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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到球根花卉种植季
徐 奕

春天，大片种植的郁金香、水仙、风
信子等球根花卉是众多公园吸引游客的
亮点，很多家庭也乐意买上一两盆带回
家欣赏。对于秋植球根花卉，因其需要经
过冬季低温才能开花，因此只有秋天的
种植才会有春天的美丽，如今又到了一
年一度秋植球根花卉种植的季节，如何
选择种球呢？

一、可选择的秋植球根
花卉品种
郁金香、水仙、风信子是市场上基本

都能买到的常规品种，另外有些虽不大
众化，但表现也很不错的球根花卉，挑选
一二略作介绍。

1、秋植酢浆草
酢浆草是个庞大的家族，常见的便

是绿地里种植的红花酢浆草。别看那些
不起眼的小花，很多优良品种作为盆栽
的话是人见人爱型的，它也是传说中的
“幸运草”，因此收获了一众粉丝。秋植酢
浆草简称秋酢，为多年生草本，夏季休
眠。9月下旬时收获的种球会开始萌芽，

就预示着球可入土了。内径10公分的
花盆一般2-8个种球都可，密度视个人
喜欢。弱光下秋酢会徒长，花量减少，因
此要尽量保证充足的阳光，水肥得当明
年又可以收获一堆种球跟朋友分享啦。

2、小苍兰
小苍兰也有被叫做香雪兰或晚香玉

的，春天开花，有单瓣、复瓣品种，颜色有
白、黄、红、粉等，家中摆一盆，既漂亮又
有香味。它的花枝横向生长，十分优雅。
单瓣的小苍兰种球为圆形，复瓣品种略
长，单盆同色或复色都很美观。

3、番红花
番红花是近些年开始流行种植的球

根花卉品种，它原产欧洲，花柱便是著名
的中草药藏红花，因其有活血化瘀的功
效，因此家中有孕妇者不建议种此花。该
种球的价格略高，有些品种需预订才能
购得。番红花的种植同样需要充足的光
照，否则即使是质量很好的种球也只有
徒长的份。

二、如何购买种球
1、入手时间：如今去花卉市场转转，

风信子等种球已开始上市，此时入手的
球根都比较新鲜，可挑选的余地大。等看
到别人的球根须都发得很漂亮了再想到
要买的话大多已到了深秋，那时的种球
经过积压，发生霉变的可能性比较大，因
此买种球也要挑对时间。挑选时应选择
健康饱满无病斑的种球为佳。

2、花色：种球外部都会有一层种
皮，一般花色越深种皮颜色也相应地
表现为深色，如对颜色有要求的朋友
可以根据这个小技巧来选择，或者如
果自己没有把握，更直接的方式就是
向老板咨询。

3、购买渠道：常州较大的花市有夏
溪花木市场、龙城花鸟市场、和平国际花
鸟市场等，除花卉市场外，种球还可通过
淘宝等网络购买，但一定要挑选信誉较
好的卖家，网络图片仅供参考，关键还要
了解植物习性，细心栽培。

人间难得是释然
张 琛

最近微信圈流传一句话，得屌
丝者得天下。为什么这么说呢？概
因古今中外各种社会各个时代，精
英均为少数。普通民众是永远的大
多数。有人说，国内众多自称、自
嘲、自贬为屌丝的人，真实的社会
阶层相当于国外的中间阶层：比上
不足、比下有余。正是因为中国有
数目庞大且不断在增长的“屌丝”
群体，影响了中国社会的方方面
面，譬如文化审美，譬如娱乐生活。
台湾导演侯孝贤多年磨一剑的《刺
客聂隐娘》叫好不叫座，未上映多
久便被匆匆撤下；《港囧》首日便突
破2亿元票房。而我，也为这一票
房贡献了一己之力。
《港囧》的导演兼主演徐峥是典

型的上海男人，70后。无论是《人在
囧途》、《泰囧》、《心花路放》还是《港
囧》，他的电影总能带给我不同层次
的情感共鸣。同样是中国导演，张艺
谋的电影浓厚的权威意识每每令我
很压抑。毋庸置疑，张艺谋、陈凯歌
那一代导演是当时的文化精英。不
过，以我为例，现在的观众可能更关
注普通人笑中带泪的生活。

徐峥这几部公路电影可谓“屌
丝”多部曲，没有多少高大上，有时
还有点LOW，却不妨碍片中的善
意与温暖戳中观众笑点、泪点。我以
为，《港囧》在精神层面上已经超越
了前面几部———因为，影片中不仅
有再回首的致青春，更有反省中的
中年危机。

徐峥饰演的男主徐来是一位中
年内衣设计师，立志当画家的他既
不满于目前的职业状态，也不满于
赵薇饰演的妻子蔡菠。

张爱玲曾言，一个男人一生中
至少有两个女人，一个是白玫瑰，一
个是红玫瑰。白玫瑰蔡菠已经成了
徐来衣服上的“白饭粒”；红玫
瑰———杜鹃饰演的新锐设计师杨伊
却成了徐来心口的朱砂痣。

带着对现状的不满，以及对大
学情人的憧憬，徐来展开了随后的港
囧之旅。经历古惑仔片场、警匪无间

道等种种戏剧性的波澜曲折后，徐来终
于见到了心心念念的杨伊。在双层电车
上，徐来曾大声呐喊：“我只是要证明我
的青春存在过。”而真正与杨伊重逢后，
他才意识到自己原本就没有成为画家
的天分，对杨伊的感情也止于一吻。双
方都认为———“这样就好”。

从影片剧情来看，蔡菠对徐来的
爱是愿意放弃香港中文大学录取通知
书，是愿意买下一整片薰衣草园做丈
夫画室的爱；杨伊则为了自己的理想
可以远离初恋，远离故土，在异国他乡
独自奋斗。很难说这两类女性孰优孰
劣。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影片并未纠结
于两位女性的简单对比，而是从中年
男徐来自身出发，反省了自己的人生：
事业上的不如意并非因为某个人，某
个家庭成员，而是自身性格、能力、际
遇等综合因素的作用；心里放不下某
个人也只是一份对青春的耿耿于怀，
而非之前所以为的真爱。

所以，在没找到蔡菠前，徐来已经
意识到了生活中真正重要、真正值得
珍惜的人和事。片尾如同警匪片的紧
张冲突感，又进一步加深了徐来的这
点认识。徐来和蔡菠一起坠楼后的对
白，以及包贝尔最终的获奖则是煽情
需要了。

片尾曲是王菲演绎的《清风徐
来》，“越是憧憬，越要风雨兼程。”这是
人生的前半段———不要怕。影片的四
分之三几乎都是这种基调。包贝尔为
梦想坚持，确实获得了成功。而对于中
年男徐来来说，在憧憬和风雨兼程之
后，他学会了放下，学会了释然。

如同股市中，会买不是高手，会卖
才是高手一样；学会放弃也许比坚持
本身更需要勇气与智慧。
人间难得是释然。从此，与自己讲

和，与爱人讲和，与生活讲和。讲和并
非简单的妥协，而是与缺憾、遗憾和平
共处，包容不完美。这，何尝不是另一
种成长与圆满？

清水国小的江老师
吴晓娟 文/图

在台湾期间，我们有一个重要
的议程，就是要到南投县中寮乡清
水村，与清水国民小学的师生举行
一次小型的交流演出。

8月9日是台风过后非常晴朗
的一天。我们艺术团的全体人员准
时乘车前往清水国小。清水国小地
处大山深处，较为偏僻，规模也很
小，全校只有76个学生。为了迎接
常州市妇儿中心艺术团的到来，清
水国小做了大量准备工作，安排了
适合在山地行驶的小型车辆帮助搬
运乐器，还特意到其他学校借来了
定音鼓等大型乐器供我们使用。

在准备演出的过程中，有一个
戴眼镜、穿红色汗衫的老师特别显
眼。他指挥清水国小的孩子们站队
形、搬乐器，忙碌又不忙乱。发现我
在远远地关注，他投来友好的一笑。

演出结束后，清水国小安排便
宴招待我们。从清水国小校长杨常
婉那里，我知道那个穿红色汗衫的
老师叫江志明，是从条件较好的南
投漳兴国民小学调动过来的，不仅
他来了，还带着妻子一起过来了，而
且一干就是将近10年。

校长的话激起了我想进一步了
解他的好奇心。终于抓住一个机会，
我和他坐在餐厅外的一张茶桌边。
江志明老师是 1970年出生的，今
年已经45岁了。10年前，他携全家
来到清水国小这个山村小学，这里
可不比原来的学校，条件艰苦不说，
每个老师还要身兼数职，教几门功
课。我问：“那你干什么还要调到这
里来？”江老师坦然地说：“这里空气
好啊，再说收入也不少一分钱。”这
样的回答离我心目中乐于奉献的老
师形象似乎还有点距离，我继续问：
“你就没有觉得不适应、不习惯吗？”

江老师说：“确实有点不方便。每天要
赶12公里路从家里到学校，一般是
早上7点到校，17点离校。开始也觉
得不习惯，但是这里的孩子需要我。”

清水国小孩子的家庭大部分是务
农的，比较贫困，他们的妈妈很多是越
南新娘、印尼新娘，很多孩子没有出过
远门，甚至没有去过南投县，但他们渴
望学习、渴望音乐，渴望与外界交流。
江老师是音乐老师，他教孩子们吹奏
管乐，帮孩子们组建乐团，培养孩子们
积极向上、阳光乐观的心态，塑造孩子
们文明礼貌、热情好客的优良品质。他
们演出的节目，也许算不上高水准，但
他们充满乡土气息的不拘一格、挥洒
自如的表演，表现出了极大的自信心！

你真行！我忍不住称赞了江老师
一句。他却说：愿意到这里来教学的老
师很多，这里的暑假是不休息的，台湾
很多城市里的老师会来这里当志愿
者，他们教孩子们各种乐器，排练一些
节目，丰富孩子们的暑假生活。

我问：“那你就不打算离开这里
了？”

江老师摇摇头说：“没想过，还没
有想过。”
“那你妻子她是什么想法？”
江老师挥挥手，把在远处的妻子

叫了过来，问：“你想过离开这里吗？”
江老师的妻子满脸淳朴，她推了推

鼻梁上的眼镜，有点诧异地问：“怎么问
这个问题？你在哪里我就在哪里呀。”

看他们肩膀挨着肩膀坐在我面
前，我竟一下无语了。拿起手机给他们
拍一张合影吧，祝福你们，拥有阳光下
最灿烂的职业,并为之辛勤耕耘着！

生活意见

乐行天下

江志明夫妻

各色小苍兰 秋酢复色番红花

已经开始发芽的秋酢

牛油果拌饭配香煎三文鱼
夏威夷 文/图

牛油果，又称鳄梨，是
一种热带水果，其营养价
值非常高，味道也很独特，
果肉柔软，似乳酪，有核桃
的香味。无论小孩、老人、

孕妇还是女士，多吃牛油果对身体都很有
益处。在西方，牛油果已经是家庭料理中
非常常见的一种食材了，他们喜欢用它来
涂抹面包、法棍，或者是拌沙拉吃。而在我
们国家，牛油果的食用还没有得到普及，
在我身边，还有很多朋友吃不惯牛油果，
总觉得味道怪怪的。在这里，我用牛油果
来教大家做一道减脂增肌的简餐，让大家
颠覆对牛油果的看法，爱上它，享受它独
特的柔软浓郁的口感。

这款一人份的简餐食材的准备非常
简单，操作起来也完全没有难度。我们只
需要准备一碗熟米饭、一只熟透的牛油
果、几片三文鱼、几根芦笋，还有食盐和
黑胡椒，以及一小块柠檬。

我们先把牛油果切开，把里面的果
肉挖出来，用勺子或者其他工具压成泥，
之所以要选择熟透的牛油果，就是因为
只有熟透的果肉才能压成最最细腻的果
泥，口感才会达到最好。然后我们在果泥
里加一点盐和黑胡椒，搅拌均匀之后，把
米饭和果泥倒入锅中，开中火稍微拌炒
一下，让每一颗米饭上都包裹着浓浓的
牛油果泥。出锅后，我们可以给米饭凹个
造型：把米饭盛入圆底的小碗中，用勺子
尽量压实，然后把米饭倒扣在圆盘中，就
形成了一个鼓鼓的小山状，把米饭放在
一边备用。

接下来就是处理三文鱼啦。三文鱼
中含有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能有效降

低血脂和血胆固醇，同时也是瘦身减脂
的好伴侣。我们平时吃的三文鱼大多数
都是在日料店里的生三文鱼片，有很多
人吃不惯生鲜的三文鱼，尤其是小朋友。
那么今天我们就来把三文鱼片换一种家
常的做法，保证它营养不流失的同时，也
保存它独特的美味口感。方法相当简单：
三文鱼切成片，放入盐和黑胡椒稍稍腌
制10分钟左右。然后在平底锅中倒入
少许油，等油彻底热了之后转小火，放入
腌制好的三文鱼，正反两面煎到略微泛
黄，大概每一面煎30秒即可关火，用油
锅的余热彻底使之熟透，出锅，铺在刚才
放好的米饭周围，再切一小块柠檬，将柠
檬汁均匀地挤在三文鱼片上。柠檬汁的
酸味可以很好地降低三文鱼被煎炸过的
油腻，是必不可少的搭配。

作为一款健康的简餐，蔬菜也是必
不可少的，相比于其他绿叶菜，我个人更
喜欢芦笋和三文鱼的搭配。芦笋的口感
非常清爽，含水量也很高，和鱼肉类搭配
一起吃是再合适不过的了。先烧一锅热
水，等水开后，放入盐，然后把芦笋扔进
去汆一下，就立刻捞起来，摆在米饭和三
文鱼的盘子周围。

这样一份健康美味、荤素搭配的一
人份简餐就做好了。这份简餐不但可以
吃饱，更不用担心会发胖，因为牛油果、
三文鱼和芦笋都具有减脂增肌的食疗效
果。虽然在我们家里平时的饭桌上，这三
样食材并不常见，但都是可以在超市买
到的，做起来也很方便和省时。

牛油果除了可以拌米饭食用，也可
以用来拌意面，同样非常美味。我们在做
蛋糕和饼干时，还可以用牛油果代替部
分的黄油，不但更加健康，而且降低了发
胖的风险。吃惯了蛋炒饭和菜饭的朋友，
不妨可以试一试这款米饭的新吃法，一
定会给你带来不一样的味觉体验。

我的美食笔记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