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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歌手范晓萱的《数字恋爱》
中，深情款款的表白“我爱你”被简
单成“520”，并由此延伸出了 5月
20日网络情人节。而鹊桥谷则让
爱情、婚姻、家庭的真谛和本真，得
到了很好的还原。近日，有幸受邀
参加了“杭州市百车千对情侣自驾
牵手铜钹山鹊桥谷活动周”，深感：
爱情表白胜地，非此莫属。

鹊桥谷景区位于江西上饶广
丰国家AAAA级旅游景区铜钹山
九仙湖湖边。鹊桥谷爱情小镇把
牛郎织女的爱情传说从天上搬到
了人间。传统的爱情文化与现代
家庭婚姻文明在此碰撞，擦出了美
丽的火花。

远远地，就听到喜庆的唢呐、
笙、箫、锣、鼓、笛子等在吹吹打打，
好像一场盛大的婚礼正在进行
中。我不由地加快脚步，走进爱情
地鹊桥谷。但从“鹊桥谷”牌坊开
始，我就落单脱离了采风队伍，因
为我不想错过每一条我碰到的诗
词赋联。每一条都是那么有文化
内涵，那么高雅，那么坚贞不渝。
既有风花雪月的浪漫，又有人间烟
火的真切。而爱情婚姻生活不是
本该如此吗？

仿汉唐风格的木质牌楼正反
两边都有对联，正面上联是：翠谷
结缘，直许一生同白首。下联是：
银河共渡，但教永世系红绳。反面
对联上联是：闲为水竹云山主，下
联是：静得风花雪月权。

一瓢亭，是我特别喜欢的地
方，也是我待得最久的地方。在这
个亭子里，人们可以远眺九仙湖。
有句古话叫做：弱水三千，只取一瓢
饮，红尘万丈，愿得一人心。也就是
无论沧海桑田，我只爱你一人，永不
变心。这是世界上最美丽的情话，
也是爱情本该有的模样。

人世间纵有百媚千娇，我独爱
你那一种。男女情侣要是在这个亭
子里面朝九仙湖向对方许下誓言，
仙人听到就会保佑你们成真的。

定情门，可谓是整个景区的中
心。而这定情门前穿着唐朝士兵

服的塑像，也是有讲究的。常言道：
心动易得，情关难锁。所以有士兵
帮助牢牢把住情门，才能让我们做
到始终如一，专情一人。都说，爱情
很容易，相守却很难。真的是用心
良苦！

在城楼上，也会有《大话西游》
至尊宝和紫霞仙子那段经典对白的
场景复原演出。

宴尔堂，位于“钟情”广场边，在
这里可以观看“钟情”广场的婚恋主
题表演《凤求凰》等节目，也可以远
眺九仙湖如诗如画的美景。这里一
层是婚姻民俗文化的展厅，二层就
是演奏大厅，定期会有文艺演出。

婚博馆，主要展示古今中外婚
姻文化，里面还有孙中山（孙文）和
宋庆龄的结婚证呢，而且据说是真
迹哦。五花八门的婚姻民俗，一定
会让你叹为观止。

海誓塔，取自山盟海誓的意
思，下面的池子叫明心池。为了见
证人们的真心，可以迎着风，对着池
水大声喊：×××，我爱你！如果
池水起了皱纹，说明是在笑你，口不
对心哦。

山盟祠，是整个景区的最高
点，站在山盟祠前面可以俯看整个
景区全貌，让你犹如身在九重天的
感觉。从灵犀池开始，沿着石阶一
路往上走，寓意着步步高升，日子一
天比一天好。山盟祠里供奉有送子
观音，两边是传说中的紫竹林。

世俗爱情从牛郎居开始，我们
这些凡夫俗子从山底不懈攀登，经
月老轩长廊一线牵引，又回到了当
年爱与被爱的神殿堂。尽管青春不
再，但感觉有一股强大的背推力量
促使你精气神焕发，这就是励志殿
堂意义所在。

景区内所有牌匾均为江西省
书法家协会常务理事王维汉先生
所写，笔锋苍劲有力潇洒自如，蕴
含了鹊桥谷对世间真情所爱主题
的由衷祝福。走在鹊桥谷“爱情
村”天街，欣赏唐风遗韵的建筑，一
副副唯美爱情对联，赋予了爱情新
的内涵。

“今天早上我在这家早餐店
买的豆奶，但是我吃的时候发现
已经有点发酸变味了，和老板讨
要说法，但是他却不理睬我，所
以我只能找你们帮忙了。”日前，
家住湖州市南浔区石淙镇的赵
先生显得有些无奈。

赵先生因为平时上班时间
比较早，所以每天的早餐都是在
早餐店解决。那天，赵先生也和
往常一样，在位于当地石淙镇的
一家早餐店购买早餐，花了 5元
钱买了 2个包子还有 1袋豆奶。
当赵先生打开豆奶喝的时候却
发现味道和往常的不一样，味道
有点发酸。赵先生马上和店家
理论了起来，表示该豆奶已经变
质，要求店家退换并作出相应赔
偿。但早餐店老板坚称这个豆
奶是近日进的货，外观看上去也
不存在“胀包”的现象，而且是在
有效期内，坚持不退换不赔偿，
双方因此发生了口角。

南浔区市场监管局石淙市
场监管所的工作人员立即赶到
现场了解相关情况。现场查看
后发现，这袋豆奶和现场未销售
完的豆奶的确是在保质期内，而

且商家也提供了相应的进货凭
证，照理说不应该会发生上述情
况。工作人员仔细查看外包装
发现，该豆奶需要冷藏保存。会
不会是因为豆奶的储存条件问
题，才导致了豆奶变质？可商家
表示，他所销售的豆奶都是冷藏
保存的，并当场打开冷冻冰柜给
工作人员查看。工作人员通过
对商家进一步了解，终于发现了
问题所在：虽然商家是按照冷藏
要求进行了保存，但豆奶在销售
时都是经过加热后进行销售的，
当天没卖完的豆奶又重新放进
了冰柜冷藏，如果反复加热和冷
冻，就可能会导致豆奶变质。最
终在市场监管所工作人员的调
解下，店家终于答应退钱，并对
赵先生作出适当的补偿。

市场监管部门提醒广大经
营者，应自觉做好销售商品的索
证工作，并及时查看销售商品的
保质期限，还应当严格按照食品
的相关储存条件进行保存。广
大消费者在购买食品过程中，如
发生自身权益受损的情况，可向
当地市场监管部门、消保委等进
行投诉举报。

日前，笔者在开化县城南湖
看到不少黑天鹅和白天鹅来到
湖边嬉戏找食吃，吸引了不少游
客观光拍照。由于开化环境优

美，河、湖水质清澈见底，从外地
飞来不少天鹅、野鸭、鸥鹭、大雁
等 珍 稀 鸟 类 ，聚 集 到 这 里 安
家。 齐振松 摄影报道

六一国际儿童节又快到了，
这使我忆起多年前的一次与国际
儿童节有关的采风。

“童话王国”丹麦连外交事务
也很“童话”，在“丹麦-中国旅游
年”活动期间，丹麦外交部邀请中
国京、津、沪、西（安）杭（州）五地
记者，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前往采
访。

“六一”早晨的哥本哈根市区
某小学，大门洞开，操场上空空荡
荡，不见旗帜标语也不见欢迎师
生，记者团如入无人之境。沿着
教学楼拾级而上，路过生活区域
时，只见老师们正给孩子穿衣。
半裸状的孩子们成一字排开，白、
黄、棕、褐、黑，肤色缤纷，煞是好
看。

一阵轻音乐过后，孩子三三
两两地走进教室，各色人种，各种
穿戴。有几位孩子不愿进教室，
坐在过道地板上玩起纸牌或戏耍
打闹，这些都是允许的。由于中
国记者团观摩的需要，有一个班

必须全员到位。这是25人的小学
一年级班，课桌成方城式摆放，中
心点为老师讲台。孩子们两两而
坐，唯有一胖女孩坐在老师讲台
前侧。老师解释，孩子们的桌友
都是自己选择的，而且每天换，这
样就会有一人被“落单”，只能与
老师作伴。教育也就此切入：做
人要热情、礼貌、合群，否则没人
与你成为同桌好友。丹麦的初小
教育不太注重知识教学，而是注
重教孩子们如何与人和睦相处，
如何学好语言和才艺。

班主任女老师看着不到 40
岁，中等个子，她先给孩子讲故
事，然后上数学课，接着又弹起吉
他上起了音乐课，标准的“全科”
老师。她说，丹麦小学老师不太
好招，所以大部分只好当“全科”
老师。课上完了，老师对小朋友
们说：“今天来的是亚洲的中国朋
友，你们知道中国吗？知道的请
举手。”然后就是各种回答，有说
爸爸去过中国的，有说风筝是中

国的，有说中国人吃饭用“两根木
棒”的，也有竟说中国房子屋顶是
草做的。大多孩子只听不说，有
些甚至一直在私下交换纸牌，老
师看到也不劝阻。我坐教室最
后，无意中发现墙上有张世界地
图，真是无语，中国版图上标志的
竟是一辆黄包车。丹麦人对中国
确实知之甚少，同时他们也认为
中国人对当前的丹麦也知晓不
多，所以丹麦外交部诚邀中国记
者前往采访，以让更多的中国人
了解丹麦。

要告辞了，老师说：“大家送
送中国朋友好吗！”立马有七八位
小朋友像小鸟似的跟我们下了
楼，楼梯顿时传来“嗵嗵嗵”一阵
响，没想到“小鸟”们下了楼就直
奔秋千而去……

下午去了一家远郊的私人养
猪场，场主是位 30多岁的丹麦汉
子。他雇了 3 名工人，圈养 3000
头肥猪，全是机械化喂饲，每头猪
要达到 300公斤才能出栏。记者

们都说这辈子从未见过如此夸张
的猪，心中却暗生疑惑：不吃精饮
料（激素）能长成这样？

场主邀我们去他家别墅休息
一会。场主夫人酷似安徒生童话
里的白雪公主，金发碧眼，又白又
有气质，且热情好客，不断地为我
们递水果、蛋糕和咖啡。两儿子
超萌，一位 5岁，一位 7岁。说到
孩子，场主一声叹息，说这里离哥
本哈根城区太远，附近又没学校，
孩子没法正常求学。哥市有寄宿
学校，但每周只能住 4天，有 3天
必须接回家。猪场工作太忙，又
很难招到员工，实在没办法接送，
所以孩子的幼儿和小学教育只能
由妈妈传授。

场主夫人原是哥市养猪协会
秘书长，一次开会结识了场主，渐
渐坠入爱河，最后喜结良缘……
来到这里几乎与世隔绝，每天过
着枯燥乏味的生活，场主夫人说：

“最苦的是孩子，对外面的世界了
解甚少。”她几次要丈夫将养猪场

卖掉，然后将家搬到哥本哈根
去。可场主就是割舍不了，因这
是他父母一辈子创下的业绩。

从来就知人口众多的国家这
难那难，听了丹麦养猪夫妇的故
事，方知人口稀少的国家也是这
难那难。

从养猪场出来，路过著名的
长堤公园港口时，丹麦陪同人员
说“美人鱼”雕像就在港口边。

“美人鱼”是丹麦王国的标志和
象征，我们自然不肯失之交臂。
港口的海风特猛烈，吹得大家像
个“不倒翁”，不敢前行，只得远
远地望一望盘坐在岩石上傻傻
眺望远方的“美人鱼”，唯有火红
的彩霞伴着她，并将她染得更加
清纯可人。

已是傍晚6时许，黑暗终于带
走了长堤公园上空最后一抹光
亮。“再见了，美人鱼！”“再见了，
童话王国的儿童节！”中国记者难
忘的丹麦“六一”行就这样画上了
句号。

因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近期
回老家看望父母的频次减少。

上个周末，我回去看望父
母。和母亲闲唠时，母亲无意中
说家里的洗衣机坏了，现在因为
疫情找不到人修理。我早想给
父母换一台洗衣机，父亲就是不
让，总说修修还能用。我到卫生
间一看，洗衣机确实太旧了，有
些不像样子。我对母亲说，我好
久没在老家的街上转转了，想让
她陪我出去走走，母亲欣然答
应。

出了门，我把母亲带到家用
电器商店，让她挑选一台新的洗
衣机。她说什么也不肯，我咨询
过服务员后，硬给她买了一台，
下午就送货到家。试了试，新洗
衣机轻便又没有噪音，母亲围着
洗衣机左看右看，看得出来她很
喜欢，不过嘴上却说：“干吗要花
钱换台新的呀，那台修一下还能
用的。”父亲看样子有些“生气”，
说我乱花钱。

母亲私下和我说：“你爸就
知道节约水，每次洗完衣服的
水都放在洗衣机筒里，留着好
冲厕所。上次修理洗衣机的人
都说了，这样存水洗衣机容易
坏。说他也不听，就怕浪费了那
点水。”

其实，母亲还不是一样，买
回家的食品，只要不做熟了端上
饭桌，总是要放进冰箱，要等到
我们都回来的时候再吃，还说什
么：“我们老了，胃口都不行了，
吃什么都不好消化。”新给她买

的老花镜不知放到什么地方，还
坚持用着断了腿的那一副，说这
还能用，扔了怪可惜的。

父母这一辈人，都是受苦出
身，他们的童年时代是吃不饱饭
的经历，青年时又经历过“低标
准”的时期，后来又生活在“新三
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的
艰苦岁月里。等到改革开放，日
子好过了，他们已年近半百，而
在那些艰苦岁月里养成的节俭
习惯再也没有改变。

看到父母节俭甚至到了吝
啬的程度，年轻的时候很不理
解，也曾怪他们不会享受生活。
待我组建小家时，父母却慷慨拿
出自己多年的积蓄购买当时还
很昂贵的家电。后来买商品房
时，又是父母出资支付首付。为
了那些巨大的开支，父母掏出自
己几乎全部的积蓄，也没有半点
怨言，只有尽了自己所能之后的
快慰。那时，我才明白了父母的
吝啬不过是对他们自己，对子女
却是倾其所有的慷慨。

和朋友聊天，说起父母的吝
啬，大家似乎都有同样的感受。
似乎天下的父母都有一颗吝啬
之心，他们节省一度电一滴水，
他们珍惜每一粒粮食，因为他们
更知道每一分辛苦赚来的钱都
来之不易。唯有为子女的付出，
他们从不吝啬，也不考虑值不
值。我真的理解了，父母为子女
的付出是源于爱。那些爱就像
阳光，毫不吝啬地拥抱着我们，
温暖着我们的一生。

父坛子，就是父亲留下来
的一个坛子，盛米用的。这个
坛子高 38 厘米、腹径 36 厘米，
几经搬家一直伴我左右，现藏
于我住的梅花草堂。每当看到
这父坛子，我总会想起父亲的一
些事来。

父亲名叫谢有财，祖籍萧山，
生于 1923年，卒于 1967年。父亲
未上过学，当过学徒工，手头有点
技术。父亲英年走的突然，那年
我才11岁。父亲生前在余杭米厂
工作，1952年从余杭县城调至仓
前分厂，在轧米车间当班。那时
一家八口人，生活相当困难，主要
靠父亲支撑。父亲除在米厂积极
工作外，另经常到老坟斗塘河边
垦荒。父亲在荒芜的土地上，用

铁耙夜以继日地翻掘，淘出一块
一块菜地，种了许多蔬菜，如南
瓜、毛豆、豇豆、蚕豆、青菜、包心
菜等。

父亲人长的高大，鞋子要穿
44码。父亲平时吸烟但不喝酒，
香烟吸的是 8 分钱一包的雄狮
牌。父亲的脸上，总烙印着那个
时代的营养不良，嘴边的胡须也
泛着微黄。

父亲除垦荒种菜添补生活
外，还在家里养起了兔子，因为
兔毛长了剪下来可增加收入。
冬天草料少，父亲冒寒踏雪割回
自家种的青菜喂兔。事也凑巧，
邻家的菜地，青菜被人偷了，雪
地上留下很大的脚印，有人据此
怀疑这小偷是父亲。这冤枉人

的话传到父亲的耳朵里，父亲自
然要上门去说理。与人吵了一
场后，父亲回到家里，一气之下
将 8 只兔子活活摔死，并将兔笼
也烧掉。从此以后，父亲在家里
就没养过兔子了。事过多年，那
个偷菜贼竟然被人揪了出来，邻
里这才明白过来。

冬天里，父亲会用一个 2 米
长的毛竹筒放“排洞”捕鱼。夜
深了，父亲会将“排筒”放入运
河里，系着“排筒”的草绳另一
头绑上一块砖头，又将砖头沉入
离岸 2 米的运河里，并在岸边做
好记号。差不多清晨 5 点，睡梦
中的我，常被父亲拖了起来去捞

“排筒”。父亲先将带有钩的小
竹竿伸入河里捞起砖头，随后轻

轻拉着草绳，慢慢地将“排筒”
拎出水面。“排筒”快出水面时，
父亲将右手掌紧贴在“排筒”一
头，左手将绳索提竖起来，水从
右手掌的指缝里漏出，鱼被堵在
了“排筒”里。这时，只听到鱼
在“排筒”里“啪啪”蹦跳的声音
呢，那一刻我不知有多高兴呀。
父亲捕的鱼有鲇鱼、汪刺鱼、鳗
鱼、鲥鱼等。

夏天，父亲还会带我去田畈
里抓黄鳝。父亲在前，我拿着竹
篓在后，在田塍坎上走来走去，
人晒得墨黑。一旦黄鳝洞找到，
父亲能识出近日有没有黄鳝进
出。若洞中有黄鳝，这鳝百分之
百要进我竹篓的。父亲抓黄鳝
那是相当厉害，技术细节这里我

就不详说了。父亲抓来的虾、
鱼、泥鳅、黄鳝，都在米厂伙房与
同伴共享，父亲从来不独吃。

上个世纪 50 年代国家号召
大办钢铁厂，父亲也是积极参
与，将家里的 3 只铁锅都捐了。
1957 年 8 月，正是国家大办钢铁
厂之时，我来到了这个世界。父
亲教育子女特别严，只要有人上
门来告状，就要在头上吃几个

“栗子”。父亲的手大，给他扇一
个耳光，人会打转的。

岁月如梭，几十年过去，父
坛子是唯一传下的物质财富；父
亲传下的精神财富是，勤劳朴实
友善爱国。这普通的父坛子，让
我免于做啃老族，并一直激励砥
砺前行。

真 情时分

珍藏的父坛子
○谢国刚

生 活中来

父母的吝啬
是爱心

○玉禾

耳 闻目睹

鹊桥谷
谈情说爱胜地

○王珍

信 息传递

经典文化与本草食养的佳作
○余小沅

国 外见闻

在童话王国过“六一”
○顾金生

善 意提醒

保质期内的豆奶
怎么变了味

○孙建新 章剑峰

环境优美
引来珍稀鸟类

隔代相亲 郭建生摄

最近，由浙江省中医药研
究院博士生导师陈永灿主编
的一套经典文化与本草食养
全民读本，在抗疫斗争中引起
了相关人员热议，认为这是一
套深入浅出，弘扬中医，提升
免疫，抗击疫情的好书。全套
6 本的书名为：《鉴古诗品药
茶》《鉴古诗品药酒》《鉴古诗
品药点》《鉴古诗品药膳》《鉴
古 诗 品 药 粥》《鉴 古 诗 品 补
汤》。编者在浩瀚如烟、汗牛
充栋的古代诗词文学典籍中
钩沉抉微、爬罗剔抉，从中精
选出 2000 余篇苏轼、陆游、王

安石、黄庭坚等名家有关药草
养生的诗词歌赋，分门别类，
精细考证，中医解读，堪称为
治病、养生、抗疫的文化经典。
这喜闻乐见的文学、科普、中医
新篇章，对中医药的推广、发展、
传承、深研具有一定的贡献。

如王安石诗云：郁金香是
兰陵酒，枉入诗人赋咏来。编
者考证古籍中的郁金香，就是
现在人们说的西红花。郁金
香原产波斯，女人常食，皮肤
润泽。后入中原，名西红花，
泡酒具有活血化淤，美容养
颜，解郁安神，提高免疫力的

功效。编者把中药材枯燥的
来龙去脉，药性药理，活泼有
趣地解读出来，让人一卷在
手，可粗通中医药了。

中医药学凝聚着深邃的
哲学智慧和中华民族几千年
的健康养生理念及其实践经
验，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
也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
匙。我们要借古鉴今，推动中
医药健康养生文化的创造性转
化，重在实践和养成相给合，达
到外化中医健康养生理念于
行，内化中华优秀文化价值于
心的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