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路过一户农舍，被一树丝瓜吸引，丝瓜
种在院内，瓜藤却探出院墙外，搭在了大门
口的枯树上，猜测农舍主人也是有情调之
人，“引导”着瓜藤攀爬，竟然爬出了一树
造型，黄花绿叶中冒出一根根丝瓜，像从枯
树上长出来的，丝瓜缠绕中的枯树也散发出
勃勃生机。

农舍是普通民房，有些年月了，稍显破
旧，但农舍外打扫得干干净净，给人一种邻
家院落的亲切感和舒适感。农舍铁将军把
门，主人外出了，路人便胆大起来，我让同
行朋友帮我拍照，照上农舍照上一树瓜藤，
朋友刚举起手机，便惊喜地说，树上有个小
木牌。我转身一看，木牌上面用毛笔写着：
丝瓜，随便摘，勿伤瓜藤，谢谢。

这里是乡下，家家都有地，丝瓜不是稀
罕物，这个木牌是写给过路客的，允许陌生
路人可以将丝瓜采摘带走。顿时对农舍主人
生了好感和好奇，朋友说，若下次有机会路
过此地，一定再来拜访。

我笑问，拜访的由头是啥，朋友回，这
还不简单，就说上次路过摘了您家丝瓜，家
里没人没法答谢，此次路过专为说句谢谢。

上周，我和朋友有闲，结伴出行，顺道
故地重游，恰好农舍主人在家，那是一位年

长的大妈，听我们说明来意后，大妈笑道，
我该谢谢你俩才对，上次出门探亲，要在外
待些日子，丝瓜是高产植物，不摘的话，老
丝瓜挂藤上，坠着瓜藤，会影响前面丝瓜生
长，也影响瓜树的美观。你们帮我摘了丝
瓜，相当于替瓜树“剪枝”了，我该谢谢你
俩才对。

大妈很会说话，闹了半天，我们白吃丝
瓜还属于友情帮忙。大妈说，当然是喽，院
子里种了好几棵丝瓜呢，家里就我们老两
口，一棵丝瓜就够我们吃了，剩下的亲朋帮
吃也吃不了，门外这棵丝瓜当花养，当景
看，丝瓜谁稀罕谁要。

朋友说，可以卖掉换钱呀。大妈说，值
不了几个钱，不劳那心。

一根丝瓜值不了多少钱，但它的路人缘
却无法用金钱来衡量，因为一树随便采摘的
丝瓜，让我对一户农舍、一个村庄，甚至一
座城市产生好感。当丝瓜成为风景，不仅让
枯树重新焕发青春，还因一块小木牌上的
字，而让我这样的陌生过客倍感人世美好。

初秋，偶遇一树丝瓜，小景、小善，却
怡情养性，农舍主人或许不知道，她家门前
的风景像幅油画印在了我的记忆里，治愈了
已逝夏天遗留下的潮湿和烦闷。

信马由缰——

偶遇一树丝瓜
马海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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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觉得，马齿苋，是我见过的最肥嫩最
顽强的小草。

在刚刚过去的夏天，我吃过一盘来自我家
花盆里的马齿苋。一次去南阳台上浇水时，我
发现好些绿叶红杆杆的小家伙，从弃用的花盆
里爬出来，从韭菜的间隙挤出来，从燕子掌的身
下钻出来。那天我浇水后，拔掉了燕子掌下和
韭菜间的小苗，唯余撂荒花盆里的绿叶红杆，让
它们自由生长。

一周后，直径两尺的大花盆，被绿叶红杆铺
得满满当当。马牙般的对生小叶，四片一簇，从
紫红色蚯蚓般的茎干上伸出来，胖乎乎的，似汪
着一团绿水，翠绿光亮。这些红红绿绿的小生
命，每年都不请自来，率真而任性。它们，曾经
是我童年最熟悉的猪草和野菜。多年后，它们
从我的花盆里冒出来，想必，就是来和我的牙齿
握手言欢的。

这绿叶红杆的小草，植物学名叫马齿苋，据
《本草纲目》记载：“其叶比并如马齿，而性滑利
似苋，故名”。《本草经集注》中是这么描述马齿
苋的：“马齿苋，又名五行草，以其叶青，梗赤，花
黄，根白，子黑也。”把五行都占全了的小草，它
的能耐自然是不可小觑的。

夏秋季节，田野、路边、沟坎，甚至是石头缝
里，都有马齿苋蚯蚓般蠕动的身影，绿叶，像“蚯
蚓”身上长出的翅膀，带领马齿苋向四方飞翔。
贫瘠炎热，不算什么，刀砍铲挖，也无法停止它
爬行的脚步。

记忆中，小时候的马齿苋更多，除过偶尔走
上人类的餐桌，大部分都充当猪的餐后“点
心”。有时候这种草拔多了，猪吃不完，便被扔
在一边。即便是过了十天半个月，只要有一场
雨淋到马齿苋身上，那些乍看已经萎蔫干枯了
的茎干，便又神奇地长出鲜嫩的叶子，焕发出勃
勃生机。三五棵几天就能铺展成一大团，如果
空间狭小的话，茎叶便高高地抬起身来。

掐一段马齿苋的茎叶，随便丢在土里，很容
易生根发芽，继续它们蔓延的脚步。马齿苋的
花朵极小，顶生，五瓣，金黄，朝展暮合。花后，
极细极小的种子会被风带到任何地方。只需一
把土几滴水，就会萌发，开出一片新天地。不由
得感慨，这马齿苋要换做是人，可真不得了，在
险象丛生的人世间，它一定能如鱼得水。

关于马齿苋耐酷暑以及抗干旱之能耐，还
有一段有趣的传说——远古时代，天上有十个
太阳，晒得大地上苗焦草枯，民不聊生。部落首
领后羿擅长箭法，拿着射日弓一口气射下九个
太阳，第十个太阳吓得东躲西藏，最后藏匿在一
棵马齿苋下才躲过一劫。太阳君感动异常，为
报答救命之恩，许下诺言：“百草脱根皆死，尔离
水土犹生。”

回到科学的话题上。马齿苋之所以耐酷暑
抗干旱，一是因为马齿苋的根系粗壮发达，二是
因为马齿苋红茎粗、绿叶肥，体内存储的水分和
营养物质多了，抵御不良环境的时间就长。

有人选取马路边、沙地、田野、菜地、大棚五
种生境的马齿苋作为实验材料，研究比较马齿
苋在不同生境下生理生化代谢的部分抗性指
标。结果发现，菜地里生长的马齿苋可溶性糖
的含量、脯氨酸含量、过氧化氢酶的活性均最
低，也就是说其抗性较弱；而马路边和沙地生长
的马齿苋过氧化物酶活性和根系活力显著高于
其他生境，表明其抗性较强。由此得出结论：不
同生境下的马齿苋，能够通过调节自身的生理
生化代谢，来适应外界不同的环境。

记忆中，小时候我吃马齿苋的次数远没有
吃灰灰菜和仁汉菜的次数多，原因是马齿苋焯
水后太过滑腻，酸酸的，而且有股土腥味儿。但
也有人譬如我的母亲就爱吃这种味道。

那时我们家最多的吃法是凉拌。挑选鲜嫩
的马齿苋，淘洗干净，将茎叶切成二三指长的小
段，焯过开水，捣点蒜泥拌了，撒上五香粉、盐和
辣椒面。可夹在馒头里，也可卷在煎饼里吃。

还有一种吃法是将马齿苋剁碎，拌入面粉
和调料后，在平底锅里煎得两面焦黄。相较而
言，我更喜欢后者。尤其是夏天，高温炎热，人
没有精神，也少胃口，吃马齿苋饼，感觉特别开
胃。

有营养专家专门做了量化研究。每千克马
齿苋鲜品中含蛋白质23克、脂肪5克，糖30克、
粗纤维78克、胡萝卜素22.3毫克、硫胺素0.3毫
克、核黄素 1.1毫克、维生素 230毫克、钙 850毫
克、磷560毫克、铁15毫克，可谓营养丰富。

马齿苋作为菜蔬在我国历史悠久，杜甫的
《园官送菜》里便提到了马齿苋：“苦苣刺如针，

马齿叶亦繁。青青嘉蔬色，埋没在中园……”传
说武则天特别爱吃马齿苋作的汤或汁，用以美
容养颜。唐朝时，除过宫廷，在普通官员和百姓
家里，也流行用马齿苋做菜，并一致将马齿苋看
作是强身健体的菜蔬。“长命菜”、“长命苋”、“安
乐菜”、“长寿菜”等别名，就是这个时期人们送
给马齿苋的。

明人王磐编写的《野菜谱》，记录了五十七
种野菜，马齿苋位列其中。《西游记》里马齿苋也
作为野菜，翩然出现在餐桌上。

有些人见不得马齿苋里的酸味儿，于是发
明用青灰“盘”。盘马齿苋用的灰，一般是由秸
秆或麦草烧成的草木灰。概因草木灰属于碱性
物质，能中和马齿苋里的酸性物质。具体做法
是用草木灰搓揉马齿苋，灰粉腌制后放到太阳
下晒干，方可食用。据说盘出来的马齿苋虽然
看起来灰不溜秋，但味道好极了。

城里人吃腻了大鱼大肉后，吃一盘马齿苋，
那酸酸滑滑的滋味里，有童年的酸涩，也有绵绵
的乡愁。

马齿苋不单能食，更能入药，防病治病，有
“天然抗生素”的美誉。

明朝李时珍把马齿苋写进《本草纲目》：以
全草入药，性寒，味酸。清热，解毒，消肿，主治
痢疾、疮疡等。

马齿苋消肿的疗效我深有体会。记得小时
候，倘若我们身上长了疖子，或者被蜂蜇被蚊虫
叮咬，或者皮肤痒痛发炎什么的，母亲便掐一把
马齿苋，将其捣烂，连汁带渣敷在患处，一两天
后，肿毒痛痒就会奇迹般消退。有一位朋友腹
泻，连吃三天马齿苋后病去身轻，连称神奇。

唐山大地震后，时令是蚊蝇肆虐的夏天，缺
水无电，一些人开始上吐下泻，痢疾横行，应了
那句话，大灾之后必有大疫。救援队伍采来随
处可见的马齿苋，煎煮成汤水给震区人员服
用。有效治疗和防止了震区肠道传染病的大爆
发。

电视剧《武媚娘传奇》中提到的流产神器五
行草，就是马齿苋。《本草纲目》中说它“散血消
肿，利肠滑胎”，由于马齿苋性寒滑，故怀孕早
期，尤其是有习惯性流产史者，最好忌食，近代
临床实践认为，马齿苋的确能使子宫平滑肌收
缩。但临产前又属例外，多食马齿苋，利于顺
产。

马齿苋还可促进白发变黑。据宋代刘翰的
《开宝本草》中记载：“马齿苋，服之，常年不白。”
意思是马齿苋经常服用，可以使头发常年不会
变白。民间的操作方法，是将马齿苋切碎捣烂，
加水熬煮，去除渣子，加入适量蜂蜜，做成马齿
苋膏。将制作好的药膏放在冰箱里备用，每天
早晚用棉签沾一点，涂在白发的发根。若要效
果更好，可以配合马齿苋水喝。

据报道，地中海某地居民由于经常食用马
齿苋，心脏病和癌症的发病率，均低于其他地
区。喜欢把马齿苋调和在色拉中食用的法国
人，心脏病的发病率也要低很多。

马齿苋这么好，可以大吃特吃吗？有副作
用吗？

答案自然是：否。马齿苋性寒，寒凉体质的
人不宜多吃。对于经常腹泻、肠胃较脆弱的人
群来说，最好不要吃马齿苋，因为吃马齿苋可能
会让他们加重病情。

食用药食同源的马齿苋，副作用并不明显，
不过一些特殊人群还是需要注意的，因为吃罢
会感觉不舒适。易上火体质的人刚开始吃马齿
苋时也一定要少量，逐渐适应了才能多吃。马
齿苋里最好放白糖，不要放红糖。因为红糖是
温性的，会与治疗的方向背道而驰。

如前文所述，孕妇最好禁食马齿苋。再者，
吃中药期间，尤其中药里有鳖甲药材的时候，就
不要食用马齿苋了。因为，马齿苋性寒滑利，食
用过多容易消化不良，而鳖甲则属于高蛋白的
凉性补品，容易加重肠胃的负担。两者同时食
用，更容易引起肠胃的消化不良，严重会导致中
毒的症状。

文章前半部分里所说的小草马齿苋，是观
赏植物马齿苋的始祖，是原始种，花黄色，直径
约 1厘米或者更小，很不起眼。经过多年的人
工栽培和选育，逐渐出现了重瓣大花的变种，即
大花马齿苋。花朵直径可达 5厘米，颜色也出
现白、粉、红、紫、橙、黄花红心等许多变化，成为
夏秋时节花坛里鲜艳醒目的观赏植物。

马齿苋科马齿苋属中的近似种，有多年生
草本植物紫米粒和毛马齿苋，这二者花色均为
洋红色，单瓣。紫米粒因叶片像一颗颗小米粒
而得名，如微缩版的半支莲。紫米粒的幼芽和
新叶米粒状，在冷凉季节强光的照射下，叶色有
紫晕或变成紫红色，盆栽非常漂亮。夏季会开
粉红色小花，花开比植株大，紫米粒花期比较
长，陆续可从初夏开到初秋。它有许多别名：米
粒花、紫米饭、紫珍珠、流星等等。毛马齿苋的
叶腋内，长有长疏柔毛，茎上部较密。花无梗，
密生长柔毛。其它长相与马齿苋相近。

马齿苋树，就是大家所说的金枝玉叶、小叶
玻璃翠。肉质叶片极像马齿苋，老茎浅褐色，茎
干嫩绿色，肉质分枝多。与马齿苋同科同属，是
多年生肉质草本或亚灌木。马齿苋树原产非洲
南部的莫桑比克和南非的德兰士瓦省，现世界
各地广泛栽培。

马齿苋树在原产地，可长成高达 4米的肉
质灌木。盆栽时通过修剪整形，严格控制高度，
是很好的家庭观叶植物。

希望来年夏天，马齿苋继续来我的花盆里
做客。

植物智慧——

五行草马齿苋
祁云枝

杨圣权 书

松泉 书

潘希武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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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的生命更加饱满、更有激情，生命
的宽度在运动中一寸寸拓展、一点点蔓延，
运动的快乐只有在运动中领略和收藏。

游泳，已成了我们家老少皆喜的一项运
动。每逢周末，我都会带着妈妈和儿子到黔
南州全民健身中心去游泳，屈指算来已经持
续了二年多，风雨无阻，周周期待周周游，
周周开心周周去。时间堆积下形成的游泳习
惯，潜移默化成为我们家的“约定俗成”。我
们一家在游泳中强身健体，交流思想、抒发
亲情，乐此不疲。

我妈今年 76 岁，性格坚毅，爱好广泛，
在我们眼里多才艺；认识的人也这样认为。
2017 年 8 月，老人家因重病施腹部大手术
后，体重从 110斤一下子降到 78斤，身体非
常羸弱。从能在病床前站起来的那天起，妈
妈就坚持走路，依靠搀扶在不吹风、行人少
的病房走廊蹒跚移步，在医院花园慢行，从
不间断。出院回家后，妈妈每天在看护搀扶
下坚持走路，多时达六七公里。恢复到基本
能自理时，妈妈不顾全家反对，辞了看护，
自己做家务，天天练八段锦、唱京剧。只要
不是不宜出门的特殊天气，每天晚饭后我们
都陪妈妈步行七至十公里。真好！妈妈的身
体一天天好了起来。

手术后一年，妈妈体重增加到 85斤，她

听从建议开始和我们去游泳，州全民健身中
心对 70岁以上老人、军人、残疾人免费，每
年8月8号州庆日一律免费。健身中心的游泳
馆有大、小二个泳池，多次举办省、州级游
泳比赛，水质很好，卫生和救护都不错。妈
妈病前爱好游泳，久违的泳池让她快乐兴
奋，那天原计划游 300 米的，结果妈妈在小
池游了 10个来回 500米！那一天，她是整个
游泳馆最年长的一位泳者。病愈后首游成
功，妈妈脸上充满喜悦和自豪，笑着说要经
常和我们来游泳。

从此，妈妈有了自己的唱京剧、打太
极、游泳“健康生活三部曲”，不误游时，按
时打卡，像一个守纪律的学生，几乎没有旷
过“课”。每到周五下午，妈妈就开始精心准
备周六游泳后的中餐。周六上午，我们多在 8
点半前起床，煮早餐的同时蒸包子、棕子等，9
点半左右，将蒸好的主食放入车载保温箱（6
升，可保温可冷藏），带上水果、小零食，再泡好
茶，然后向游泳馆方向快乐出发。

妈妈多在小池游，每次游 550-750 米；我
多数时候先小池后大池再小池，冷热交替利于
心脏、血液、皮肤伸张运动。潜入水中，身心立
即得到安抚，舒爽安逸，既感受到水的温柔、水
的宁静、水的包容，也感受到水的力量、水的渗
透、水的无情。在水里，不仅胡思乱想的毛病

被治愈，而且“学问”看涨：曾想到“水能载舟亦
能覆舟”的直接意义、哲学思想和政治智慧，游
得快时有“轻舟已过万重山”的酣畅，听教练培
训其他人时有偷师学艺的窃喜，学会新泳姿时
会有“水上飘”的自得。每次游 1000米是我的
底线，1500米是我的目标，看到其他高手只用
20分钟游完1000米会生出“天外有天、人外有
人”的感慨，更加见贤思齐努力向上。上岸洗
澡后，我们坐在游泳馆门口滕椅上休息，身体
被水泡得凉爽清静，健身中心地处城郊，空气
清冽甘甜，微风吹来树木花果摇曳，一边享用
食品一边聊天，有不是神仙胜似神仙的逍遥。

世事难在坚持，游泳也是要坚持早起，坚
持达到运动量，坚持每次花 4个小时，如果只
有我一个人肯定是无法长期坚持的。我把陪
同妈妈与孩子和自己的健身需求结合起来，
才有了这份“坚持”的动力。我常想，妈
妈，一定也是把对我们的陪伴、对亲情的眷
恋结合起来，把运动和享受天伦之乐结合起
来，才能如此“坚持”、如此享受吧。

有意义的事很多，人的生命有限，我们
需要选择并笃定实施的事，不在多，在精、
在意义。带着妈妈游泳，改变的不仅是我们
的生活方式，也给我们带来了由里而外的通
透享受。

世相众生——

带着妈妈去游泳
张 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