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值班编委! 胡彬 问询电话!

!"!#$%&'

"

&"&#$()%

"

**++%+%"

投稿邮箱!

,-../.!)&"0123

投递投诉!

%"&"&%*(

"

%"&#$+$$

"

&"&#$(%&

广告部!

"#$%&'"&

广告许可证! 甬广固 #

&++*

$

+(

号 地址! 宁波市镇海区南大街
(#

号

04 2019.3.14星期四 副刊/微辩会 编辑：成桂平 版式：王梨 电话：86275970

春天里
（花好月圆 摄）

母亲的花园
□秦钦儿

如果不是搬出了村子，母亲能将她的花园开辟

到邻居家的院子里。
新房子坐北朝南，独门独院，地势高出整个村

子三四米。让风水先生始料不及的是，母亲没有按
照他的意思，修砌院墙将房屋圈起来，而是在房前
屋后种满了美人蕉，一溜排的，美人蕉阔大的叶子

挨挨挤挤，形成天然的篱笆。
母亲在大门口的左右手各栽了一株桃树。桃树

的品种不好，结的是毛桃，不好吃，花却开得很好
看，三月间，半片天空都被桃花映红了，梦一样，
招人驻足流连。清明前后，桃花谢了，花瓣落了一

地，枝头长出狭长的叶子，再过几天，泛着青光的
毛茸茸的小毛桃陡然冒出来，像婴儿攥紧的娇嫩拳
头，藏在叶子底下虚张声势。母亲找来一把锯子，
踏上梯子，把已经结了许多小毛桃的斜干旁枝锯掉，
用斧子在主干上劈个斜口，把从对面王家讨来的水

蜜桃枝条嫁接进去。母亲一边做着这些，一边惋惜：
“可惜了，才刚长出来的小生命呢，就废弃了，真是
不舍得呢。”一种美好生命的开始总是以另一种美好
生命的终结为代价，这亦是生命的美好之处吧？

有一天傍晚，乡村邮递员骑着绿色的自行车路

过，停在了美人蕉下，递过来一个包裹。包裹是从北
京寄来的，拆开了，是一小包一小包的花种子，每个
小纸包上都写着花的名字:十姊妹，虞美人，紫绣球，
白芍药……舅妈的妹夫在北京地坛公园当花匠，花种
子是他寄来的。母亲于是带领一家人刨竹子，劈篾，

编栅栏，围花圃。她要把房前屋后开垦成一个独一无
二的花果世界。那个时候，父亲居然也是极听她的，
由着她的性子，把窖了一年的农家肥都担到花圃里埋
底肥，有时候还帮着她担。

种花跟养孩子一样，甚至还要精细些。施了底

肥的花圃耙成一畦畦的，和泥印了营养钵，种子下
在营养钵里，上面撒了油菜籽饼馇，草木灰覆盖，
罩上薄膜防寒。待种子发芽了，掀去薄膜，连营养
钵移栽到花圃里，花圃上方拱上一排竹篾片，再罩
上纱网，滤光又防风，从纱网眼里匀下去的雨水，

刚刚能湿花苗的根。出了月子的孩子见风就长，那

些花儿也是。褪去胚芽的花苗，很快呈现出不同的

叶片、枝杆，它们要长成自己的样子，该抽条的抽
条，该牵藤的牵藤，该蔓枝的蔓枝，最后长成啥样
子，谁知道呢？待到春暖花开，一切自见分晓。

侍弄花草的领导者是母亲，照管的责任落在大
姐身上，她心很细。她会在牵牛花快要牵藤的时候，

及时地插上一根枯竹；在月季疯狂抽条的时候，剪
枝打杈；在凤仙花开的时候，收集花瓣，加明矾捣
成泥，帮村子里爱美的女孩们染指甲……她的人缘
因此极好。我的任务就是给那些花儿浇水，用一担
小木桶去池塘边担水，浇遍所有的花花草草。池塘

与我家的房子隔着一块油菜田，正是油菜花盛开的
时节，一个春天的蝴蝶都飞来了，围着那些花儿漫
天翩跹，蝴蝶是那么多，那么多种，在我家门前上
空，尽情抒发它们生命中短暂的辉煌，这些舞蹈全
是冲着那些花儿们的，舞蹈的另一种意义是为新生

命作媒介。我总喜欢呆坐在门槛上，看着那些花儿
和蝴蝶出神，春天这么美好，要是能变成一只蝴蝶
该多好啊！

母亲并不满足于培育京城的花卉品种，她还寻
找与大自然的花草机缘，扛上锄头漫山遍野去挖。

岸边的一丛野雏菊，崖下的一株兰草花，竹林深处
的金银花，溪涧旁的几株野姜花，都因了与母亲的
一场场偶遇，被“招安”进入我们的大花园。花园
完全是敞开式的。母亲说，种花就是给人看的，好
看藏着掖着干什么？因此来我们家摘花的小伙伴特

别多，有时候我都不舍得，母亲却拣大的栀子花摘
了，扎在小朋友们的发辫上，走哪香哪。那些红的
黄的金边粉的美人蕉开得特别娇艳，女孩子的裙裾
似的。那些花居然是可以吃的，清晨的露水还未退
去，太阳还未升起，那时的美人蕉正从浓睡中醒来，

娇羞欲滴，拣一朵使劲往上一抽，花蒂处是根空心
的管子，将管子含入口中一吸，一股清甜的花露滑
入喉头，那是美人蕉积攒了全部的天地精华，呈现
给人。村子里的女人们对于母亲痴迷种花很是不屑，
好好的空地不种菜，种那么多的花弄排场，能吃还

是能喝？可她们要发面蒸馒头了，总会找母亲讨要

美人蕉的叶子，铺在蒸笼里隔水不粘，蒸出的馒头

还有股清香。
草木荣荣枯枯，一荣一枯又一年。那些山上挖

来的野花经母亲的移栽侍弄，竟也开出家养的气势
来。比如说原本漫山遍野不起眼的野蔷薇，一年挪
一次窝，移栽到肥处，吸收了腐土里的精华，竟由

单层瓣开成了多层瓣。篱笆上爬满的蓝的紫的牵牛
花，混种后，一根藤上开出双色的小喇叭。金银花
就更不用说了。一年四季，房前屋后不断的娇艳芬
芳。花开一季，所有的花都不肯错过自己的大好时
光，都要热热闹闹地媲美一番。

离开故乡很多年，春天要来的时候，母亲把她
移栽的野姜花、金银花、矮石榴、八月桂连根刨起，
就着故乡的泥土，让我家孩子的爸爸火车转汽车地
载到宁波来，嘱我种上四楼新家的阳台，让百平方
米的居室内外都溢满故乡的气息。当书房西窗爬满

金银花的绿色藤蔓，满屋摇荡野姜花沁人心脾的清
香，母亲能想象得到吧，她那远嫁的女儿在花香萦
绕下阅读、写作、酣眠，她心里该是多么快活！

如今母亲八十高龄了，以前的老房子早就荒废
了，她和父亲也搬离了原来的村子，住到了城郊结

合的街道边，门口只有一小块隙地，辟出了一个小
庭院，母亲就利用这一小块地儿，还是种各种花儿，
用油壶栽，用塑料盒栽，用一切可以盛土的东西栽，
她从垃圾场捡来别人扔掉的坛坛罐罐，栽了七八十
盆，院子里摆得无处落脚。等那些花含苞待放了，

母亲就一盆盆装进筐里，推着自行车载到集市上去
卖，五元一盆，八元一盆。盛夏的时候，那些腐土
发出难闻的气味，招来不少的蚊蝇，哥哥一气之下，
扔掉了三四十盆。

哥哥电话里向我告母亲的状，说她弄那些花儿

不仅把院子搞得一塌糊涂，人还累到腰都直不起来，
饭都不吃，就躺到床上去睡了，卖这点小钱能顶什
么用？我的眼泪忽地就下来了。哥，求你了，别扔
她的那些花呀！

只有我知道，那些花儿对于母亲来说，意味着

什么。

春雨
□徐礼望

今年的春雨下得让人有点捉摸不透，春节之

后，除三二日晴好天气外，每天都是阴沉沉雨濛
濛。有时太阳刚露了半边脸，过会又缩回云层
里，接着下起了大雨。嘀、嗒，嘀、嗒，滴滴嗒
嗒，哒哒哒……在雨水冲击下，窗外清澈的河面
上不断泛起层层涟漪，像晶莹的雪莲花，时大时

小，时开时落。门外宽阔的公路上，车轮滚滚溅
起阵阵雨浪，此起彼伏，形成了一大奇观。

持续下雨两个多月了，空气潮湿，洗涤后衣
服只增湿不见干。有小孩的人家都购置了烘干
机，开启了空调。雨时紧时缓，时而淅淅沥沥，

时而哗哗啦啦。雨水打在房屋的铁皮瓦上，点点
雨滴犹如乐师在弹奏清新的乐曲，敲开了我儿时
记忆的闸门———上幼儿园时，没有太多的玩具和
书本，每到下雨天，母亲讲着宁波老话的儿歌
“落雨类，落雨类，小八拉丝开会类。落雨类，

打烊类，蝙蝠老子开会类。”还给我们猜枚子，
“天上一枚针，跌落地娘无处寻。”母亲大字不识
半个，也在积极发挥着启蒙老师的责任和义务，
育儿，育人。小学初期，我班上个别兄妹多、家
庭经济条件特别困难的同学，遇上下雨天，一头

麻绳背在肩上，另一头穿起当时特有的龙骨砖，
代替雨鞋。有的同学脱下母亲缝制的布鞋，光着
小脚丫，等不到雨停，从学校跑着回家。稍有长
大，甬剧《天要落雨娘要嫁》的剧情，使我明白
了面对必然发生、无法阻挡的事情，那就要顺其

自然，人要学着与自然和解，与社会和解。
在雨声中，我拜读了大师季羡林的散文《听

雨》，他对润物细无声的春雨寄予厚望。大师是
一个雅人，也是一个“俗人”。年少离开了故乡，
对生他养他的一方土地有着深厚的感情。正像他

自己说的“我血管里流的是农民的血”，并殷切
期望北方的春天能及时天降甘霖，让甜甜的雨落
在干涸黄萎的土地上，让麦苗返青并茁壮成长，
给家乡父老能带来又一个丰收之年。

大师所欣赏的听雨词当数蒋捷的 《虞美人》

了，词不长，他用听雨这一件事来概括自己的一
生：“少年听雨歌楼上。红烛昏罗帐。壮年听雨
客舟中。江阔云低、断雁叫西风。而今听雨僧庐
下。鬓已星星也。悲欢离合总无情。一任阶前、
点滴到天明。”

而此时听着屋檐下嘀嗒声有序而铿锵，我想
起了明东林党领袖顾宪成的“风声雨声读书声声
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他把风声
和雨声，家事和国事融为一体，既有诗意，更有
新意。这不朽的名言，今天仍在激励着一代又一

代的国人。
北方干旱少雨，南方雨水充沛，两地对雨的

概念和需求有所不同。长时期下雨，如果在以
前，这里肯定会泛滥成灾。现在就不用担心麦
苗、油菜及其他农作物被淹和房屋漏水。如今碰

上这种天气，虽然也有烦恼，毕竟不会危及生
存，大家只需打把雨伞，就可轻松出入。春节
前，我给友人写过一联“雨飘雪飘票票顺，金猪
银猪注注进”。只要我们心中有理想，有抱负，
并通过不懈的努力，不利的环境可以转化为有利

因素，梦想也能照进现实。久雨过后，无限春光
就在眼前。

春天的多重身份
□潘玉毅

四季之中，唯独春天有着多重身份，且每一种身

份它都做到了极致。
春天首先是一个画家。细雨无色，但春的画笔所

到之处，世间万物就都有了颜色。当它落在油菜花上
时，它是黄色的；当它落在映山红上时，它是红色
的；当它落在玉兰花上，它是白色的；而当它落在田

间草上时，它又成了嫩绿色。
这种色差有时是很分明的，尤其当它安静的时

候，红是红，绿是绿，互相映衬但又互不干扰。可是
如果它有了两三分醉意，逸兴忽起，画笔快意挥洒
间，观者所见，满目姹紫嫣红，你很难分得清究竟是

红点缀了绿，还是绿点缀了红，只觉得甚是好看。
春天其次还是一个诗人。这一点，古人留下的诗

词名句就是最好的见证。吹面不寒的杨柳风刚刚刮
过，知时节的好雨也紧跟而来。此时，草色只有远远
地看去才能依稀觉察得到它的朦胧绿影，走近了看，

除了一痕沙、一江风、一剪梅，别的什么都没有，可
是你又分明感受到了那盎然的生机。

梅花开时，最惹人爱。随风潜入夜的疏影和暗
香，与那乡间的章台柳和陌上桑，与那院墙里的满庭

芳和杏花天，搭配得恰到好处，它们共同渲染着那抹

越来越深浓的春意。于是，恋花的玉蝴蝶来了，夜飞
的鹊鸟也来了，泛舟的渔夫、吟诗的学士都来了，拨
棹子，驻马听。耳边，有人唱着竹枝词，有人唱着阳
春曲，大家应景而乐。

春天当然也是一个匠人。木匠、瓦匠、泥水匠能

做的活它统统都会，不然何以有这春日的锦绣山河？
花红柳绿，雕梁画栋，如一浮世间的空中楼阁。凭着
骨子里深埋的“工匠精神”，它以大地为基，以树木
为柱，以山水为框，把大千世界精雕细琢，最后出炉
的作品，深刻且不俗。

春天也有可能是一个农民。一把锄头，一把犁
头，一只黄牛，默默地、辛勤地耕耘着。一年之计在
于春，春天来了，春耕、春播也就要开始了，当紫云
英埋入土里变成肥料，当放风筝的孩子脱去厚厚的冬
装，在田野里放肆地奔跑，农民们在地里的劳作是对

大自然最原始也是最深刻的尊重。
这样的春天无疑是美的，美到穷尽我们腹中掌握

的词汇都不够形容。但是对它的每一个身份，我们却
都感到由衷的欢喜。 扫描二维码 大家来讨论

近年来，幼儿园虐童事件不断发生，同时关于幼儿园教
学环境监控管理问题正上升至全社会关注的话题。今年两会，
人大代表张宝艳提出建议，对所有幼儿园统一安装监控，家
长可以实时监测自己孩子在幼儿园的情况，为儿童创造一个
安全透明的成长环境。

对此，有人认为，教室安装监控是对人与人之间诚信度
的挑战；也有人认为，教室监控有利于老师个人素质的提升，
应该普及。你觉得为幼儿园安装允许家长可实时监控的无死
角的摄像头，可行吗？

有备无患才能保障安全

近年来，幼儿园为安全起见，都不允许家长、陌生人随
意进园。安装实时监控，允许家长随机查看，可以为家校联
系增加一条沟通渠道。众所周知，幼儿安全教育仅靠教师、
保育与督查手段、监控设施是不够的，令幼儿面临危险的隐
患均有突发、忽然、意外等特点。通过实时监控引导家长富

余力量加入，也可增加幼儿安全保障，比如家长可在教师来
不及顾及的情况下作友善提醒。

当然，安装实时监控的同时，要建立相应关联制度，明
确约定：家长可随时查看不等于家长能随机指导，实时监控
不能成为家长随意向幼儿园发布命令的特权通道。如是，才

能达到皆大欢喜、制约平衡的目的。 ———@深蓝

对于下一代的安全，做父母的都倾注了无限的关注，因
此在幼儿园教室装监控是很必要的一件事情。虐童事件的多
次曝光更是提醒我们，幼儿园未必就绝对安全。防患于未然

是从古至今从未过时的道理。虽然我相信绝大部分的幼儿园
老师们在兢兢业业地工作，是热爱孩子的好老师，但我们也
不能排除极少数没有师德的人会干出什么样天怒人怨的事情
来。现在国家对公众的安全投入了相当多的资源，到处都有
视频监控，为何到了孩子这里，却提出了疑问，认为不适合

在幼儿园安装监控呢？对于下一代的安全保障，我们投入多
少资源都不为过，毕竟孩子是祖国的花朵，只有孩子健康成
长，祖国才有更好的未来。 ———@鲁达

幼儿园安装无死角监控，多一道家长了解孩子在幼儿园

的渠道，应当是利多弊少的举措。但是，如果以为有了这个
措施，就可以完全杜绝虐童现象发生，这显然过分乐观了些。
要知道，监控虽然能忠实记录幼儿园实况，但决非无漏洞可
寻。媒体曾经多次报道需要查寻监控时、监控关键时段“消
失了”的新闻。所以，谁能保证幼儿园的监控在关键时刻就

不出毛病？因此，要杜绝虐童事件发生，监控只是辅助手段，
重要的是加强对幼儿园老师素质和师德的教育。至于是否对
老师诚信度挑战，那是不必多虑的：监控不但能监督虐童类
坏事发生，也能发现好老师忠于职守的感人事迹，实在与诚
信度无关。再说，现在满大街的监控，没有听说这是对人民

诚信度挑战。总之一句话，幼儿园安装监控比不安装好。
———@江一帆

信任比监控更重要

在孩子的成长环境中装上摄像头，对孩子的未来将产生
怎样的影响呢？我们不妨大胆猜测，其一是被监视感，会让
一些孩子畏首畏尾不敢作为；其二是被保护感，会让一些胆
小的孩子丧失自保的本领；其三是表现欲，会让一些本就顽
皮的孩子为了展示自我而越发放肆无度。此外，为了迎合监

控，难保一些教师不会做出“扼杀天性、严加管控”的行为。
不仅如此，由于家长们的教育理念、方法、经验等诸多不同，
也会在监控教学之余对学校的教育过程众说纷纭，不利于建
立良好的家校关系。 ———@程彦暄

对所有幼儿园统一安装监控，会带来较大的负面影响。
其实，我们的幼儿园教师绝大部分是能恪尽职守并有爱心的，
通过监控的手段来对待幼教人员的工作，本身就是建立在不
信任的基础上。即使有的幼儿园老师对孩子缺少爱心和责任
心，那么用摄像头来查看老师的一举一动，就可能激发出教

师的爱心吗？笔者对此表示怀疑。
依照法律，所有人包括孩子都有隐私权。作为一个孩子，

他整天都处于有监控的环境之下，这有利于孩子的健康成长
吗？为了保障安全，可以在校园内安装监控；但如果到处安
装监控摄像头，并向家长和社会公布，反而会带来不必要的

纠纷和安全隐患。
如果家长靠监控来对老师监视施压，这样的家校关系还

会正常吗？这样也很难使幼儿园工作真正让家长满意。其实
比监视更好的方式，是家校双方的沟通与信任。只有家长对
教师信任和支持，才能让教师更有职业的尊严感，也更能激

发她们对孩子的爱心。 ———@八月微尘

实时监控系统是一种技术手段，但技术永远为人服务，
以什么样的心态去使用这才是关键。确实，装了监控，便于
家长查看，一旦发生意外事件，老师可以有理有据，以免有

口难辩，这对老师是一种保护。
但是我反对装监控，比起监控，更重要的是信任，谁愿

意在工作时被无数双眼睛分分秒秒地盯着呢？将孩子的小手
交到老师的大手里，是对老师最大的信任。有信任，闭着眼
睛把孩子交给老师也无妨，没有信任，就算开放了所有摄像

头，家长还在担忧看不到的区域。
幼儿园教育质量如何，本质上是靠管理，而非靠监控。

相信幼儿园老师都是有爱心
的，如果不信任老师，而只相

信监控，家长可能看得越多，
想得越多，疑问越多。“监
视”之下，没有了真爱，只有
表演。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
烦，逼使老师选择最安全、最

稳妥、最保守的办法去应对孩
子，这不利于孩子们的健康成
长，也是家长们不愿看到的。

———@文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