个亭亭玉立的妙龄少女走

了进来，那少女显然就是翠玉了。

恍惚间，卢定华觉得翠玉的模样竟

与惜妍有几分相似，正疑惑着，翠玉端

着一碗粥，已来到卢定华的床前，半蹲

身子将粥放在床头的几案上，而就在她

俯身的一刹那，卢定华看到了她头上戴

着的金钗。

这不是惜妍送给自己的金钗吗？怎

么会在翠玉头上？卢定华满腹狐疑，又

不好贸然发问，只好等到翠玉出去之后

，才检查

了一下自

己的包裹

，发现金

钗并未丢

失，心里

的石头才

算落地。

然而，他

对翠玉的

好奇心却

更重了，

便向堂伯

询问翠玉

的身世。

堂伯

叹气道：

“翠玉本

是我远房

表哥之女

，父母早

亡，由其

兄长带大。其兄为图钱财，想将其卖给

某员外做填房，翠玉誓死不从，于立夏

那天的未时，爬上城南河的观鱼矶投河

自尽。人抬到我家时，已没了气息，我

施展全部医术努力施救，没想到竟然活

了过来，从此我就收她做养女了。”

卢定华知道，惜妍是在立夏那天的

午时投河自尽的，而翠玉却在接下来的

未时，在同一地方，以同样的方式结束

生命，这实在是太巧合了。

卢定华紧接着问：“堂伯可知翠玉

头上的金钗有何来历？”

堂伯回道：“听翠玉说，这金钗是

她那日在观鱼矶边捡来的。她觉得好看

，便戴在头上了。”

正说着，门外有病人来求堂伯看诊

，堂伯答应了一声，便出门去了。正好

卢定华也觉得有些饥渴，便独自端粥来

喝。

借尸还魂

过了一会儿，翠玉进来收拾碗筷，

见卢定华半躺在床上，闭目养神，便放

大胆子端详起卢定华的相貌来。正当她

看得入迷，卢定华却突然睁开了眼睛，

四目相对之下，翠玉不禁满脸通红，那

娇羞之态，越发与惜妍相似了。

卢定华不觉出神地说：“翠玉姑娘

，你可知道你长得很像卢某的一位故人

吗？”

翠玉回答：“卢公子长得也像翠玉

的一位故人啊。”

卢定华惊异道：“是吗？此人现在

何处啊？”

翠玉道：“翠玉所说的故人，不在

这尘世间，而在翠玉的梦境中。”

卢定华更觉奇怪了，便问翠玉此话

何意。翠玉答道：“自我立夏那日投河

被救之后，便每晚要做一个同样的梦。

梦中的我好像是一名歌妓，喜欢上了一

个身穿白袍的书生。我们一同出现在某

个酒宴上，我因为喜欢他，情不自禁地

靠近他，想让他喝我倒的酒，他却嫌弃

我的身份，不但将喝进去的酒吐了出来

，还将他的白袍一把火烧了。那火越烧

越旺，我也觉得越来越热，便每次在那

个时候从梦中惊醒。现在回想起来，我

梦中的白袍书生，长得跟卢公子还真是

相像啊。”

卢定华越听越惊讶，他拿起床头的

诗集问：“这诗集可是姑娘的？”

翠玉害羞道：“说来也真是奇怪，也

就是自立夏那日起，我突然对卢公子的诗

词深深着迷，便去书肆买了这本诗集，每

天吟诵，百读不厌，现在早已倒背如流了

。”说完，她便端着碗筷出去了。

此时，卢定华的内心再也无法平静

。以前，他并不相信神鬼之说，不相信

诸如“借尸还魂”这种诡异的事情。但

此时此刻，翠玉身上发生的事，却由不

得他不信。他觉得，翠玉其实在立夏那

天就已溺水而亡了，之所以能活过来，

是因为惜妍的灵魂进入了她的体内。也

就是说，惜妍借着翠玉的身体，又来到

了自己身边。

想到这儿，卢定华突然百感交集，

泪如泉涌。他暗自下定决心，再也不能

错过眼前这个好不容易借尸还魂的惜妍

了。

果然，就在这日复一日的相处中，

卢定华与翠玉的感情越来越深，堂伯看

在眼里，等卢定华病愈后，便为其与翠

玉主持了婚事。

在卢定华与翠玉的婚宴上，堂伯与

徐国春并肩坐着，一起喝酒。直到同桌

客人都走光了，他俩还是兴致不减，在

那儿边喝边聊。

堂伯给徐国春敬了杯酒，说道：

“好一个借尸还魂之计。要不然，卢定

华这病恐怕神仙都救不了啊。”

徐国春笑道：“堂伯过奖了。要不

是你对我说翠玉喜欢卢定华的事，我也

想不出这招啊。”

堂伯叹了口气说：“你知道，翠玉

是我十八年前捡来的孤儿，身世可怜，

我是满心希望她能有个好归宿啊。这几

年卢定华的诗词传遍大江南北，加上他

相貌堂堂，品格端正，翠玉早已对他暗

生情愫，仰慕不已，这几个月更是为他

相思成病，我也是急得没辙了，才厚着

脸皮来找你。这次真得好好谢谢你！你

为翠玉打造的金钗，等我手头宽裕了，

一定得给你钱。”

徐国春爽快道：“区区一支金钗，

救活了两条命，还成就了一段美好姻缘

。我是在给自己积德呢，哪里还需要这

点金钗钱？”

还魂记
不只咖啡能提神

這幾種健康食物更能抗疲勞！
每天工作这么忙，累的时

候总会想喝杯咖啡。可是你不

知道的是，不只是咖啡能提神，

还有更健康的食物可以抗疲劳

哦！快来看看有哪些食物可以

抗疲劳吧，改变习惯让自己的

生活更健康！

多喝水，保持水分充足可提神

人体有三分之二是由水构成

的，许多人体的基本功能都依赖于

这种简单的物质才能顺利进行。因

此说“疲倦是最高的脱水信号”也

就并不奇怪了。在一日之晨喝上一

大杯水，不仅有助于保持身体水

分，还可以促进新陈代谢。如果你

觉得白水比较难下口，可以试着调

制符合自己口味的加味水，或者在

果汁里添加一些橙汁柠檬汁，做成

提神水。

摄入富含镁的食物，保持能量

矿物质界的无名英雄镁元素

对能量的产生是至关重要的。缺

镁的情况很少发生，但是多摄入

一点镁元素，可以达到你想要的

提神效果。坚果和种子，甜菜和

菠菜等绿叶蔬菜都富含矿物质。

不要忽略豆腐，豆腐也是富含镁

元素的。

吃菊糖抗贫血，精力更充足

从能量棒到燕麦片，很多食物

的配料单上都有菊糖。这种纤维天

然存在于小麦、大蒜、洋葱、洋姜

中。菊糖不仅可以让你饱腹感更长

久，还有助于保持常态(处理便秘无

疑是件耗精力的事)，而且还可以促

进身体对铁元素的吸收，因此也有

助于抗贫血。可以试试烤姜片，把

它加在汤里。人们认为它们还富含

可以提高人体免疫系统的益生菌。

我们都清楚，即使一点点小病，也

会使人的精力暴跌的。

选择全谷类食品，有助于保持

情绪稳定

碳水化合物是大脑能量的来

源，但在碳水化合物为脑灰质提供

能量的同时，也会缓慢消耗持续的

能量。通过维持血糖含量，这些碳

水化合物有助于保持情绪稳定，并

有助于之后的睡眠。地瓜和燕麦片

等全谷类食品中都也含有碳水化合

物。错过某一餐不吃会使人没有精

力，想要不疲劳，补充营养是十分

重要的。所以一定要吃早餐!吃上一

大碗燕麦粥，来为大脑和身体提供

能量吧。

瘦蛋白质更健康，有效抗抑郁

汉堡之类的高脂肪食品会让你

觉得饱足却精力下降，消化这类食

物就需要很多能量。选择瘦蛋白

质，摒弃那些饱和脂肪含量高的食

物吧。蛋白质是肌肉的基本组成成

分，而且其中含有的氨基酸对神经

传导物质有显著影响，有助于保持

敏锐度。吃富含欧米茄-3的鱼类来

摄入瘦蛋白质吧。这种必需脂肪酸

可以抗抑郁，抑郁会耗光能量。太

疲劳要补充双份营养的话，就试试

咖喱汁清蒸鲑鱼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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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起早贪黑的大忙人，我们很高

兴看到你已经养成了吃早餐的好习惯，

但“吃对了”比“吃了”更重要，因为

并不是所有食物都适合在早上吃。你有

没有“误食”过不健康的早餐呢？

作为起早贪黑的大忙人，我们很高

兴看到你已经养成了吃早餐的好习惯，

但“吃对了”比“吃了”更重要，因为

并不是所有食物都适合在早上吃。你有

没有“误食”过不健康的早餐呢?跟着我

们开列一份早餐黑名单吧，然后把它们

逐一“洗白”，用健康的打开方式启动

每一天。

一根油条加一碗米线、两个蛋黄派

配一杯咖啡、一包饼干伴一袋早餐奶

……这些早餐是不少上班族晨间餐桌上

的常客。但是它们真的合格吗?

3类食物决不能当早餐

一、高油类高热量的早餐

忙碌的白领们可能会因为时间紧张，

买个油条就上班去了。但是，油条的脂

肪含量非常高，每根油条有220卡路里。

同时，油条是高温油炸食品，经过高温

油炸之后，吸收了相当多的油，油脂含

量严重超标，营养素还被破坏，还会产

生致癌物质，因此，白领们早餐不宜长

期食用油条哦。

另外，大部分白领都喜欢去西式快

餐店买早餐，但是，汉堡里的肉、鸡翅

或薯条的油量严重超标，吃进去会严重

堆积成脂肪。而且，汉堡里只有薄薄的

一片生菜，所提供的维生素根本不能满

足身体需求

二、水果当早餐

不少白领为了减肥瘦身，常以水果、

蔬果汁来替代早餐。虽然蔬果富含纤维，

对清肠排毒有帮助，确实有减肥的功效。

但是，水果的糖分多是单糖，能被直接

吸收，提供身体所需能量，但所能提供

的能量有限，不能满足上午工作的需求。

而且，光吃水果容易饿，反而会让你吃

进去更多的热量。

三、方便面当早餐

部分白领为了贪图方便，就靠一杯方

便面来撑住整个上午。但是，方便面多数

经过油炸，脂肪含量相当高，而且，汤料多

含味精，吃多了对身体健康造成危害。同

时，方便面的脱水蔬菜不能提供维生素和

纤维，吃多了更容易造成便秘。

何为达标早餐呢?

营养师给出两个标准：

从营养成分来说，健康的早餐应含

有淀粉、蛋白质和维生素，也就是你要

吃主食、蛋奶和水果蔬菜，如果追求更

高品质，就再加1勺坚果;

从烹饪方式来说，早餐应避免油炸、

烧烤、腌制、熏制，就是说即使你吃全

了以上几类食物，但如果是油炸的面食

或腌制的蔬菜，仍旧不合格。

Try It 给糟糕早餐来个华丽变身

单一精加工的主食

有点糟：蛋黄派、饼干、方便面、油条

变个身：燕麦粥、小米粥、红薯、

玉米、全麦面包

主食不宜含有过多的油、盐和糖，

白面粉做成一百种点心，本质上仍然是

白面粉，添加物越多营养价值就越低。

不如换成粗粮，不仅促进肠道蠕动，有

助于晨间排便，还能把全天的油盐糖摄

入量降下来。

建议量：燕麦粥、小米粥 200g，红

薯、玉米、全麦面包100g

高热量低营养的辅食

有点糟：巧克力

变个身：坚果

巧克力是典型的高热量、高GI食物，与

其让自己一大早血糖飙升，不如换成同样

提供较高热量的坚果，不但有饱腹感，还

能得到钾、钙、镁、铁、锌等矿物质，以

及维生素E。坚果才是早餐升级的关键所

在，核桃、腰果、巴坦木都是理想的选择。

建议量：20g

蛋白质不足的饮品

有点糟：黑咖啡、碳酸饮料

变个身：纯牛奶、豆浆

早餐要有充足的蛋白质，黑咖啡、碳

酸饮料显然不能担负这个责任，你可以把

它们留在下午喝，把早餐的饮品换成纯牛

奶和豆浆。可能你觉得早餐奶听起来更适

合，但它增加的谷物碎片和糖分主要是服

务于口感，所以还是换成纯牛奶更好。

过度加工的蔬果

有点糟：泡菜、浓缩果汁

变个身：番茄、橙子、草莓

如果早餐的蔬果为零，可想而知午

餐和晚餐该有多大的蔬果摄入压力。早

餐摄入新鲜的蔬菜水果确实对你大有好

处，注意，我们说的是“新鲜的”，过

度加工就不算。一个橙子、一把小番茄

都不错，但记得不要一上来就吃，要先

主食“打底”。

建议量：蔬菜及水果共150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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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只咖啡能提神
這幾種健康食物更能抗疲勞！

每天工作这么忙，累的时

候总会想喝杯咖啡。可是你不

知道的是，不只是咖啡能提神，

还有更健康的食物可以抗疲劳

哦！快来看看有哪些食物可以

抗疲劳吧，改变习惯让自己的

生活更健康！

多喝水，保持水分充足可提神

人体有三分之二是由水构成

的，许多人体的基本功能都依赖于

这种简单的物质才能顺利进行。因

此说“疲倦是最高的脱水信号”也

就并不奇怪了。在一日之晨喝上一

大杯水，不仅有助于保持身体水

分，还可以促进新陈代谢。如果你

觉得白水比较难下口，可以试着调

制符合自己口味的加味水，或者在

果汁里添加一些橙汁柠檬汁，做成

提神水。

摄入富含镁的食物，保持能量

矿物质界的无名英雄镁元素

对能量的产生是至关重要的。缺

镁的情况很少发生，但是多摄入

一点镁元素，可以达到你想要的

提神效果。坚果和种子，甜菜和

菠菜等绿叶蔬菜都富含矿物质。

不要忽略豆腐，豆腐也是富含镁

元素的。

吃菊糖抗贫血，精力更充足

从能量棒到燕麦片，很多食物

的配料单上都有菊糖。这种纤维天

然存在于小麦、大蒜、洋葱、洋姜

中。菊糖不仅可以让你饱腹感更长

久，还有助于保持常态(处理便秘无

疑是件耗精力的事)，而且还可以促

进身体对铁元素的吸收，因此也有

助于抗贫血。可以试试烤姜片，把

它加在汤里。人们认为它们还富含

可以提高人体免疫系统的益生菌。

我们都清楚，即使一点点小病，也

会使人的精力暴跌的。

选择全谷类食品，有助于保持

情绪稳定

碳水化合物是大脑能量的来

源，但在碳水化合物为脑灰质提供

能量的同时，也会缓慢消耗持续的

能量。通过维持血糖含量，这些碳

水化合物有助于保持情绪稳定，并

有助于之后的睡眠。地瓜和燕麦片

等全谷类食品中都也含有碳水化合

物。错过某一餐不吃会使人没有精

力，想要不疲劳，补充营养是十分

重要的。所以一定要吃早餐!吃上一

大碗燕麦粥，来为大脑和身体提供

能量吧。

瘦蛋白质更健康，有效抗抑郁

汉堡之类的高脂肪食品会让你

觉得饱足却精力下降，消化这类食

物就需要很多能量。选择瘦蛋白

质，摒弃那些饱和脂肪含量高的食

物吧。蛋白质是肌肉的基本组成成

分，而且其中含有的氨基酸对神经

传导物质有显著影响，有助于保持

敏锐度。吃富含欧米茄-3的鱼类来

摄入瘦蛋白质吧。这种必需脂肪酸

可以抗抑郁，抑郁会耗光能量。太

疲劳要补充双份营养的话，就试试

咖喱汁清蒸鲑鱼吧。

大忙人大忙人大忙人大忙人大忙人大忙人大忙人大忙人大忙人大忙人大忙人大忙人大忙人大忙人大忙人大忙人大忙人大忙人大忙人大忙人大忙人大忙人大忙人大忙人大忙人大忙人大忙人大忙人大忙人大忙人大忙人 妳的早餐上了黑名單嗎妳的早餐上了黑名單嗎妳的早餐上了黑名單嗎妳的早餐上了黑名單嗎妳的早餐上了黑名單嗎妳的早餐上了黑名單嗎妳的早餐上了黑名單嗎妳的早餐上了黑名單嗎妳的早餐上了黑名單嗎妳的早餐上了黑名單嗎妳的早餐上了黑名單嗎妳的早餐上了黑名單嗎妳的早餐上了黑名單嗎妳的早餐上了黑名單嗎妳的早餐上了黑名單嗎妳的早餐上了黑名單嗎妳的早餐上了黑名單嗎妳的早餐上了黑名單嗎妳的早餐上了黑名單嗎妳的早餐上了黑名單嗎妳的早餐上了黑名單嗎妳的早餐上了黑名單嗎妳的早餐上了黑名單嗎妳的早餐上了黑名單嗎妳的早餐上了黑名單嗎妳的早餐上了黑名單嗎妳的早餐上了黑名單嗎妳的早餐上了黑名單嗎妳的早餐上了黑名單嗎妳的早餐上了黑名單嗎妳的早餐上了黑名單嗎？？？？？？？？？？？？？？？？？？？？？？？？？？？？？？？

作为起早贪黑的大忙人，我们很高

兴看到你已经养成了吃早餐的好习惯，

但“吃对了”比“吃了”更重要，因为

并不是所有食物都适合在早上吃。你有

没有“误食”过不健康的早餐呢？

作为起早贪黑的大忙人，我们很高

兴看到你已经养成了吃早餐的好习惯，

但“吃对了”比“吃了”更重要，因为

并不是所有食物都适合在早上吃。你有

没有“误食”过不健康的早餐呢?跟着我

们开列一份早餐黑名单吧，然后把它们

逐一“洗白”，用健康的打开方式启动

每一天。

一根油条加一碗米线、两个蛋黄派

配一杯咖啡、一包饼干伴一袋早餐奶

……这些早餐是不少上班族晨间餐桌上

的常客。但是它们真的合格吗?

3类食物决不能当早餐

一、高油类高热量的早餐

忙碌的白领们可能会因为时间紧张，

买个油条就上班去了。但是，油条的脂

肪含量非常高，每根油条有220卡路里。

同时，油条是高温油炸食品，经过高温

油炸之后，吸收了相当多的油，油脂含

量严重超标，营养素还被破坏，还会产

生致癌物质，因此，白领们早餐不宜长

期食用油条哦。

另外，大部分白领都喜欢去西式快

餐店买早餐，但是，汉堡里的肉、鸡翅

或薯条的油量严重超标，吃进去会严重

堆积成脂肪。而且，汉堡里只有薄薄的

一片生菜，所提供的维生素根本不能满

足身体需求

二、水果当早餐

不少白领为了减肥瘦身，常以水果、

蔬果汁来替代早餐。虽然蔬果富含纤维，

对清肠排毒有帮助，确实有减肥的功效。

但是，水果的糖分多是单糖，能被直接

吸收，提供身体所需能量，但所能提供

的能量有限，不能满足上午工作的需求。

而且，光吃水果容易饿，反而会让你吃

进去更多的热量。

三、方便面当早餐

部分白领为了贪图方便，就靠一杯方

便面来撑住整个上午。但是，方便面多数

经过油炸，脂肪含量相当高，而且，汤料多

含味精，吃多了对身体健康造成危害。同

时，方便面的脱水蔬菜不能提供维生素和

纤维，吃多了更容易造成便秘。

何为达标早餐呢?

营养师给出两个标准：

从营养成分来说，健康的早餐应含

有淀粉、蛋白质和维生素，也就是你要

吃主食、蛋奶和水果蔬菜，如果追求更

高品质，就再加1勺坚果;

从烹饪方式来说，早餐应避免油炸、

烧烤、腌制、熏制，就是说即使你吃全

了以上几类食物，但如果是油炸的面食

或腌制的蔬菜，仍旧不合格。

Try It 给糟糕早餐来个华丽变身

单一精加工的主食

有点糟：蛋黄派、饼干、方便面、油条

变个身：燕麦粥、小米粥、红薯、

玉米、全麦面包

主食不宜含有过多的油、盐和糖，

白面粉做成一百种点心，本质上仍然是

白面粉，添加物越多营养价值就越低。

不如换成粗粮，不仅促进肠道蠕动，有

助于晨间排便，还能把全天的油盐糖摄

入量降下来。

建议量：燕麦粥、小米粥 200g，红

薯、玉米、全麦面包100g

高热量低营养的辅食

有点糟：巧克力

变个身：坚果

巧克力是典型的高热量、高GI食物，与

其让自己一大早血糖飙升，不如换成同样

提供较高热量的坚果，不但有饱腹感，还

能得到钾、钙、镁、铁、锌等矿物质，以

及维生素E。坚果才是早餐升级的关键所

在，核桃、腰果、巴坦木都是理想的选择。

建议量：20g

蛋白质不足的饮品

有点糟：黑咖啡、碳酸饮料

变个身：纯牛奶、豆浆

早餐要有充足的蛋白质，黑咖啡、碳

酸饮料显然不能担负这个责任，你可以把

它们留在下午喝，把早餐的饮品换成纯牛

奶和豆浆。可能你觉得早餐奶听起来更适

合，但它增加的谷物碎片和糖分主要是服

务于口感，所以还是换成纯牛奶更好。

过度加工的蔬果

有点糟：泡菜、浓缩果汁

变个身：番茄、橙子、草莓

如果早餐的蔬果为零，可想而知午

餐和晚餐该有多大的蔬果摄入压力。早

餐摄入新鲜的蔬菜水果确实对你大有好

处，注意，我们说的是“新鲜的”，过

度加工就不算。一个橙子、一把小番茄

都不错，但记得不要一上来就吃，要先

主食“打底”。

建议量：蔬菜及水果共150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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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島新發現兩種鳥類:
赤嘴潛鴨和紅頭長尾山雀

昨日上午，青岛第 35个爱鸟周在城阳

九中启动。市林业局专家、城阳九中湿地

保护志愿者等参加了启动仪式。记者获

悉，我国规定每年 4月底至5月初的一个星

期为爱鸟周。由于我国幅员辽阔，南北气候

不同，各地选定的爱鸟周时间也不尽相

同。此次启动仪式上，公布了我市新发现

的两种野生鸟类。

鸟类种数全省第一

昨日，记者在位于城阳九中门前的白

沙河湿地看到，不少鸟类在湿地内栖息。

“这些鸟类能来此栖息，除了生态环境改

善之外，和学生护鸟志愿者的努力分不开。 ”市

林业局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青岛境内已记录

有鸟类19目58科114属391种，是山东省鸟类种类

最多、资源最为丰富的地区。特别是东部沿海山

区森林和胶州湾大沽河湿地流域，每年春秋季节

有数百万计的迁徙候鸟过境，是亚太地区候鸟迁

徙线路上的重要“驿站”。这些鸟类对保护和维

持岛城生态系统的生物多样性、美化环境起着不

可替代的作用。

据了解，自青岛市开展第一个爱鸟周活动

开展以来，我市的鸟类保护事业得到了社会各

界的大力支持。往年举办的“青岛市野生动物

保护知识竞赛”“青岛市鸟类保护知识竞赛”

“挽留海鸥行动”“评选青岛市最美鸟类”等

活动，均取得了明显的效果。为严厉打击乱捕

滥猎候鸟行为，青岛市林业局专门成立了森林

护鸟队，同时设立举报电话，由报刊、电视台

向社会公布，实行群众监督举报。候鸟迁徙季

节，林业公安、野保执法人员每年开展护鸟活

动，深入山林巡回护鸟，罚没乱捕滥猎工具，

放飞野生鸟类，对保护迁徙鸟类在青岛“驿站”

的安全，起到关键性作用。

去冬今春发现新客人

在活动现场，市林业局还公布了我市两种新

发现的鸟类。 2015年冬季记录到山东省鸟类新纪

录赤嘴潜鸭来青岛越冬，2016年3月记录到红头长

尾山雀迁来青岛山林繁衍。

近年来我市的野生鸟类资源得到明显恢复，

新的鸟种纪录不断刷新，包括：鸟中大熊猫之称

的震旦鸦雀；国家濒危一级保护珍禽遗鸥；国内

濒危珍禽白鹤13只在胶州湾西海岸发现； 2015年

3月全球极难见到的砺鹬（li yu）近千只集群栖息

胶州湾湿地。

民间组织爱鸟护鸟

近年来鸟类保护工作得到了社会的空前关注，

涌现出众多爱鸟护鸟团体和组织，青岛市野生动

植物保护协会、城阳区爱鸟之家、城阳区爱鸟志

愿者QQ群、青岛爱鸟护鸟摄鸟QQ群、蓝丝带海

洋环保志愿者等民间组织先后组织多次森林护鸟、

湿地观鸟、挽留海鸥等科普活动，

有力促进了我市鸟类保护工作。

包括青岛城阳九中、天泰城学校、

青岛师范学校、青岛海洋大学、

青岛农业大学在内的岛城众多学

校，每年“爱鸟周”期间，组织

悬挂鸟箱为小鸟安家、爱鸟宣传

活动，普及了鸟类知识，带动了

民间鸟类科普教育的广泛开展。

据介绍，我市在鸟类保护方

面虽然做了一些工作，但是由于长

期以来全民对鸟类保护缺乏足够认

识以及经济利益的诱惑，在候鸟迁

徙的高峰时期，仍有少部分人对飞

经我市的候鸟进行非法猎捕，在一

些沿海山头、湿地，反复出现张网

捕鸟现象，个别农家宴和农贸市场

仍存在非法销售野生鸟的违法行为

，这些行为损坏了岛城形象，引发

社会舆论和市民的关注，市林业局

将继续加大执法力度。

依米花是一種神奇植物
依米花是一种生活在“心灵鸡汤”

中的、想象中的神奇植物。不存在于

现实的自然界中。也作伊米花。

生长在非洲的戈壁滩上，依米花

非常奇特，每朵花有四个花瓣，一个

花瓣一种颜色，红、黄、蓝、白，煞

是娇艳绚丽。

科学解释

实际上是没有依米花这个门的，

植物界开花的植物只有被子植物，其

花瓣数通常为 3或 3的倍数（单子叶

植物），4和 5或其倍数（双子叶植

物）。而描述中的依米花花瓣数时而

6瓣时而4瓣，花瓣颜色也十分多变，

就像童话中的七色花一样，承载了人

们美好的想象。依米花的花期并不长，

仅仅两天工夫，它便随母株一起香消

玉殒了，开花意味着它生命的终结。生命一次，美

丽一次，辉煌一次。经过顽强地跋涉、漫漫地求索，

在生命的尽头，依米花终于绽放出自己的精彩！

花语

转瞬即逝的爱，瞬间的绚烂，奇迹。代表意

义：瞬间的美丽。这个世界上万物都有灿烂一回

的时候，这是上苍赐给万物的权利。只有心中有

爱，世界才会变的祥和和快乐多彩。

人要比依米花智慧和理性，人想灿烂一回的

理想要比依米花更强烈。但，我们却没有一生都

不屈不挠和努力，在遭遇困难和阻挠的时候，往

往接受环境给予自己安排的命运。人的一生有几

十年，但像依米花那样勇往直前的岁月真的太少

了。用一生定要美丽一次的心情去努力和坚持。

健康快乐并实现自身的价值，为社会做出贡献的

人生才是有意义和成功的人生。

绽放的依米花，是生命的智慧。 民间传说

传说中一朵依米花的开放要等待 10年，只为

开花两天，正因为如此，它显得格外珍贵。没有

开花之前的它，相貌平平，不引人注意，但它一

开花，便是绚丽缤纷。听说过依米花的人都应该

知道，它是一种传说的透明六瓣花。

另一种传说中，依米花的成长要花费五年的

时间来完成根茎的穿插工作然后，一点点地积累

养分，在第六年春，才在地面吐绿绽翠，开出一

朵小小的四色奇花，每朵花有四个花瓣，一个花

瓣一种颜色，红、黄、蓝、白，煞是娇艳绚丽。

而看过“偷星九月天”的朋友也都明白，依

米花象征的爱情也都是短暂的，绚烂而短暂。尤

其让人们惋叹的是，这种极难长成的依米花，花

开放的时间并不长，仅仅两天，它便随母株一起

香消玉殒了。依米花是无比绚丽的花，仿佛要占

尽人世间所有色彩一样。虽然它开花之后只能活

两天，因为开花意味着它的生命的完结，但它还

是不放弃，更加倍的努力。可能，不对，是一定

。它一定在脑海里有这样一个信念：无论什么样

的花朵，上天都会让她美丽一次。

非洲的水分是很少的，很难想象依米花是怎

样生存、怎样养索取水分的。非洲的植物一般都

有很强大的根，但依米花却没有，它只有惟一的

一条主根，孤独地蜿蜒盘曲着钻入地底深处，寻

找有水的地方。那是一个需要幸运和非凡努力的

过程，一株依米花往往需要四至五年或六至七年

的时间在干燥的沙漠里寻找水源，然后一点点积

聚养分，在完成蓓蕾所需要的全部养分后，它开

花了，虽然开得美，但对它来说，却是死亡的征

兆。所以在它最美丽的时候，它因耗尽自己的所

有而死亡。

假若依米花生长在水草丰沃的地方，它将会

美丽一辈子的。偏偏，它的家在荒漠、偏远的地

带，注定只能美丽一次。它开了花，但它不会后

悔，因为它在生命的尽头永远地笑了，他知道自

己永远不会再孤单了。 与其它的花相比，为什

么大家都不去仰头看看依米花呢？生命一次，就

注定只能美丽一次。这样，经过顽强地跋涉、漫

漫地求索，在生命的尽头，终于能绽放出自己的

精彩。

这就是人间最好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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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妳，我可以坐擁天下
沒妳，我的世界依然偉大

最好命的女人往往就是外表温柔但内心强大的女人，她

们懂得用女人的方式赢得世界。内心足够强大，才能在生活

中不争抢、不焦虑、不浮躁，淡定从容，做一个安静优雅的

女人。 内心的强大，是女人一生幸福和成功的终极秘密。

婚姻的本质是一场合作，只要是合作，就存在资源匹配

的问题，你飞的太快了，你就会把对方甩掉，你飞的太慢了，

你就会被对方甩掉。为什么农村的婚姻如此的稳固？因为，

夫妻俩都没啥进步，基本一辈子都处于同一水平线上。越是

天才，越是企业家，越是明星，越容易离婚，不是因为他们

变心了，而是飞的太快了，对方跟不上步伐了，离婚是必然，

夫妻间的高度存在大差异时，这种关系是不可调和的，现在

很少有夫妻，因为一方进步慢了，另外一方愿意等等对方，

一起人人携手前行的。更多的是直接离婚。

从这个角度可以看出，夫妻之间最可怕的关系，就是一方

在前进，一方在原地踏步，当自己的老公飞的太快时，你不要

窃喜，而是应该有危机感……他已经爬到20楼了，你还在5楼，

他在20楼遇到了一个姑娘，这个姑娘跟他携手继续爬向21楼，

慢慢的，他就会淘汰你，因为你跟不上他的节奏了。

女人最大的错误，就是为最爱的男人放弃了事业。最后

成了，经济不独立，感情不独立，没有自信的女性。 没有

了事业就缺少魅力，缺少吸引力，缺少新鲜感 ，男人永远

欣赏有自我追求的女人。这种魅力有着致命的吸引力，无关

于美丽，金钱，性格。渴望美好爱情的女人们，先努力让自

己具备值得拥有那份美好的内在和外在吧。

女人的成长比成功更重要。我喜欢这样的女人，穿得起

几千元的大衣，也不嫌弃几十元的T恤；享受得了高档的咖

啡厅，也咽得下路边的麻辣烫；坐得起豪华轿车，也hold住

11路公交车；出席得了高雅的宴会，也嗨得起姐妹们的聚

会；可以小鸟依人，也可以自力更生。有你，我可以坐拥天

下，没你，我的世界依然伟大，这样的女人，才是真正内心

强大与独立的女性。

婚姻愛情如何保鮮
保持婚姻新鮮度的方法與要素

保持婚姻新鲜感的方法：

一、打情骂俏能增添生活情趣

夫妻之间的情趣是要有的，男人与

女人不能说因为夫妻就正经的过日子，

那样太没趣了，夫妻得有一些幽默感，

也可以在适时的时候说一些荤笑话，适

度地调剂一下你们之间的生活，这样会

加深你们之间的感情。

二、建立诚信品牌

夫妻之间的信任其实跟做生意是一

样的，一个人如果做生意没有了信任度，

那生意可能就会打折，夫妻之间也是一

样的，说谎欺骗了彼此，这样会破坏你

们之间的信任感。

三、善用自己的“性”

夫妻之间的性生活可是夫妻最好改

善方法，当然也是爱情保鲜之法，男人

对于性爱肯定是喜爱的，所以你得好好

的利用性，最好是给他一种想吃吃不着

的感觉，这也有助于夫妻之间增进感情。

保持婚姻新鲜感的要素：

1.忠诚 夫妻之间就是要非常的忠

诚，这个与上面的信任是一样的，这不

仅体现在对对方的忠诚，也要让对方体

会到你永远不变的支持和鼓励，这样的

婚姻才能走下去。

2.分担 婚姻属于两个人，虽说婚

姻中的分工不一样，比如说女人在家带

孩子，这并不等于女人就得承担所有的

家务，其中的大事小事自然不必划分的

太清楚，所以事情都可以共同完成。

3.爱屋及乌 这个主要是说对待伴

侣的亲人也要一并的接受，比如婆婆，

媳妇就要爱，比如岳母，老公就要爱，

能够做到接纳和尊重对方的亲人、朋友，

是幸福婚姻的另一个表现。

再好的婚姻，也會充滿爭吵
欢乐出行

1

这一次意大利之行，在托斯

卡纳的一个小乡村里，我们看见

了这样一对夫妻，他们说俩人加

起来正好 100岁。男的是北欧后

裔，金发碧眼，高大挺拔，女的

来自台湾，一头黑发，总是穿着

齐膝的连衣裙。见到他们的那一

刻正好赶上夕阳西下，金色的杨

光把两人的身体勾出一条优美的

弧线，再配上周围的鸟语花香，

真是有如仙境。

这一对夫妇，经营着小镇上

最大的一家外贸公司，说起自己

的生意时，两个人的手总是自然

而然地扣在一起，笑魇如花。

开始我们以为，这对神仙情

侣，一定是珠联璧合，平淡如水。

可细细聊下来，发现我们真的是

错了。他们哪里是平淡的流水，

简直就是火山爆发。据下面的几

个员工说，老板和老板娘打起架

来，男人大骂祖宗八辈，女人嚷

嚷着要回国。男人扔书，女人就

上去抓脸，并且，俩人吵起架来

永远是当着几个员工的面，毫无

避讳。更重要的是，他们俩上演

的武侠片可不是一集，而是连续

剧，他们用实际行动证明：如花

如荼的婚姻真的存在。

开始他们周围的朋友都以为，

夫妻过了这么多年，孩子也大学

毕业了，还这样隔三差五地在他

人面前撕破脸，这对夫妻早晚得

散伙。事实正相反，打架归打架，

两人和好如初的速度往往惊人，

下午刚刚威胁完对方，晚上又手

拉手地回家做饭了。而且，两人

从来不会为了吵架而耽误工作，

几年以来，公司的外贸业务额稳

步上升，公司的规模也越做越大。

真正有可能动摇关系的是情

形往往发生在双方武艺悬殊很大

的情况下，如果总有一个人处于

被压迫的地位，那事情就不妙了。

否则，势均力敌时，男人不赚便

宜，女人也不吃亏。更重要的是，

他们是两个非常相似的人，且有

把公司做大的共同目标，又有婚

姻捆绑在一起的共同利益，这样

的婚姻并不会破。

心理学家这样说：相似性是

促进两个人互相吸引的最大推手，

相似性广泛地反映在人际关系的

多种特质纬度上。所以说，性格

的互补性从来不是婚姻的最强粘

合剂，相似性才是。而我们最喜

欢的人，是对我们的好感不断增

加的人，好感的产生都是来自彼

此认可的相似性。

2

当然，这个来自我们意大利

旅途中的例子不够浪漫，若举个

优等婚姻的例子，我们就可以发

现，成就他们婚姻典范的秘密是

他们之间惊人的相似性。

两次获诺贝尔奖的居里夫人

曾经有着非常美满的婚姻，而她

的第一次诺贝尔奖就是与丈夫比

埃尔 · 居里一起获得的。在《居

里夫人自传》里，居里夫人讲起

他们的相遇以及对于科学的探讨，

发现再也找不到和自己如此相似

的人。于是，他们决定结婚，并

一起并肩研究放射性元素。

在大女儿出生后， 他们的经

济并不富裕，但夫妻两人又是有着

一致的看法：居里夫人应该把主要

精力放在科学研究上，而不是回家

照顾孩子。 除此之外，他们对于

科学的献身精神也有着一致的高度

，对于镭元素的发现，他们并没有

为了经济利益而申请专利，而是直

接把提炼方法公布于众，为的是尽

快促进社会工业的发展，他们俩人

同时坚信：这是最正确的决定。

因此，无论是家庭观，还是事业观

，居里夫妇都是观点相同，步伐一

致，精神共通的。这一点，无疑对

于他们取得杰出的科研成果起了推

波助澜的作用。

3

在吴淡如的一篇文章里，她

说：很多人爱讨论一些抽象的假

设性问题，例如：是找相似的人

好，还是找互补的另一半好？其

实，在幸福的婚姻中，相伴一生

的伴侣，几乎都是“相似又互补”

的。她描述了这样一对夫妻，女

的是非常杰出的女建筑师，有不

少传世佳作，先生是一位优秀的

心内科医师。她的婚姻也很幸福，

两个女儿都年轻有为，一个是会

计师，另一个也是建筑师。

两人恋爱史平淡，由长辈介

绍认识。老公是个理性的人，他知

道她和别的女孩很不一样，她是个

“想在自己人生中做点事”的女孩

。那时，她还在考建筑师执照的艰

辛长路上前进着。挺着大肚子的时

候，她考上了建筑师，一个孩子刚

学走路，另一个还在吃母乳时，她

开了自己的事务所。没有老公和家

人的支持，这很难办到。

她很感谢他的专业，让她不

慌不忙，而她也打造了一座城堡

给她和家人居住。他们对人生的

看法相似：每个人，活着的时候

都该依自己的兴趣与专长做有贡

献的事。哪怕在过程中有喋喋不

休和争执，在所难免。

所谓的优等婚姻，不缺乏争吵，

缺乏的是相似性和一致性。所以，婚

姻中的争吵不是那么可怕。再好的婚

姻，都会充满争吵，放轻松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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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公安论文《浅论形式逻辑在刑事侦察中

的运用》在《警钟》发表后，又获得了全省社会

科学优秀论文二等奖。《山西日报》刊登了获奖

论文的篇名和作者的姓名。这是侦调科的李慧敏

发现的。

她拿着报，到二处刑警队找我。还说要看看

我的这篇论文。我说在家里搁着，她说咋不在办

公室放，让人们都看看，都知道知道，你才给偷

偷地放家了。我说一篇烂文章，有啥看头。她说

保险处长们也不知道这事。我说我没跟他们说过

，她说呀呀呀小曹儿，你也是太低调了。

我说，不过在全局大会发言时，我给念过这

个论文的底稿。慧敏说，小曹儿你还在大会上发

过言？小华说，人家是出席省的先进，跟省里开

会回来发的言。慧敏说，呀呀呀还当过省先进？

小华说，怎么样，你没看出来吧，更低调了吧？

慧敏非要看看我的这篇论文，还说下班就跟

我到家去取。小华告诉她说我家可多书呢，让慧

敏猜猜会有多少。慧敏猜说二百？三百？五百？

小华说慧敏，你想也想不到有多少。我跟小华说

我又做了三个书柜，基本上都

把书摆出来了。

慧敏说，那咱们现在就去

看。小华说不到下班时间呢。

慧敏说，怕什么，处长骂动就

说是我把你们拉走了。

我们三个正要走，有人敲

门说，找曹乃谦。

我一捩头，哇！常吃肉，

常子龙。

我跟慧敏说咱们改日到我

家吧，返回身招呼老同学。

常子龙说刚才到圆通寺了

，是我妈告诉他这些日我是在

处里。

他说有个事想求我给做做

主，我说走走走，到家再说。

他说咱们找个僻静的地方说，

是我遇到个麻烦的事，不想让

别人知道，只想叫你帮我出个主意，看看咋办。

我说要这样的话，那更得到圆通寺，我有大大小

小的任何事，都跟我妈说，事后证明，我妈的主

意是最棒的。

常吃肉是我小学时最好的朋友，我妈也认得

他。对对，我忘了，他的名字后来改成了常子龙

。但我妈不知道，还叫他常吃肉，我也跟着叫他

常吃肉。

他现在是城区冷饮厂的副厂长，经常出差。前

两天刚刚又出差到了秦皇岛，可他比原计划提前了

回来两天。他是早晨六点下的火车，可回了家，半

天叫不开门。好长时间，妻子才把门打开，妻子的

姐夫也在里面，可是孩子却已经上学走了。

我说，你有什么怀疑吗？他说，这还要怀疑吗

？

我妈听了，没做声，连连地点头。

常吃肉说，我想跟她离婚，老曹你说像这种

情况能不能离了？

我说，像这种情况……

我还没说完，我妈打断了我的分析，问常吃

肉，她在你爹妈跟前咋样？

常吃肉说，对我爹妈倒是挺孝顺的。

我妈又问，你孩子多大了？

常吃肉说，有个九岁的女孩。

我妈说，你看，孩子也已经九岁了。

常吃肉说，可是，曹大妈我真想拿刀捅了他。

我妈说，你听大妈一句话，不能。你听大妈

说，看在孩子的面上，也看在她的孝顺上，算了

去哇。

那个中午，在我妈的劝说下，常吃肉终于表

态说，听您的，这回放她一马。我妈说，既然这

回算是把事搅明了，他们以后，那个也不了。

我想起，几年前，她在雁塔服装厂的包装车

间，人们议论到这个问题时，我妈说“有了孩子

能不离最好是不离”这样的话。

我妈在这个事情上的观点，是明显的跟老早

前不一样了。常吃肉走后，我试探着问我妈。我

妈说，招娃子，有时候得有点心胸，该饶人时且

饶人；妈当年没饶忠孝妈，至今是越想越后悔。

看来我妈真的是对孟妗妗有了愧歉的自责了

。

我妈又说，招娃子，记住了没？该让就让让

，就像你在单位也是，让人一步自己宽。

我妈今天说的这几句有文化的话，都没说错

。我说，“该饶人时且饶人”“让人一步自己宽

”，妈您这两句话是跟谁学的？

我妈说，你爹那会儿教娃们背《名贤集》，里

头就有这些话。他们背，妈就拾掇进了耳朵里了。

我妈常常也说些“今日有官坐，明日没马骑

”“为人一条路，恶人一堵墙”一类的话。我常

想，这些话很高级，我妈是只认得三个字的大文

盲，咋就知道了这些话，我这才明白了，原来出

处是《名贤集》。

我说，妈，记住了。

我妈说，记住啥了？

我说，为人一条路，恶人一堵墙。

我妈知道我是在学她，笑着说，一个灰灰。

第二天中午，慧敏和他们办公室的小董到了

我家。

一进屋，慧敏大声喊着说，哇，好气派！

后来她发现我的书是没有规矩地乱摆放着，

我说，没顾得按规律摆放，先这么摆进去，慢慢

的再调整。她说，我跟你调整。

我俩倒过来倒过去地整整摆弄了三个中午，

最后也不满意。

她又建议说，把所有的书都造册登记一下吧

，看看究竟是多少本，总价值是多少钱。

我们试着弄了一中午，没弄几本，她说，这

速度不行，这样吧小曹，你别求整齐了，你先把

它们都按着国别、书名、作者、出版社、价格，

草草地登记下来，给我，我在单位抽空给重新誊

清。

她用我们的“大同市公安局”红头公用信笺

本，在上面画了表格，她又在上班时间里，抽着

空儿，把我给她的草稿都给做了誊清。

总共是 3290册书，总价是八千多元。我的书

都是老早的版本，价格不贵。就拿托尔斯泰的

《安娜•卡列尼娜》说吧，上下两册，才是两块

九毛钱。

她说，这是传家宝，记住啊小曹，十倍的价

格也不卖。我说当然。

我还撕开一个公用牛皮纸档案袋，做了个皮

子，用毛笔字在上面写着“家珍”二字。

这是项大工程。在庆祝时，我让慧敏把她家

的老吴也叫来。

喝酒时我们都说慧敏的性格就像是个男孩。

她说，我知道你们都把我当成了男孩，我跟小曹

整理书加起来最少说也有半个月，他从来就是把

我当成个帮忙的了，半点也没想起我是个女孩。

小董说，他想是想起来了，只是胆胆儿小。

老吴说，跟这种胆胆儿小的人，出不了事。

人们都笑。

“跟这种胆胆儿小的人，出不了事”，这话

让我想起二虎前女朋友妹妹的话“招人哥你啥也

好，就是有点胆胆儿小”。

曹乃谦：“跟这种胆胆儿小的人，出不了事”
大器晚成的曹乃谦一直是文坛上的隐士。他以独特、质朴、充满“莜面味儿”的文字征服了读者，也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终身评委、

著名汉学家马悦然的高度评价。马悦然亲切地称曹乃谦为“乡巴佬”，并将他与莫言一道列为中国当代一流的作家。

近期，曹乃谦的最新作品、“母亲三部曲”的终章《清风三叹》，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马悦然的夫人陈文芬为该书作序推荐。

《清风三叹》用自述散文体的样式，借以九题系列的章法结构，采取散点透视的笔法，述写着作者不同的人生段落。老母离世后，儿子

在人生旷野中踽踽独行，回忆母子情深，回望人生之路的纯诚淡然，让人格外动容。

《清风三叹》全书分三章展开，以作者与养母间的浓浓亲情为线索，讲述了1978年前后的生活细节和工作细节。陈文芬认为，作品

“所有篇章其轴心是‘我’，而所有篇章实际都是在写母亲。”“母亲三部曲”的自传性色彩十分浓厚，采用雁北人叙述方式，语言简

练幽默。文字中蕴含着中国式的留白，从简单的个体人生或家庭故事生发开去，折射出更大范围的历史关照和诗性意义。

以下章节选自《清风三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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