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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从丽江旅游归来的朋友，送我一盒棕色的粉末，神
秘兮兮地说：别看这盒子不大，里面的东西可是论克买的
呢。这可是人体天然的“荷尔蒙发动机”，喝完，你老公会变
强壮，你会变得更漂亮！

“世上真有这么神奇的东西？”
“当然！这可是大名鼎鼎的纯天然‘植物伟哥’，人称秘

鲁人参。能治疗男人肾虚，能改善女人气血。”
看来，是我孤陋寡闻了。一通恶补资料后，不禁莞尔。

一个充其量是功能性蔬菜的异国植物——玛卡（Maca），在
声势浩大的炒作后，摇身一变，竟成了壮阳神药。

在网上列举的众多功效中，唯有“纯天然”这点，让人不
容置疑。

玛卡，两千多年来，一直生长在秘鲁的安第斯山脉中，
在海拔三四千米的高山上，经风霜、斗严寒。严酷的生存条
件，练就了玛卡顽强的生命力。和它的近亲、同科兄弟圆头
萝卜相比，玛卡的块状根茎瘦小皱巴，带着高寒植物特有的
印记，的确不怎么像是在“温室”里长大的。

严酷的生境连同紫外线强烈的太阳，给玛卡涂抹上靓
丽的“衣裳”，给予块根更多的色彩：淡黄色、红色、紫色、蓝
色、黑色，也有绿色。总之，海拔越高、离太阳越近，玛卡块
根的颜色就越深，据说“药效”也最好。

早在哥伦布到达美洲前，当地土著人就喜欢用玛卡的
鲜根加蜂蜜、兑水果汁饮用。当然，更多的时候，玛卡是作
为一种蔬菜，登上秘鲁人的餐桌——可以是凉拌菜，可以和
肉或其他蔬菜一起炒熟食用，也可以晒乾后用水或牛奶煮
食……

类似于中国人“冬食萝卜小人参”，玛卡，在当地人的眼
里，也是滋补品——对抗疲劳、补充体力。然而，令玛卡没
想到的是，自从 2002年落户中国后，自己的身价竟莫名其
妙的一路暴涨——最贵时，块茎研磨的玛卡粉，以每克 15
元出售！远远超过了人参、冬虫夏草等名贵中药材。

这千山万水跨越得值哦！在秘鲁种植了2000多年，也
没人这样待见自己。显然，来到异国他乡的中国后，自己已
然从当年的“村姑”，荣升为“皇后”啦。

玛卡在中国的地盘迅速扩大，云南、四川、青海等高海
拔地区都有了玛卡的身影。只几年间，中国就取代了其故
乡秘鲁，成为玛卡的主产国，也成为世界玛卡价格的主导
者。

《华尔街日报》2013年 12月 3日报道，大批中国买主涌
进秘鲁购买玛卡。当年 9月，出口到中国的玛卡价值飙升
到600万美元，而2013年全年出口价值仅54万美元……

慢慢地，玛卡发现，这一切改变的原因，均来自于自己
的一个新头衔：“植物伟哥”。有专家这样介绍自己：玛卡含
有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元素，并有两类新植物化学成分玛
卡酰胺和玛卡烯，平衡荷尔蒙，调节内分泌，提高精子数量
与活跃力。

“植物伟哥”的喙头，让玛卡所向披靡、无限风光。一些
人甚至为之“疯狂”，这些人不相信自己，只相信专家、相信
保健品和药品。

其实，只有玛卡清楚，自己既非保健品，更非中药材。
或许，在深加工后，自己可以成为保健品，但目前，自己只获
得了中国国家认证的“蓝帽子”——“QS”食品认证。既然
是食品，怎么能和疗效扯上关系呢？或许，玛卡不排除有

“植物伟哥”的功效。但到目前为止，这项功能还非常缺乏
证据支持。

食品工程博士“云无心”在果壳网“谣言粉碎机”上，发
表了《玛卡能提升性功能吗？》一文，认为目前大部分的相关
研究，都只是在动物身上进行实验，临床数据很少，研究质
量不高。并且，一些打着玛卡旗号的壮阳产品，还可能添加
某些药物成分，会带来健康隐患……

看到这里，我是不敢用健康来换美丽了。那盒玛卡粉
我尝过，又苦又涩，还有点腥辣味。终于明白了当地土著为
什么饮用时要加蜂蜜兑水果汁。后来，听人说喝多了还会
上火，流鼻血。所以，只喝过一次，“秘鲁人参”玛卡，就被我
打入“冷宫”啦。

植物外传 ——

被标题党的“玛卡”
祁云枝

宋大驰终于收到了学校开学通知，坐等老宋支付开学
大洋，盼星星盼月亮盼来了老宋的 500元人民币，宋大驰哭
的心都有，这点钱就是每天轻断食也维持不了一个月呀。
见儿子不高兴，老宋说：“先花着，花完再要，随要随给。”

老宋再也不是去年那个老宋了，那时老宋真大方，一出
手就是几千元，半学期下来，宋大驰存了五千多元的私房
钱。

但过了春节，宋大驰就感觉老宋变了。今年父亲节，宋
大驰想给老宋买件衬衣，老宋说：“我整天干活，穿不出好
来，还是发个红包吧。”宋大驰给老宋发了188元，老宋乐了：

“好儿子，等你过生日时，我还你个大的。”
不对呀，这个套路不对。原来父亲节，宋大驰给老宋买

礼物，花一百老宋给三百，一手交礼物一手给钱，这次咋一
杆子支到自己生日了呢。到了生日那天，老宋给儿子发了
个红包，里面就躺着200元，过生日实收12元。

宋大驰是单亲家庭，父母离婚时，他才9岁，老宋为了他
一直没再娶。宋大驰跟着奶奶长大，倒没有感到娘亲不在
身边有何不同。

倒是老宋，离婚后更加勤奋了，他自己开了家小工厂，
每天早出晚归忙挣钱，很少有时间陪伴儿子，以至于父子之
间有些陌生。宋大驰除了要钱找老宋，平时跟老宋没话说。

上月老宋过生日，老宋提醒儿子：“别买礼物，咱爷俩不
用那些虚的。你发我红包，我好朋友圈显摆一下。”

宋大驰又奉上88元红包，这次估计“引水”不足，老宋只
回了句，谢谢儿子。压根没提回赠的事儿。

今年因为疫情各行都受影响，但老宋说，他去年接的活
儿还没干完，人家都交了定金，疫情对他影响不大。

宋大驰猜，老宋变得抠抠搜搜，可能因为自己在家上网
课，花销不大；还有种可能，老宋悄悄谈了女朋友，都说有后
娘就有后爹。

开学那天，老宋开车送儿子，还未到校，宋大驰就收到
了要交 150元书费的通知，他把通知转给老宋，让老宋给他
交了。老宋嘴上答应了，但直到老宋放下宋大驰返程，书费
还没交。宋大驰只好自己先垫付，微信截图给老宋看。老
宋一直没回。咳，才到校，生活费余额秒变350元。

下午和姑姑通电话，宋大驰吐槽老宋抠门，姑姑唉声叹

气，欲言又止，在宋大驰再三追问下，姑姑吐露了实情，原来
老宋年前是接了不少活儿，但年后因为疫情很多工厂没有
复工，即使复工了活儿也不多，这几个月老宋领着一帮职工
混迹劳务市场打零工呢。

不等姑姑说完，宋大驰便挂了电话，拨通了老宋电话，
一个“爸”刚出口，老宋便忙不迭地说：“儿子，我刚才在忙，
一会儿就把150元转给你哈。”

“爸，不用了，我这里还有5000多元呢……”宋大驰有些
哽咽，话没说完就被老宋打断了：“儿子，放心，老爸有钱，咱
爷俩一个秉性，都爱攒钱，就是两年不干活，也不差你的生
活费。我给你 500元不是让你节约花，是想一次给少点儿，
你多要几次，咱爷俩也好多交流几回，要知道这次开学后学
校将实行封闭式管理，再见你就到寒假了。”

宋大驰鼻子一酸，心想，好吧，没钱了就问老宋要。至
于5000元的私房钱自己已经坦白了，就存成定期，到寒假当
礼物送给老宋，让他过个幸福年。

世象众生 ——

父亲的新“套路”
马海霞

今秋多雨，湿漉漉的桂花还没来得及飘散香气，已米粒
般落了一地。去年中秋节那天，也是稀里哗啦一场雨。料
想，今年的月，怕是看不见了。桂香又无处闻，心头便思念
起儿时的明月来。

“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能赋予月如此文雅称呼的
诗人必是富贵子弟。于农村孩子而言，“小时不识明月美，
只盼中秋月饼甜”才是我们内心对中秋节的真实期待。

中秋节这天，除了割肉打牙祭，母亲照例要买回四块月
饼。月饼只有两种——锅盔和麻饼。锅盔外面是干干的面
皮，被烘烤到一掰就脆裂，里面刷一层薄薄的红糖汁。锅盔
裂缝处偶有红糖渗出一点点，甜甜的香气就随着赶集归来
的母亲氤氲了山间小路。麻饼更精致一些，单是把麻饼周
身的芝麻粒一颗一颗抠下来，已能让满嘴持续生香。掰开
麻饼，炒焦的花生仁与泛着光泽的糖浆簇拥在一起，诱人垂
涎。

中秋节的晚饭真丰盛啊！一大碗青蒜苗回锅肉摆在四
方桌的中央，咸的；四块月饼分别放在我们的面前，甜的。
我和妹妹早已迫不及待地消灭了两块。我们眼巴巴地盯着
父亲和母亲面前的月饼，他们就一人掰下一小块，把剩下的
一大半放到我们面前……

大伯偶尔从外地带回盘子一样大的月饼，切开来，送给
我们四块。大伯和父亲分家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我们两家
打牙祭时，都端一小碗肉给对方。

吃完肉，吃完月饼，我们在院坝里晒月亮。大伯从堂屋

扯出一条高条凳，他问我们几兄弟，你们谁能脚不沾地，从
凳子底下钻过去？我们这些爬树遛山的“猴子”立即跃跃欲
试。这看似简单的动作，却是对柔韧性和手臂腰腹力量的
大考验。一次一次的失败后，我们终于成功啦！父亲很炫
耀地展示他当兵时的操练科目之“金鸡独立”——一腿平
举，一腿站立，站立之腿缓缓蹲下，平举之腿始终保持水平
状态。父亲驾轻就熟，我们却东倒西歪侧翻在地……

我们也赏月，大伯和父亲都不是文化人，“呼作白玉盘”
的诗句是断然没有教过我们的，“天狗吃月”、“吴刚伐桂”的
典故倒是有头无尾地讲了一些，支离破碎，记忆终没有吃月
饼、钻高凳和玩“金鸡独立”那般深刻。

在我们的欢声笑语中，中天的月已经不知不觉躲进了
老桉树的繁叶间，躲到了草房子的后头，落入了河对岸黑柏
林的山尖……

月是故乡明。偶有几次，深夜下班的路上，我在城市高
楼的缝隙寻找躲闪的月亮。城市的灯火太绚烂，太冷硬，如
墙，无情地拒绝着播撒清辉的月亮。

月是儿时明。人到中年，月饼的诱惑力大不如前。白
天，在一幢钢筋水泥的格子里左冲右突，与手头干不完的工
作捉对厮杀，夜晚，在另一幢钢筋水泥的格子里卸腰松胯，
丢盔弃甲。徒生感慨，赏一轮明月的闲情雅致，早已随远去
的儿时光阴一去不返了。

喔，儿时的月亮！

寻觅乡愁 ——

儿时月亮
宋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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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沉闷的雷鸣伴随着沉闷的雷鸣，，接连下了接连下了好

几天的大雨几天的大雨，，我用手机录了一段雨水我用手机录了一段雨水
从天而降从天而降、、而后冲撞万物的声音而后冲撞万物的声音。。比比
起春雨，秋雨更能让人感到安宁。

夏天结束了，和之之逛了我们常
去的那家内衣店，买到了同款内衣。
街边花摊上，牛皮纸包裹的花束散发
着浪漫的气息。之之说，她第一次正
经收到的花束，因为觉得丢脸被她扔
进了垃圾桶，等她成熟到渴望这一浪
漫的时刻，却只收到过一次鲜花，如
果5块钱两把的栀子花也算的话。

无数次经过这里，我也曾想给自
己买上一束花，就是人们常说，自己
取悦自己。不过最终都打消了念头，
喜欢的东西，也不一定要拥有，看着
欢喜，就足够了。当然，我说的仅只
需求不大的物件。

我们走在略微潮湿的街道上，路
灯没有那么亮。她说她其实不满意
现在的自己，但也不想去改变，我问
她感到焦虑吗？她回答说不，只是烦
躁。烦躁是人人都会有的情绪，总会
有消退的时候。不是一定要逆风飞
翔，才能感受到生命的意义，如果舒
适圈能让人感受到快乐，那呆在舒适
圈也不必是个坏事。

听之之说起人生的意义，这还是
头一回，她总像个没心没肺的小女
孩，洒脱、自信、说话带刺。可能是秋
天来了吧，秋天萧瑟，与之对应人的
心情，应该是低落，和悲伤。星座也
说，9月火星开始逆行，会存在很多的冲突和矛盾，忌焦躁。

要我说，九月温差大，宜添衣，忌生冷，保护好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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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阻止学生早恋，我的高中语文老师说过一句话，要把喜
欢憋在心里，很久很久以后，我们还能坦然地跟对方说：“你知道
吗？我曾经喜欢过你。”

没想到，这件事情竟然真的发生了。
我曾经暗恋一个男孩子，我们是朋友，现在，我们依然是朋

友，不过，对异性的喜欢转变成为对朋友的欣赏。
不表白确实不像我的性格，但事情就这样发展了，不是因为

不够勇敢，也没有十分重要的阻碍，可能是特别的缘分，我的喜
欢就那么悄无声息拐了个弯。

时间过去挺久了，前阵子和他聊天，刚好聊到感情这个话
题：“我曾经偷偷暗恋你”。

“我以为你永远不会说。”
双向的喜欢才是愉悦的，即便没有结果，悸动消退后还能感

受到美好。他告诉我，别人对感情的观点和看法一点都不重要，
人的感受是不会骗人的。也没有特别激动，只是觉得有点神
奇。有人跟我说，人生有三大错觉，最大的错觉就是，他喜欢
我。我原本坚信，爱情，是是非题，从来不是选择题。可成年人
的爱情，好像总是在做选择题，适合比爱更重要，可我仍然坚持，
爱才是适合的前提。

有些事情，过了就没必要说出来，但说出来，可能会有意外
的收获，它不一定是实质意义上的收获，可能会是心灵层面的一
次感悟，和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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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个酒醒的周末，静静子发消息问我，记不记得昨晚又哭

了。我当然记得，一群人开开心心喝酒，一个人在酒吧厕所门口
大哭，还好是喝多了，不然这么丢脸的事，打死我也不会认。

只是不知道静静子对于安慰我的时候猛亲我的事情还有没
有印象，这大概是我人生中第一次被同龄的女性朋友亲，所以内
心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感觉。现在的女孩子安慰人都这么用力了
吗？

不过幸亏有静静子，在很多事情上，她看得比我通透，也比
我洒脱，至少能暂时忘记很多烦恼。

成年人的社交方式真是越来越少了，我和静静子已经从死
党变成了酒友。常常吃完饭，就不知道该做点什么，路上晃着晃
着，最后又不得不喝上一杯，明明两个人的酒量都是小学水平。
后来发现，这也不失为增进友谊的一种方式。

所以今天午休，做梦都梦到和静静子喝酒，醒来给她发了消
息，她问我是想喝酒了吗，我说，可能是想她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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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学前一周，闺女班主任在微信群里发布了这学期有
统一配餐的好消息。点开链接，我偷偷乐了半天，学校终
于有午餐了，终于终于不用每天来回八趟的接送了!

闺女幼儿园时放养，步入小学后，各方面都需要家长
亲力亲为地教育辅导。和其他学生相比，她几乎是零基
础，唯一拿得出手的是识字量大，可以自行阅读，但这在以
学拼音为主的一年级不占一丁点优势。开学前，我盲目地
认为只要跟上老师的进度就好了，没想到人家娃拼音都学
得已经出神入化。这差距，确实让我和孩子“相爱相杀”了
很长一段时间。好在娃还算听话好学，一学期的恶补，学
习习惯和成绩都还不错。

长长的假期也是在各种暑假班中切换，和上学一样需
要掐点接送。姑娘学得兴致昂扬，我也是乐此不彼地载着
她在小城里穿梭。

在繁忙的工作和频繁的接送中，“超人妈妈”居然生病
了。我半依在床上，女儿为我拿药端水，不停地嘘寒问暖，
告诉我新学期她要留校用餐了，这样妈妈就不用这么辛苦
了!

一暑假，孩子确实涨了不少知识，也更懂事了。
一年级整个学期，我和他爸每天都是扣时间接力棒式

的接送，谁让是自己亲生亲养的娃，扔在学校门口的午托
班，我心真没这么大。我不放心孩子在午托班就餐和学
习，每天捆绑着她爸爸一起接送，我俩的业余时间不是在

接她就是在接她的路上。每天还要变着法的做营养餐，一
年的历练，我从厨房小白迅速成长。无论酷夏寒冬，早上
六点自然醒来为娃做“秀色可餐”的美食。遥想刚上班那
会儿，住在单位宿舍，我总能睡到上班前几分钟慌慌张张
踏着点下楼，同事王姐早早就坐在自己的办公桌前悠闲地
喝养生茶了。她总是以过来人的身份慢悠悠地说，等你有
娃了，懒觉就离你久远了，好好享受你自由自在的时光吧!

纵观整个暑假，虽然和娃偶尔也有小冲突。但孩子会
自觉饭前把碗筷摆好，饭后积极清洗；每天保质保量地完
成作业；偶尔也会拿本课外书翻两页……令我更欣慰的
是，除了辅导班，我们一起背了七十五首小学生必备古诗。

这学期，学校实行配餐，中午有自己的老师辅导作
业。这是一个很好的契机，放手让娃自己成长吧，老母亲
该歇一歇了！

第一天把她送到学校，就开始逛街、美容，甚至还坐在
午后的阳光下小资地喝着咖啡看会闲书，我要的时间自由
回来了!

下午接女儿后，我们都十分好奇地询问彼此一天的历
程。孩子说午餐丰富美味可口，作业写完之后，自由活动
时间她还饶有兴趣的在操场上观察了会蚂蚁。嗯，真好，
有学有玩，劳逸结合。她听了我一天的流程，激动地说:“妈
妈这一天真精彩啊!看看娃不在你身边，你多自由潇洒!”

闺女在成长，老母亲也在成长。

育儿现场 ——

跟随女儿一起成长
梓悦轩

又是丰收季 王慧 摄

潘希武 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