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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读到一篇文章，讲到世界上
有“四好”，其中一好是中国的爹娘。
作者笔下的中国父母是这样一种形
象：工作为了孩子，赚钱为了孩子，一
切为了孩子；拼尽全力把孩子养大，老
了却成了儿女们的手下败将。

看完后心里五味杂陈，我身为人
父多年，还有高堂老母健在，对中国式
父母可谓感同身受。

周末回老家，吃过午饭正准备休
息，母亲叫住我，告诉我她的手机坏
了，然后小心翼翼征求我的意见，是修
一下好还是买个便宜点的新手机。她
的手机用了七八年了，也该寿终正寝
了。正好我家里有部闲置的旧手机，
能正常使用，就决定把它送给母亲。
让我感到有点不自在的是，母亲在拿
到手机那一刻，竟向自己的儿子客气
地表示了谢意。当然母亲有了“新”手
机，还是挺高兴的，当着我的面，拨通
了我姨的电话，海阔天空地聊了半
天。放下电话以后，母亲似乎意犹未
尽，脸上堆起笑容，试探着问我：“下午
有没有空？能不能拉我去你姨家坐
坐？”我着急回去赶牌局，心里不悦，脸
色自然不太好看。母亲忙不迭地说：

“不挡害（碍事），你忙的话，下次再带

我去。”说这话的时候，她脸上依旧堆
着笑容，但眼神里分明透着遗憾，还有
一丝期盼。最终我还是推掉了牌局，
一路上能感觉出她虽然高兴，却为耽
搁了我的“正事”感到内疚和不安。

哀哀父母，生我劳瘁。可怜中国的
父母们，在子女面前的“卑微”，不知不

觉中成了生活中的常态。子女越长大，
他们越谨慎，越不知所措。父母付出
了，儿女们知道感恩，懂得回报还好，普
天下有这样一类父母，倾尽自己的所有
和所能，满足了孩子，却把孩子养成了
白眼狼，这才是为人父母最大的悲哀。

村里有户人家，老两口都年过七
十，按说到了含饴弄孙、颐养天年的时
候了，可他们除了种地就是打工，舍不
得吃穿用度，累出了一身病痛，一年辛

苦挣下来的几个小钱，几乎全部填送
给了儿子。亲朋好友们劝他儿孙自有
儿孙福，不要过于委屈了自己，他俩只
是摇头苦笑。这老两口就这么一个儿
子，打小娇生惯养，长大后不学无术，
整日无所事事，现如今一把岁数了，不
学着努力挣钱，反倒抱怨父母不能给

他一个“富二代、官二代”的身价，稍不
如意，对二老轻则呵斥谩骂，重则拳脚
相加。有一次他本家一位叔叔看不
惯，准备把这个不肖子给教训一下，他
的母亲见状，非但不感激，反怨人家多
事。正应了那句老话，“可怜之人必有
可恨之处，可恨之人必有可悲之苦”。

母苦儿未见，儿劳母不安。中国
的父母实在是太伟大了，他们从把孩
子带到这个世界上开始，便尽其所能，

倾其所有，只怕子女们受不到最好的
教育、过不到最好的生活，而唯独不怕
委屈了自己。他们竭力付出了，或许
心中有一个美好的愿景：等老了那一
天，会得到儿女们加倍的回报。但等
他们逐渐老去的时候会发现，他们的
儿女开始把大部分的精力和财力放到
了孙辈们的身上，且不说要求加倍回
报了，连盼儿女“常回家看看”都成了
一种奢望，这就是现实。

有时候我在想，古人“棒打出孝
子”这句话还是有一些积极意义的，严
厉的父母往往能教育出懂事的孩子。
智勇多困于所溺，太“能干”的父母，无
限的溺爱，一味的付出，反倒养不出感
恩的孩子。未成年时，人的可塑性是
很强的，如果父母“包办”的事情太多，
就很容易让孩子失去责任心。所以父
母的爱，并不是无穷无尽就好。

元曲里有句台词很经典：咱人有子
方知不孝娘，岂不问哀哀父母情肠。愿
天底下做儿女的，都能包容父母的小过
错，原谅他们的不完美，能看见父母的
身前笑，也能看懂父母的身后苦。建议
做父母的要学会适当放手，让儿女们知
道感恩，懂得回报。子正父心宽，儿孝
母亲慈，这才是各得其所。

中国式父母中国式父母
□杨东

神光时自发，灏气远相连。
烟台长岛，镶嵌在烟波浩渺的渤

海上的如黛群岛，被世人誉为“海上
仙山”，军事上为渤海“咽喉”、京津

“门户”。
去长岛看看，是我近半个世纪的

夙愿，如同青年男子一直惦念着未曾
谋面的“新娘”。

1975年，20岁的我风华正茂，从
江南水乡来到胶东半岛参军。多年
转战，无论在地图上作业还是堆制沙
盘、起草战斗命令、组织部队演习，与
军校同学、战友交流时，“长岛”的名
字经常出现在耳旁。长岛的富饶、渔
民的豪爽、风景的秀丽，深
深地感染着我。以后我调
到北京、苏州工作，到长岛
一看的心愿，一直没能实
现。已耳顺之年的我，依然
期待着能早日登上长岛，一
睹她的芳容。直到疫情稍
控的去年九月，如愿亲睹了
长岛和长岛人的风采。

碧海蓝天，微风细浪。我们把车
停在了蓬莱码头停车场后，登上了上
岛的班轮。一声汽笛，三层的班轮离
开了码头，驰向浩瀚的大海。我来到
甲板，观海、拍摄。好像约定好了一
样，海鸥追随着班轮飞翔。船上的人
们纷纷拥向甲板，有的准备着随身带
的食品，有的端着相机等待机会抓
拍。海鸥身姿敏捷，飞翔的瞬间就叼
走了食物，有的还发出唧唧的叫声。

到了码头，接我们的司机张师傅
已在等候，很快把我们送到了预订的
民宿，女主人笑脸相迎。我们选择的
渔家灯火，就在长岛北岛的西海岸旁
边，门朝蔚蓝的大海，背靠果林山坡，
如诗如画。安顿好房间、放下行李，张
师傅带我们开车去往景点。

我们首先来到北长岛的月牙湾，
只见圆滑的球石特别多，杏黄的、粉红

的、天蓝的，颜色丰富多彩，是那样光
滑。有人脱了鞋在这里踩踏，体验足
底产生的痛感和快感交织的感受。女
士们穿着飘逸的红、白裙子，在沙滩上
嬉笑、玩耍，好一幅神韵天成的图画。

九丈崖是位于北长岛西北部的又
一处精华。高耸入云的悬崖从海边拔
地而起，红红的夕阳徐徐下落，将海水
渲染成了金黄的颜色。海鸥飞翔，似
乎配合着此刻的需要。美极了，人们
屏住呼吸，只听见“咔嚓、咔嚓”的相机
快门按动声……

仙境源是八仙居住的地方，是海
上仙山文化的核心。这里的仙源阁，

传说是海上神仙们居住的地方和长生
不老药存放的地方。我们从低处登
高，只见薄雾轻绕、朦胧飘渺，似有仙
人飘然而至。

彩虹步道是新晋的网红徒步路
线。步道路面用长岛特有的彩色陶瓷
颗粒和乳化树脂铺成，防滑、鲜艳、美
观，似大海神秘的和弦，成为长岛新的
美丽景色。

沙汀矫首立多时，霁景撩人欲赋
诗。我们来到烽山林海，这里北含烽
山，南衔黄渤海分界线，森林茂密，树
影婆娑，山海秀丽。烽山顶上设置的
观景台，可以看到长岛城区全景。蔚
蓝的天空、飘逸的白云、蓝蓝的海水、
清晰的城廓和山村，在这里观景、照
相、拍小视频，是多么理想的地方。

离开森林景区，告知牌引导游人
走新建在海岸边的木栈道。近些年，

长岛在严格保护自然的同时，在原来
危险、不通行的地方建起了海边木栈
道、山间慢道、登山栈道和城市慢道，
近百公里的“环岛慢行道”串起了长岛
生态游。

临走前的午餐，看看伙食怎么
样。摆在我们眼前的牡蛎、贻贝、黄蚬
子、花盖蟹、龙头鱼热气腾腾，好不诱
人。紧接着，红烧鲅鱼、辣炒蛏子、海
胆蒸蛋、芹菜炒虾仁又摆上餐桌。我
们边吃边聊，直夸胶东老百姓的厚
道。女主人还叮嘱：“我们这里有个风
俗，客人走时要吃饺子，这是我们手工
包的鲅鱼饺子、海肠饺子、海胆饺子、

海螺饺子，大家尝尝。”
一天三餐全部在老乡

家里吃，午餐、晚餐都是海
鲜大餐，每个菜品都是原汁
原味，而且都不重样，我们
着实体验了胶东老乡的热
情好客。“恨不得把心窝子
都掏出来。”我在想，这也是
长岛的魔力。

千里相逢总有一别，我们依依不
舍地离开了渔家灯火。张师傅边开
车边说：“你们去的只是南北长岛的
七八个景点。俗称的长山列岛，还有
南北隍城岛、大小黑山岛、大小竹山
岛、大小钦岛、鸟岛等岛屿，欢迎你们
下次再来。”

我一直想，为什么长岛能给我这
么多的遐想和企盼？是阳光海滩，如
诗如画？是鲜美海味，渔民淳朴？是
民风民俗，人文环境？可能都是！这
里，能放松我们久已疲惫的身心！

亿万年自然雕琢，千百年洗礼积
淀，数十年人工智慧的整饰，赋予了这
座海上仙山美丽颜容和玉姿之质。这
次出行，我们深深感受到长岛给我们
带来的温馨，感受到大自然的博大与
抚爱。生活的繁杂及烦恼，在此会化
作那层层水沫，自然蒸发……

凉台上，阳光下，孩子正读儿歌：
“小丫丫，捉蚂蚱；蚂蚱跳，丫丫笑；蚂蚱
飞，丫丫追。”朗朗的语调，趣味的画面，
还有孩子娇软的声音，将我的思绪拉回
童年田间地头的草丛里，眼前浮现出蚂
蚱们又蹦又跳、漫天飞舞的情景。

说起蚂蚱，估计大家脑海里浮现的
都是蝗虫的身影：一身黄绿铠甲，翅膀
笔挺坚硬似熨过，后腿布满倒刺健美有
力。蚂蚱喜欢登高望远，爱站在高处枝
头，俗称“蹬蹬山”。尽管它们是蚂蚱，
命中注定只能在田间草头、低矮灌木中
出入，可这并不能阻止它们与燕子共舞
蓝天的梦想，强有力的后腿给了它们足
够的自信。你看它们，后腿一蹬，翅膀
张开，一飞冲天，在蓝天绿野间划过一
道优美的弧线。

其实，蝗虫只是蚂蚱的一种，田野
间还有好多种蚂蚱。当然按照生物学，
有的并不是蚂蚱，但是在我的认知里一
直将他们视为蚂蚱，比如小西河南岸花
生地里有种蟋蟀，跟蛐蛐长得很像，黑
黑的，小小的，肚子圆鼓鼓的，一对勇猛
的后腿肌肉圆硕，一蹦能蹦出很远，学
名油葫芦。

还有一种蚂蚱不可不说，俗称“丧
门甲”（谐音），身形修长苗条，尖脑袋，
瘦身体，大长腿，怎么看怎么美。每年

暑假给玉米施肥的时候，是丧门甲个头
儿最大最肥的时候。邻地大叔高喊一
声“抽袋烟吧”，爸爸嘹亮回应“好啊”，
于是人们纷纷走向地头儿凑成一堆儿，
男的抽烟，女的喝水，我们这些小孩子
们呢，就迫不及待来到草丛里。我一边
用脚划拉，一边低头细看，一旦发现丧
门甲的踪迹，立刻
扑过去用手捂住，
然后交到后面的跟
屁虫手里。我捉蚂
蚱是高手，身后常
常 跟 着 一 帮 小 孩
儿。我在前面抓，
他们跟在后面，用
狗尾巴草串起来。
不一会儿，每人手里一串蚂蚱。大人们
笑呵呵地看着，说我们就是一串“蚂蚱”
呢。

蚂蚱带来的乐趣不仅来自捉与藏
的游戏。在草灰里烧一烧，在火苗上烤
一烤，在油锅里炸一炸，美味无以言
表。那焦脆的黄，那孜孜的香，美味在
唇齿舌尖萦绕，其中有自然的纯、原野
的香，有草儿的青、花儿的美，有劳动的
享受，更有亲人的牵念。

永远忘不了那个深秋的夜晚，露重
霜白，虫儿们都已蛰伏。哥哥不知从哪

儿捉了四只腿壮、肚肥的大个儿蹬蹬
山。天已黑，灯未亮。黑暗中，我们跟
妈妈一起偎坐在灶火闪耀的锅台前，做
饭，取暖，说话儿，等着火热的灶灰把肥
硕的蹬蹬山煨熟。不多时，妈妈用火钩
在灶膛里扒拉几下，四只黑漆漆、胖乎
乎的蹬蹬山滚出来，草木灰旁落，露出

金灿灿的肚腹。
我和哥哥各两只。滚烫的肥虫儿，

在手心里倒上几倒，用细长的气儿吹走
残留的草木灰，口水开始泛滥。捏起一
只送进嘴里，反复咀嚼品咂之后，我才
依依不舍地咽下去。烧烤过的虫儿香，
在唇齿喉舌间蔓延。我刚把第二只肥
虫儿投进嘴里，忽一眼瞥见哥哥的那两
只居然仍旧完好。“你怎么不吃？”妈妈

替我问出心中疑惑。哥哥捏起一只，举
到她嘴边，说：“妈，你吃。”我立刻将刚
刚投进嘴里的第二只肥虫儿拽出来，郑
重地大声说：“我要给爸爸留着！”妈妈
和哥哥都笑了。

我一直握着那只蹬蹬山，等爸爸回
来。手心出汗了，蹬蹬山受潮了，瞌睡

虫上来了，可爸爸还没
回来，我趴在枕头上睡
着了。不知什么时候，
我听到街门响，蒙眬中
看到妈妈在窗边煤油灯
下做针线，墙上的影子
随着火苗忽闪。正间门

“吱呀”一声，爸爸带着
一身凉气、卷着一股冷

风进来了。我立刻从被窝里蹿起来，把
那只带着黑边儿的金灿灿的蹬蹬山，一
胳膊举到他嘴边，大声说：“爸爸，你
吃！”爸爸向后缩了缩头，垂下眼睑看了
看，摸着我的脑袋说：“哦，好闺女，你吃

吧。我不饿。”我咧开嘴，一把塞进去，
几下就进了肚儿。一边回味，一边看着
妈妈给爸爸端来一直在锅中温着的饭
——他吃了两大碗。至今，这件儿时的
糗事还常常被妈妈提起。

如今我住在城里，很少回家，更少
到田野间，蚂蚱已经很久不见了。偶尔
会在饭店餐桌上见到它们的身影，那肯
定是饭店的招牌菜或者特色菜，身价很
高，却不是当年的味道。

小儿子抬头，瞪着晶亮的眼睛看向
我：“妈妈，什么是蚂蚱？”我的思绪被拽
回来，不禁一笑：“周末回老家，我们去
草丛里找一找吧？”小儿子眉开眼笑，手
舞足蹈，摇头晃脑……

长日当空，盛夏来临，田野草丛间，
蚂蚱们应该正欢快地跳来跳去、飞来飞
去吧。

6月14日，一场降雨如期而至。
这场雨，足足下了一天，对于忙碌的
樱桃季来说，尽管有所影响，但影响
已不太大。因为对大多数的果农来
说，今年的樱桃季已经结束或即将结
束。很多果农也趁着这雨忙中偷闲，
品尝一下樱桃的甘甜。

降雨对成熟季节的樱桃的影响，
可用马三立的单口相声《扔靴子》来
形容，相声中那位楼上住户的第二只
已经被高高举起、不知何时落地的靴
子，让楼下的人想睡不敢睡，不睡又
困。在今年的端午假期中，
一场预报的降雨，让果农心
中惴惴不安，如同这位楼下
的人一样。

成熟季节的樱桃，是最
怕雨的，如果雨来得急、去
得快，雨后即刻天晴，影响
倒是不大。最怕的是持续
较长时间、连绵不停的雨。
就在去年，正是樱桃成熟的
时候，来了一场大雨，导致
枝头累累成熟的樱桃裂开，
接着又是高温，湿度大温度
高，成熟之中的樱桃从裂口
之处开始霉烂。从树上摘
下的樱桃，再经过挑选，剩
下的好樱桃已经不足十分
之三四。而挑选出来的樱
桃，原来能卖十几块钱的，
也只能三元五元的贱卖。
垃圾箱里到处是倒掉的烂
樱桃。有些樱桃，甚至整棵
整棵地撂在树上。今年的
樱桃季，还能看到去年那些
烂樱桃留在树上的果核。

也正因为去年留下的
心理阴影太重，所以，在今
年的端午假期中，因为预报
未来几天连续有雨，怕去年
的惨况再次上演，怕即将到
手的成果毁之一旦，加之正
在端午假期中，家里的人手
比较多，于是上演了一场樱
桃采摘大戏，成熟的，不成
熟的，都急急忙忙摘下来。
樱桃大量集中上市，供大于
求，樱桃价格急跌，用果农
的话来说，端午假期的樱桃
又臭市了。

幸好，那场降雨，爽约了。
天气没有像预报的那样阴雨连

绵，来了个大反转，一个多星期的时
间，都是艳阳高照，那一个周的樱桃
季，没有受降雨的影响。果农们的心
情，也来了个大反转。樱桃的行情，
也随之有所提振，用果农的话来说，
后翘了。

对于果农们来说，樱桃的生长一
直都充满了风险。就说樱桃的开花
季节吧。每年清明前后是冷暖交替
的时候，春意不断袭来，寒意未肯尽
退，乍暖乍寒，气温变化剧烈，夜间出
现零下几度的温度是常有的事情，这
会给脆弱的樱桃花造成致命的伤
害。因为这时的樱桃花，随着温度的
上升，正在萌动。就在花苞鼓起、将
开未开的时候，一场霜冻，就会冻死
雌蕊，之后即便是花开满树，到最后
挂在枝头的果实也是疏疏朗朗。有
一年，正是在开花季节遇到霜冻，邻

居在树上掐了十朵花打开看，里面雌
蕊被冻死发黑的就有八九个。今年
的樱桃花开时节，倒是没有出现霜
冻，但清明假期几天，却出现了异常
的高温，之后又是将近一个星期的异
常低温，樱桃花也是无法正常传粉受
精，座果率很低。

人们都说樱桃好吃树难栽，不下
苦功花不开。这是因为樱桃树的根
系比较弱，对自然界中恶劣环境的适
应能力不强，怕冷，怕热，怕旱，怕涝，
怕风，从栽下樱桃树到结果成熟着实

不易。还有人说樱桃好吃
熟难摘，这是因为樱桃属于
软果类，成熟的樱桃采摘的
时候如果不小心，很容易碰
伤，影响品质。而且每棵树
上的樱桃不是成片的熟，常
常是东一颗西一颗，所以采
摘樱桃的时候，不得不格外
小心，不得不在每棵樱桃树
上反复地上上下下，如果树
高的话，还得借助高腿凳
子。这种凳子高度通常在
一米至两米之间，人立在上
面，更高，重心也高，危险性
也就高。摘樱桃的人注意
力在樱桃上，稍有不慎就会
有危险。去年的时候，村子
里的一个果农就是在摘樱
桃的时候从树上摔下来，手
臂先触地，结果骨折。今
年，一位近六十多的老人也
是在摘樱桃的时候，不慎从
树上掉下来，颈椎受伤。

樱桃的售卖也不易。
采摘下来的樱桃，先是要精
挑细选，把质量不好的果实
捡出来，然后再按果实的大
小分别盛装，有时是夜半时
间，有时是凌晨时分，便要
匆匆赶到距家十几里或几
十里的樱桃批发市场。樱
桃市场里，常常是人山人
海，卖樱桃的，贩樱桃的，还
有零星买樱桃的，人来人
往，热闹异常。果农到达樱
桃市场后，便自动排成几
行，摆开自家的樱桃等待樱
桃贩子的到来，待价而沽。

那些樱桃贩子则在人群中不断穿梭
着，看似闲逛，那多年练就的眼光早
将各色樱桃的好坏看得一清二楚。
看到中意的品种，便上来搭个话问
价。用老百姓的话来说，买卖两个心
眼儿，果农们想的是怎样能把自家的
樱桃卖个高价，樱桃贩子想的则是如
何能用比较低的价格买到质量更好
的樱桃。彼此之间一番言语往来，很
多时候也是皆大欢喜。

每年，关于樱桃的故事就这样周
而复始地不停上演，每年的樱桃季都
充满了酸甜苦辣。虽然辛苦，但为了
让樱桃的甘甜走遍天涯，果农们依然
不辞辛劳地忙碌着。

让我们再读一下宋代杨万里的
《樱桃》一诗，再次品尝樱桃的甘冽
甜美吧：
樱桃一雨半雕零，更与黄鹂翠羽争。
计会小风留紫脆，殷勤落日弄红明。
摘来珠颗光如湿，走下金盘不待倾。
天上荐新旧分赐，儿童犹解忆寅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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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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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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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愿长岛行如愿长岛行
□王伯明

蚂蚱跳蚂蚱跳 蚂蚱飞蚂蚱飞
□少小

党徽闪亮党徽闪亮
□蔡同伟

金灿灿的党徽
在共产党员胸前闪亮
镰刀与锤头交织的图案
放射神圣光芒
辉映着初心使命
璀璨着责任担当

党徽闪亮
闪亮在平凡岗位上
共产党员的热血
在奉献中滚烫
共产党员的睿智
在攻关中释放
共产党员的品行
引领时代新风尚
共产党员的凝聚力
汇成强国富民的乐章

党徽闪亮
闪亮在危急的场合和地方
无论是抢险救灾的前线
还是抗击疫情的战场
共产党员总是冲锋在前
把铮铮誓言踏响
无私无畏的勇气
众志成城的力量
征服了凶妖恶魔
托起危境中百姓的希望

金灿灿的党徽
在共产党员胸前闪亮
折射一种庄严
折射一种荣光
辉耀出闪光的人生
辉煌着人民的敬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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