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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时代的发展 #近些年 #出现了关
于新新人类的许多新名词 # 诸如 ! 月光
族"$! 啃老族"$!

!"#"

"族$! 追星族"$! 私
车族"$! 拼车族"等等%而我#什么也不是#

所以#总觉得自己非常落伍#很不时髦%

没想到一不留神# 我也时尚地加入了
一族&&&! 走班族"%

其实#这个名词已出现两三年了%顾名
思义#指的就是步行去上班%它是近年来城
市从业人员中流行的一种时尚$ 健康的生
活方式#既免去交通拥堵之苦#又充分利用
上下班时间锻炼了身体# 更重要的是保护
了我们居住的环境%它也有一些要求#比如
工作单位离家必须在

$

里路开外#否则达不
到健身的要求%

我并不是个热衷于追求时尚的人#偶
尔! 时髦 "#也是无意而为之 #更是为工作
和生活的方便或需要 % 而我爱上这个项
目 #则是因为看中了它健身的功效 '据报
导 #走路可以使心脏得到更多锻炼 #增强
心肌功能#改善血液循环(其次#步行上班

可使食物中所含的营养物质在体内加快
消化和吸收 %值得一提的还有 #如今越来
越多的人由于工作压力大和运动量少而
患上糖尿病 $高血压等! 富贵病 "#而对于
长期坚持步行的人#这些疾病的发病率要
明显低于以车代步的人%经常步行还可以
使骨骼变得强健#减少患骨质疏松症的可
能&&&太好了 #这正是我要的效果 )因为
我 #一个

%&

出头的人 #已! 光荣 "拥有了许
多毛病 '肩周炎 $牙周炎 $颈椎病 $腰椎骨
刺$肠胃病$高血脂**

有次去医院# 医生看了看我说'! 你这
么小就这么高的血脂# 将来肯定逃不了糖
尿病)"我知道#我该开始采取行动了#除了
调整饮食习惯外#我还得适当加以运动%可
我#真的很懒#虽然知道形势严峻#就是不
愿意动%去操场跑步#如果没人陪#我就没
耐心跑(而健身中心#我根本懒得去%

所以当看到了! 走班族"这个词#我心
一动#觉得这是个适合我锻炼的好办法'我
是一个懒惰的人# 更是一个没有恒心和毅

力的人%而走着去上班#即使没耐心#总不
能不去吧+于是#我跃跃欲试起来%单位离
我家只有三四里路# 我终于欣欣然地加入
了! 走班"一族&&&每天中午#我兴奋地! 走
在大路上#意气风发斗志昂扬"#我似乎已
经看到了一个健康阳光的我# 一个苗条时
尚的我#一个曲线玲珑的我**

这个当然是幻想中的情景%可我#真看
到的是&&&路边# 人家利用一点空地种出
来的招人喜爱的菠菜$青菜$金花菜**嫩
嫩的#绿绿的%路上#还能看见忙忙碌碌的
花花世界#每时每刻的风云流转**

还看见了&&&他)以及他的车%先映入
眼帘的是他的车#心中一阵怦怦直跳#慌乱
地猜想'他看见我了吗+如果他看见了#会
像我一样激动吗**正胡思乱想间# 他已
从车中微微地探出头#隔着那么多路人#在
车水马龙的马路上# 朝我浅浅一笑&&&整
个世界#似乎只剩下了我们两个**

走班的日子#风景这边独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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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遇上一个卖葫芦丝的小贩# 独自
静静地坐在一间缠满了爬山虎的老房子跟
前#专心致志地吹一曲- 月光下的凤尾竹. %

吹得婉转#空灵#吹得人心里服服贴贴的#

像在音乐流淌成的温泉里洗过一番% 我仿
佛循着那悠扬曼妙的旋律#透过朦胧月光#

看到风情万种的傣族少女围着火把在跳
舞#在竹楼里想念心上的人#或者追着孔雀
的身影寻找那吹葫芦丝的英俊少年**

葫芦丝在人们的印象中# 总是优雅轻
快#总是清新婉丽#与蓝色的月光#与纯洁
的爱情#与美好的憧憬联系在一起#让人想
到绿孔雀蓝孔雀# 想到舞蹈家刀美兰或杨
丽萍#想到泼水节和傣家筒裙#总之是快意
轻松的#雅致温柔的%

同为民族乐器# 与葫芦丝迥然不同的
大概要算是马头琴% 云南的葫芦丝是悠扬
的#塞北的马头琴则是深沉的(竹楼里的葫
芦丝是轻快的# 草原上的马头琴则是忧郁
的( 月光下的葫芦丝是一个活泼开朗的纯
情少女# 黄昏里的马头琴则是一个饱经沧
桑的孤独的游牧汉子%

若说葫芦丝听的是声# 那么马头琴听
的就是韵了#二者同样令人遐思联翩#意兴
飞扬%不过葫芦丝带你向南#向南#飞向彩
云之南的孔雀寨#马头琴却带你穿林渡水#

翻泰山#越长城#闻着白草与马蔺的清香#

在残阳如血$羊群马群悠然归去的背景下#

才可以凝神谛听**

斯时#天上是一钩新月#地上仅一个蒙
古人#背对着你#更显得空旷与寂寥%你在
四下里寻找#找什么+说不清%马头琴响起
来了#一下子就抓住了你#而你也一下子握
住了它#再不肯松开%那苍凉浑厚的马头琴

实在太美丽动人太悲伤哀怨啊# 听着听着
你就想起了远方的家#想起了白发的母亲#

就看到了黄河边阴山下的硝烟# 看到了远
方飞来的苍鹰与鸿雁#想到了老去的英雄#

世事的沧桑**悲剧性格的马头琴就有着
如此强烈的感染力# 也许此时你已经潸然
落泪了%

带着葫芦的轻快悠扬的葫芦丝# 雕了
马头的悲怆忧郁的马头琴# 都是极具个性
的民族乐器%如果要将它们比作人的话#葫
芦丝肯定是舞姿轻盈的! 雀之灵"杨丽萍#

马头琴则是嗓音苍凉的! 草原狼"腾格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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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间喜爱饮茶者甚多# 可谓人不分男
女#地不分南北#品种更是五花八门%因为
爱得深#所以爱得昏#以至有人矫情到! 宁
可三日无米#不可一日无茶"%

我爱喝茶#但最大的乐趣不仅在喝茶#

更在购茶的过程% 有两种商店是可以让绝
大多数男人女人情不自禁地注目的% 一是
香水店#二是茶叶店%香水店里的香#是一
种浓艳的都市诱惑(而茶叶店里的香#则包
含着独特的乡村树木$花草的芬芳%

每次去购茶#一走到店门口#茶的清香
就会迎面扑来#纵是再炎热的季节#也让人
刹那间神清气爽%

经过茶铺# 我少不了都要进去看看#欣
赏各种各样的茶#总让人心旷神怡%走得多

了#大家也成了熟人#有时还没进到店里#

老板远远就打上招呼#说最近来了啥新茶#

不妨先品上一杯% 偶尔碰到几位爱茶者聚
在一块#老板便会放下生意#让营业员去忙
活#自己陪着客人们聊上一阵子%红尘滚滚
中的炎凉荣辱# 惟有淡泊宁静% 这样的感
觉#除了茶市#在别的地方恐怕很难体会得
到%

购茶的另一种乐趣# 是到产茶的乡村
去买茶%待新茶上市时节#邀上三五友人#

驾车到茶叶基地#看茶农先采摘新茶#然后
杀青$晾摊降温$揉捻$烘干**接下来#当
然是品茶了%茶农少不了要叮嘱一番#说新
茶不可多喝# 一定要先放上一小段时间再
说%最后#现场购买几斤新茶#吃一顿绿色

环保又地道的农家饭#满意而归%

都市人去乡下采茶#可谓情趣(伴着音
韵古雅的琴声#坐在楼台亭轩里喝茶#是种
品位(而购茶#则是一种可与女士逛街买衣
相媲美的快乐亨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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菊花茄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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茄子含多种维生素$蛋白质$糖及矿物质% 尤
其是紫皮茄子# 富含维生素

'

&&&

(&&

克紫茄中
维生素

'

的含量高达
)*+

毫克以上% 维生素
'

能
增强人体细胞间的黏着力# 改善微细血管脆性#

防止小血管出血% 此外#茄子中的皂苷具有降低
血液胆固醇的功效#与维生素

'

协同#可提高微
血管的弹性#有利于心血管病的防治%

茄子适合烧$焖$蒸$炸$拌%有句俗话说! 茄子
吃油"# 茄子过油之后不仅会让人吃进大量油脂#

还会造成维生素
'

的大量损失%所以#做茄子一定
要降低烹调温度#最好不要用大火油炸#才能有效
地保持茄子的营养价值%口味清淡的! 菊花茄子"#

不但做法简单#对于保存茄子的营养很有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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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火的圣诞花
! ! ! !

圣诞花在
,*

月中$下旬圣诞节前开花#其红
色艳丽的花片为人们增添了喜庆欢乐的气氛%

圣诞花其实是种变色型观叶植物#其花朵很
小#不易被人注意#而引起人们关注的是植物顶
端的红色耀眼的花瓣状苞片%

圣诞花#又名老来娇$圣诞红#原产于墨西哥
及中美洲% 我国两广和云南的庭院亦有栽培#华
东等地区可盆栽#冬季需入室养护#室温不低于

$

度#

,-.,/

度为最佳生长期% 庭院栽培以疏松肥
沃$排水良好的砂质壤土为好#盆栽以培养土$腐
叶和砂混合土为佳%它喜欢生长在温暖$湿润和
阳光充足的环境%

圣诞花在生长过程中对水分的反应比较敏
感%水分充足茎叶生长迅速#相反#盆土常缺水或
时干时湿#容易引起叶黄脱落#形成! 脱脚"现象#

所以#要养护好圣诞花首先要控制好水分%繁殖
多用扦插法容易生根#一般在春夏进行#以当年
生的嫩枝条当插条#插在花盆内素砂土中#半月
左右可生根#两个月后可分栽上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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