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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展自己的精神疆界
■ 吴建平

望海阁闲话望海阁闲话

青 蚕 豆
■ 潘家龙

岁月情怀岁月情怀

■ 郑月红

人生百味人生百味

学画与情怀诗以言志诗以言志

油菜花开
■ 钟耀辉

生命来来回回，世间人来人往，
我们谁也无法预料明天，只能好好
把握今天。那些错过的，逝去的，离
开的，疏远的，我们只能选择接受，
没必要念念不忘，更不要耿耿于怀。

好在适度，误在失度，坏在过
度。

人生仅此一次，一切无法重来，
别让自己活得伤感，别让自己增添
负担，忘记不愉快，抛弃不值得的。
把美好留在心里，记住就好，把悲伤
置于脑后，淡忘就行。

这其中就有一个度的问题。
每个人都要把握一个度，管理

好自己的内心世界，全面掌控内心
欲望，努力提升自己在名利上的满
足感，在事业上的责任感，在能力上
的危机感，在生活上的幸福感。

把握度，其实就是恰到好处、适
可而止的意思。因此，过分、过量、
过时、过早、过晚、过错等词语，都表
达了超过一定程度所引发的不当的
意思。做人也好，做事也罢，都应有
一个度，正如俗话所说的那样，“好
在适度，误在失度，坏在过度。”

想起了一个出自《论语》的成语
——过犹不及，简单的理解就是做
事超过或不够，都是不适合的。而

“过犹不及”的处世之道，就在于讲
究一个“度”字，它不仅渗透于人与
人之间的相处，更在于个人的修养。

历史上的为人要“半饱”和治家
要“留余”的典故颇为有理。清朝相
国陈廷敬，为官50多年，清廉自律，
甘于清寒，督促自己为人做事要“半
饱”。在河南巩义，有个康百万庄
园，悬挂在主宅大厅的“留余匾”告
诫历代子孙要自觉“留余”，做到凡
事张驰有度，适可而止，留有余地。

“半饱”与“留余”，一是清朝相国官
箴，一是地方士绅家训。以“半饱”
精神去做官，可保洁身自好，全身而
退；以“留余”态度来治家，可保家业
不衰，子孙出。典故从中无处不包
含着要有“度”的意思。

做自己生命的主角，而不是别
人生命中的看客，没有人值得你流
眼泪，真正爱你的人不会让你哭
泣。忠于自己和自己喜欢的一切在
一起，让自己活得无可替代。这里

面同样也有一个度。
当一个人缺乏自律，他做的事

情不是在受习惯和及时诱惑的影
响，要么就是被他人的思想观念所
扰，几乎永远不可能去做内心真正
渴望的事。

说话做事为人，如果不能做到
进退有度，取舍有度，就很可能陷入
物极必反的桎梏之陷阱。

有些人觉得做人要真，所以说
话要直，其实不然。

其实，生活中处处要讲究和把
握个度。说话要适度，做事有气度，
家庭有温度，工作有力度，交往有弧
度，胸怀要大度，读韦有厚度，视野
有宽度，理论有深度，办事有速度，
事业有高度，吃喝勿过度，锻炼为常
度，享受有合度，寿命有长度，把握
这些度貌似有难度。

平时，我们写“真”字，是“直”下
面还有两点的，也就是说，一些真
话、直话，也要保留两点，留有余地，
不分时间、场合、对象就实话实说，
想到什么就说什么当然是真，但实
话全说就难免变成为一种蠢！

“君子不失足于人，不失色于
人，不失口于人”，了解别人，你是智
慧；了解自己，这是高明，当你渐渐
克制，朴素，不怨不问不记，就会体
会生命的盛大与光华。

处身于社会生活的广袤原野，
如果每个人都捧着一颗真心，葆有
一份诗心，在诗意中传递一份真爱，
那我们就不难在喧嚣中找到内心的
安宁，大大拓展自我的精神疆界。

“求个良心管我，留些余地做
人”这样俗语，在当下其实仍未过
时！

步入四月，江南农家餐桌上定
会多一道美食——青蚕豆。蚕豆
怎么做都非常好吃，咸菜煸蚕
豆、蒜苗炒蚕豆，还可以蚕豆板
炒鸡蛋，酸菜竹笋豆板汤则最为
鲜美。蚕豆菜的做法花样百出，
现剥现炒，连着皮吃也很嫩，口
感酥糯，满嘴清香。

蚕 豆 ， 有 客 豆 和 本 地 豆 之
分。产自上海郊区的称本地豆，
赛如小家碧玉，与客豆相比，豆
粒小，上市早，更糯而嫩。爱尝
鲜的主妇，去菜市场将本地蚕豆
买回来，剥去豆荚，一颗颗绿莹
莹的蚕豆，带着春息，在手指间
滑落。油炒、放盐，撒一把葱
花，蚕豆香扑鼻而来。

傍晚，在乡野散步，偶尔在
田埂边顺手采几颗青蚕豆放进嘴
里，一股儿时的味道让人回味无
穷。正如范淹桥在 《茶烟歇》 中
写道：“初穗时，摘而剥之，小如
薏苡，煮而食之，可忘肉味。”将
青蚕豆煮而食之，味道竟然赛过
了肉味。

清明前后，裹在豆荚里的蚕
豆，饱满得像是要将长长的蚕豆
荚撑爆裂似的，再也耐不住睡在
豆荚中的寂寞，蹦达着，都想早
早来到餐桌上。初夏的蚕豆，丰
硕肥壮，虽不及春蚕豆那般水
嫩，但又粉又糯，食之如饴。端
午节一过，豆荚则由绿变黄，再
成灰褐色，堆在菜摊上的蚕豆，

“豆”老珠黄，身价一落千丈。
小时候，每逢蚕豆落令，母

亲干脆将蚕豆荚连棋留在田里，
待豆棋完全干枯后一起收回去摊
晒在打谷场上，用竹板“噼啪、
噼啪”将蚕豆打出来，摊放在通
风处晾干，或放在太阳下晒几
天。待到西北风紧，窗外飘起雪
花，菜市场的蔬菜，既少又贵，
母亲将干干硬硬的蚕豆拿出来放
在水里浸泡，剥去豆壳，将豆瓣
煮至将熟未熟时，再放入色黄如
金的雪里蕻咸菜，不需放油，更
不加任何佐料，一锅咸菜豆瓣汤
很快就上了桌。一尝，豆酥，汤
鲜，雪里蕻脆嫩脆嫩，那样的味
道，直到今天我都没有忘。

清代美食家袁枚，对于青蚕
豆也是推崇备至，他在 《随园食
单》中说：“新蚕豆之嫩者，以腌
芥菜炒之，甚妙。随时随采方
佳。”前些年我在一家餐馆也品尝
过，果如袁枚所说，其味“甚
妙”。但总觉得有点暴殄天物，近
乎奢侈。印象中，母亲那时候是
专拣老蚕豆，与咸菜同炒。母亲
是一位农家巧妇，不仅将蚕豆何
时用来清炒，何时与咸菜同炒，
或与雪里蕻一起煮汤，掌握得时
有分寸，而且还将蚕豆“一物多
用”，绝对是恰到好处。

我记得，除了咸菜豆瓣汤，
母亲有时还将又于又硬的老蚕
豆，用来做发芽豆，俗称“微芽
蚕豆”。在清水中泡一二天后的干
蚕豆，变得胖胖软软的，倒去
水，用湿布盖上，不消几天，揭
去湿布，见那蚕豆，发出了银白
色的嫩芽，用清水一冲，入锅煮
熟，放入五香粉少许，一盆五香

“微芽蚕豆”就做成了。酥糯、微
辣、甜津津，香味扑鼻，拿来与
昔日大队下伸店所卖的五香蚕豆
一比，竟然毫不逊色。

一个画画的人爱看电影，这是
黄有维老师另一个可爱之处，也是
我喜欢这个年课的原因之一，因为
正中下怀，我也是个爱看电影的
人，尤其英伦片。

做插班生 2 个多月，凡是老师
推荐的电影我都一个不拉的看
上。记得那部《掬水月在手》电影，
没想到网上没有，只能上影院，让
女儿帮着找自家附近的，结果排
片在交作业截止日后。那天我特
意和小妹换了班，（母亲住院四姐
妹 24 小时轮值陪护），晚 17：10
分，40 元一张。女儿当时一脸的
疑惑，什么电影妈妈这么执着去
看。那天我早早赶到影院等候，
入场发现200多人的厅里只有我一
人，包场！约 10 分钟后一位女士
进场，我很想去问她，是不是也
是学画的。

这部大众又小众的片子，因
为是记录片，整个节奏很舒缓，

让人身心放松如催眠，我竟然打
起盹来。但又不时的醒来，只怪
自己怎么可以这样。想起黄老师
在上直播课时用湖南腔的吟诗，
耳边似乎听到伟大领袖毛主席那
句经典的湖南腔“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了！”看影片中叶嘉莹女士
吟诗像在唱山歌小调，立刻想起
了我父亲生前看书读报也是这样
阿腔阿调，每次我不明白为啥要
这样。现在知道了，父亲小时候
读私塾，爱看古文，骨子里的东
西情不自禁地流露，就是叶嘉莹
说的中华文化的遗音。可是，那
时候我一直以为父亲是南下老干
部，普通话说不好，学历不高，
所以只能这么唱山歌似的读书看
报。影片中，叶嘉莹靠一己之
力，不遗余力地把中华民族这种
遗音传播和流传下去。现在黄老
师让我们去看电影，也是见缝插
针的推广民族文化。我也庆幸自

己在 2017 年主编出版了 《老爸诗
集》，虽然很私人的事，但诗集记
录了历史，反映了那个时代，也
给后人认识世界多一扇窗。

老师说的电影《情书》，看了
大半天没见雪景，原来错看了同
名的另一部。当终于看到了日本
版 《情书》 里有雪景，但还是不
见漫天飞雪，基本跟着剧情走。
电影里虽然没有故事中说的男主
角藤井树君雪崩遇难场景，但我
脑海里展现了老师上课时说的约
翰．派克那张水彩画《雪瀑》，自己
也曾临摹过这幅名画，似乎感受到
了那场致命暴风雪的狰狞。此刻，
我似乎明白了黄老师一贯强调的，
学画容易，要有“情怀”难。

前些天，老师又推荐了一部
英国电影《真爱至上》，虽然我曾
经看过，但如今再看，怎么都与
画画无关。因为即不是 《大白
鲨》《完美风暴》 中的惊涛骇浪，

也没有 《小森林冬春篇》 里日本
的田园风光，更不是 《特纳先
生》 介绍画家人生的。片子是说
圣诞节前的人们，上至英国首
相，下至平头百姓，不任身份地
位悬殊，不管肤色和国家，只要
心中有爱，就请大声说出来，是
部有情人终成眷属的喜剧片。

为啥让我们看这部片子，也
许，老师的女儿在英国留学，因
为临近春节，但疫情不能回家，
做父亲想念孩子了。而这部片子
传递了一种美好的愿望，特别在
当下新冠病毒肆虐全球，更需要
人人心中有爱，让世界充满爱。

就像有人问黄老师为什么他
的画总是那么美。他常常自豪地
回答因为心中有爱。他一再强调，
要有情怀。一个学画的人，首先要
爱他所画的人和物，只有喜欢，才
能下笔如有神。笔下有爱，作品才
有生命力！

春暖花开早
油菜也来凑热闹
边开花边结果
喜欢节节高
身披黄袍却不骄不躁
遍地金黄全身是宝

绿油油菜叶把花儿捧好
花丛中勤劳的蜜蜂嗡嗡叫
彩蝶恋花翩翩飞舞着围绕
花儿朵朵爱护很需要

菜花节上处处有欢笑
金黄丛中情侣忙着拍照
拗造型与蜂蝶比撒娇
笑容灿烂与花朵争妖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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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 感
（数字美术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