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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来甘果出深丛，三两吴娃笑语
同。拂柳分花归缓缓，一肩红紫夕阳
中。”周瘦鹃先生这首《杨梅时节到西
山》，颇有画面美感。夏至杨梅漫山红。
此时节，江南的枇杷下市后，已然是杨
梅的天下了。
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曾记载：

“杨梅五月熟，有红白紫三种。红胜于
白，紫胜于红，颗大而核细，盐藏、蜜渍、
糖收皆佳”。北方人对杨梅多不甚感冒，
酸头太大是其主因。而熟透的杨梅不易
保存，故运到北方之果，大多处于半熟
状态，口感亦实在不敢恭维。
江南多地均盛产杨梅,苏州洞庭东

山、西山、光福诸山、常熟宝岩以及扬
州、舟山、台州、绍兴、余姚等地均有较
长的种植历史。我对杨梅偏见的转变，
始于食过苏州东山西坞里的杨梅之后。
其特点是嫩、软、甜，颇有回味。杨梅食

用前，须用盐开水浸泡，可杀菌提鲜。江
南人还喜用杨梅泡酒，我品尝过两种。
其一是产于浙江舟山的杨梅酒，果香浓
郁，甘甜可口，酒精度只有16度。此酒初
饮易上瘾，但后劲颇大，亦属“见风倒”
之类型。另一种是苏州朋友寄来的自制
杨梅酒，酒精度高达60度。据说高度酒
中浸泡的杨梅，另有奇效。凡腹泻之症，
吞下一两颗酒泡杨梅后，立竿见影，颇
为灵验。
花褪残红青杏小。岛城夏至前后，

适值应季的樱桃与杏子“你方唱罢我登
场”。
本地杏子的传统产区，以城阳夏庄

和崂山北宅等地居多，种植历史最早可
追溯到600多年前。麦熟时节，由“麦黄
杏”打头阵，率先上市。其代表是夏庄的
“少山杏”，吃口软甜、多汁、离核。而后，
崂山红杏、作石杏等接连穿插。约在过

半年前后（农历六月初一），著名的崂山
“关公脸杏”最后应市，历时一个半月的
“品杏期”完美收官。
崂山仰口华严寺旁的返岭村，背山

面海，其与毗邻的青山村，同被誉为中
国最美的乡村之一。返岭的山间，樱桃树、
桃树、李树和杏树等，参差在遍坡的崂山
茶树之中，得天地山海之灵气，果实品质
绝佳。其中杏树的品种，即是此中之极品
“关公脸杏”。经年的夏至时节，我和众友
曾慕名攀上此处之杏树，面对熟透挂枝的
果子，大快朵颐，留下甜蜜经久的回忆。成
熟的关公脸杏，红黄相间，绵软多汁，用崂
山当地话一言以蔽之：蜜甜。亦可称之为
是“仙山佳果”。
青岛当地曾有“桃养人，杏伤人”之

民谚，据说出自《食经》。意指杏肉味酸，多
食易伤胃。其实凡事皆应有度。而杏子制
成杏干和杏脯，则可安心食之了。

在烈日下或风雨中撑伞行走，胳
膊是不是很累？利用无人机和人工智
能技术，日本一家企业发明“会飞”的
伞。这把伞能够悬浮空中跟随打伞人
头顶移动，省去人们撑伞之累。
这款“自由阳伞”重近5公斤，能

够在空中悬浮20分钟。设计人员有信
心让这把会飞的伞减重至1 . 8公斤，
把飞行时间提升至超过1小时。不过，
具体飞行时间可能会因天气而异，大
雨和狂风都会影响飞行时长。
英国《每日邮报》报道，研制企业

“日本朝日能量服务”计划2019年正式
向市场推出“自由阳伞”，预计每把售价
275美元（约合1765元人民币）。

据新华社

【新发布】

提醒：高考期间考生莫盲目服用中药 □帅才

【涨姿势】

梅与杏子 □王开生

【新播报】

高考前夕，一些家长为了给考生
进补，不仅购买保健品给考生服用，还
青睐于给考生一些安神、滋补的中药。
专家提醒，高考前，考生面临压力，易造
成精神紧张、焦虑、失眠，主要是心理因
素引起，考生应保证睡眠、注意营养、适
度运动，不要盲目服用中药或保健品。
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主任
药师刘绍贵告诉记者，有的家长为了让
孩子振奋精神，购买人参、西洋参、麦冬
等给孩子服用。其实这类药物用得对可

能有点好处，用得不对，可能适得其
反。
刘绍贵说，无论中药还是西药都是

用来治疗某种病症的，均存在不同程度
的不良反应，考生在没有任何病症的情
况下，不宜盲目服用中药和保健品。
专家建议，考生在考试期间尽量

不要服药，如果需要用药，在用药前要咨
询有经验的医生，让医生根据具体病情
开处方，不要随意在网上购买药物，万一
买到假冒伪劣药品，造成的危害更大。

一名英国男子打出121米远的
水漂，创下打水漂最远的吉尼斯世
界纪录。
英国《泰晤士报》6月1日报道，这

名男子名为道吉·艾萨克斯，在威尔士
举行的打水漂锦标赛中取得优异成
绩，打破自己先前创造的106米纪录。
他的竞争对手包括持有打水漂个数最
多世界纪录的美国选手库尔特·施泰
纳保，后者一次打出88个水漂。
比赛主办方一名发言人说，由于

艾萨克斯打水漂太远，举办比赛的湖
面“差点儿不够用”。艾萨克斯从祖父
那里学会打水漂，这是他第八次打破
世界纪录。来自瑞士的尼娜·卢京比尔
打出52米远的水漂，创下女子打水漂
最远世界纪录。

据新华社

无人机“撑伞”不用手

打水漂121米远创世界纪录

28 《于丹趣品汉字》作者：于丹 出版社：九州出版社

《论语·雍也》：“女为君子儒，无
为小人儒。”这是孔子告诫子夏的一
句话：你要做君子式的儒者,不要做
小人式的儒者。
所谓术士，是指春秋时从巫、史、

祝、卜中分化出来的、熟悉诗书礼乐
而为贵族服务的人，尤指儒士。段玉
裁《说文解字注》说，儒、柔古音叠韵，
儒就是柔。《易经·需卦》彖曰：“需，须
也。”需，有等待义，人如果急躁则不
能等待，柔则能从容自持。以孔子为
代表的儒家崇尚礼乐和
仁义，提倡忠恕与不偏不
倚的中庸之道，主张以礼
治国，以德服人，所以从
来儒士、儒生就给人一种
文质彬彬、风度儒雅、不
温不火的柔和形象，相较
于激进的法家就显得有
些柔弱了。
又比如孺子的“孺”，

从子，需声。《释名》：“孺，
儿始能行曰孺子；孺，濡
也，言其懦弱也。”就是
说，小儿刚能爬行或者学步的阶段称
为孺子。《孟子·公孙丑》上说“今人乍
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
心”，这里孺子就是指刚会蹒跚或爬
行的小孩。鲁迅先生的名句“俯首甘
为孺子牛”，孺子牛就是说甘愿背着
孺子，或伏在地上让孺子骑着玩，以
此来比喻甘心情愿为人民服务。《史
记·留侯世家》所说的“孺子可教也”，
称张良为孺子，当然不是说他是学步
的小儿，而是老年人对年轻人亲切的
称呼，以此形容年轻人有出息，可以
造就。
再比如“濡”，渍也，是沾湿的意

思。把东西浸入液体，让它被所浸渍

的液体浸湿、浸透就叫濡。物体被浸
透后就变软，所以濡有柔顺、容忍、迟
缓之类的引申义，就性格而言，就是
懦弱。还有糯米的“糯”，米黏性大，比
大米柔软，软糯。蠕动的“蠕”是像蚯
蚓那样慢慢地爬动，也有软慢的意
思。

恨·春恨秋悲皆自惹，花容月貌为谁
妍
北宋词人晏殊有一首著名的《玉
楼春·春恨》：“绿杨芳草长
亭路，年少抛人容易去。楼
头残梦五更钟，花底离愁
三月雨。无情不似多情苦，
一寸还成千万缕。天涯地
角有穷时，只有相思无尽
处。”这是一首深深感叹时
光易逝、人生离愁苦、多情
苦的词作。《红楼梦》中也
有“春恨秋悲皆自惹，花容
月貌为谁妍”的诗句。三四
月间，草长莺飞，百花竞相
开放，一片生机盎然，正是

出游踏春的好季节，为什么在古人的
眼里，却总是生发出无尽的“春恨”
呢？“恨”作何解，又是因何而起的呢？
今天我们就从“恨”字入手，来探析一
下人们心中的遗憾与恨怨。
“恨”字的小篆字形左边是“心”，
形状就像一颗心脏，表示“恨”是心中
的不满；右边是“艮”，表示字音，同时
也兼有表意的作用。

明日关注：“艮”字的古文字形是
上面是“目”，下面是“匕”，《说文》解
释它的构形为“从匕目。匕目，犹目相
匕，不相下也”。“匕目”的意思好像一
个人瞪着双眼，突出表达了人的不满
情绪。

《让我做你的心灵捕手》
作者：黄之盈 出版社：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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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面的解读，扭曲着自我
长此以往，这些想法会变成对自

己、对环境负面的解读。因为正面、直接
的安抚在过去的生命经验里太少或者
太难得到，更难相信好事会发生在自己
身上，像“你好可爱”“你无论如何都值
得被爱”“再怎样，你都是我的宝贝”等。
我们长大后，依然觉得自己不值得拥
有，甚至可能把别人正面的称赞都变成
负面的解读。例如：“你好可爱”这句话，
变成“你是在讽刺我吧，讽刺我这种行
为很可笑，不可爱！”。“你真
的很厉害！”变成“挖苦我，
也不必用这种方式”。
这些负面解读，变成

自我的扭曲，进而更不能
认同自己。虽然这些负面
解读可能让我们在心里有
某种程度的难受，但不可
否认，这却是我们习以为
常、不假思索就产生的想
法。

在与女儿争宠背后，是深
深的失落与不安全感
为什么我们不自觉地将自己不

喜欢的对待方式，加诸别人身上时，
却有种快感？
在生命早期，我们是通过别人的

响应，而认为自己是怎样的小孩。在
我们独立自主以前，若常被负面解
读，就容易变成负面的自我认同。例
如案例中的状况，当这位母亲对原生
家庭没有归属感，于是投入另一个家
庭，希望能有新的开始，但却在婚姻
生活不如意以及沟通不良的情况下，
进而将这种愤恨转移到本该宠爱的
孩子身上，与孩子争宠。
她的争宠并没有让她如愿重获

先生的注意，反倒让她失去了太太的
位置。因为争宠的过程中，她就像一
个与其他小孩争糖吃的小孩，她无法
面对自己在夫妻关系中无解的不安
全感，导致对先生“一心究竟是向着
谁”的患得患失心态更加严重，也就
愈加对女儿吃醋。
可她越吃醋，越不把女儿放在眼

里，就越失去母亲在家中原本的位
置。如此一来，也越将先生推往女儿
的阵营。她也一次次从自己身为“妈

妈”的母职“角色”跌落为
“姐姐”的“手足”位阶，甚
至要爬回太太的位置都显
得困难。当她铆足力气、酸
言酸语与女儿较劲时，已
经下意识地把女儿排除在
外，意图将女儿推离这个
家。
这些对待女儿的手

段，她实在再熟悉不过了。
当我们未能自我肯定的时
候，最容易剥夺他人被认
同、被接纳的权利。

当年的她，就是在这样的情况
下，挺着大肚子离家嫁人。怀抱着梦
想，期待有不同的结果，但无法获得。

一段“你给，我收”的失衡关系
因为在原生家庭中仅有极少数

的机会，感受过被爱与被肯定，所以
长大后不断渴求对方的“给予和付
出”，甚至有时候明知对方无法兑现
说过的承诺，却依然蒙蔽自己。

明日关注：“蒙蔽自己”是一种危
险的心态，而出现蒙蔽自己的状况，
前提是：“将自我价值和对方绑在一
起。”“认为对方就是自己。”“对方好
坏对错，都要你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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