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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山，一般过了正月，大约都
会感觉到早春的来临，那时候天气就
是所谓的乍暖还寒。若有冷空气南
下，气温极有可能会降到十度以下，
让人们重温一下寒冬的余威，但若没
有了冷空气，温度就会迅速回升到二
十多度。正是这种冷热交替，形成是
岭南地方春季特有的“回南天”现象，
冷空气走后气温回暖之时，室内的地
面和墙身都在向外冒水珠，地板和家
具也都是湿漉漉的，而且在家里特别
会感觉到冷飕飕的，而整个城市一整
天里都是白雾蒙蒙。

除了回南天，珠三角的早春还有
好些特别之处，比如木棉树和大叶榕
树，也许是感受到了春天的气息，它
们的叶子在短短几天内就由绿变黄，
并在和煦春风的吹拂下纷纷落下，这
里可以清楚地看到树冠里到底藏着
几个鸟巢；然后，也就又过数天，木棉
盛开了一树灿烂的红花，大叶榕则长

出了极嫩绿的叶芽，这些叶芽仿佛是
见风就长，不到一周时间，已经光秃
秃的枝桠又长满了鲜嫩的绿叶。在这
个时节里，大叶榕树给寻常的道路带
来了别样风情，中山二路和青溪路就
如同长卷的风景画，每每经过，都让
我感叹在这个城市里，就能深切地感
受到了大自然的美丽。

可是，总有朋友说这里的春天有
点颠倒了，明明是万物复苏的季节，但
大叶榕这些树木却是变黄落叶。近些
年来我留意到，确实即便是多数常绿
乔木，也会在早春这段时间里，落一把
老叶子长一些新叶子，而有一些树，像
凤凰树，细叶榄仁树，大叶紫薇和异木
棉等等，秋冬时节都没有明显的变化，
春风回暖后却纷纷落叶换新芽。

曾经，我对身边的季节变换熟视
无睹，没有观察也没有留意本地的春
夏秋冬是什么样子，头脑里关于四季
的知识全部来自于课本和老师的教

育，春天就应该是万物复苏欣欣向荣，
秋天就应该是落叶纷纷瓜果飘香。

虽然我生长生活在岭南这个地
方，虽然我每个春天都会看到落叶后
光秃秃的大叶榕树，但是我一直认
为，这些树木搞错了落叶的季节，直
到有一天，我突然意识到，错的其实
是我，岭南的春天它不仅有花开，还
有落叶，而在夏天，芒果荔枝龙眼等
很多果实已经丰收了。

那么，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么
多年来，我并没有生活在真实的春夏
秋冬里，而只是生活在课本的春夏秋
冬里。

而今天，我的孩子也正在学习当
年我曾学过的知识，有一次他在观察
作文中写道：“秋天的树木园里还有
好几种盛开的花儿”，老师的评语说

“写错了，那是春天的景色”。
那么，还有多少东西我还不知

道，其实错的是自己。

大年初二的上午，阳光明媚，因
怕街道塞车，便想开摩托车出去走访
朋友。不料开动后，发现轮胎没有气，
出去的兴趣也就没有了。

下午小睡起来，又想起给摩托车
补胎的事，便先到街上走走，街道两
旁家家户户张灯结彩，贴着春联，喜
气洋洋的节日气氛。来到原来修理摩
托车的几间店，店门都有铁将军把
守，只好怅然离开。最后经一间便利
店老板的指点，在汕尾市区香洲路找
到一间打着“补胎”字样的专业店。

我看见店门大开着，便转身回到
居住小区推来摩托车。把摩托车停放
在店门口后，连喊几声：“师傅，修理
摩托车。”竟然没有人回应，走进小店
一看，在堆积着轮胎的杂乱角落里，
一位男人闷坐在一张小凳子上抽着
烟。他低头着，周围弥漫着一圈又一
圈的烟雾。我又叫了一声：“师傅，补
轮胎。”他抬头看了一眼后，才慢悠悠
地站了起来。我观察了他一下，他有
60多岁，一身破旧的衣服沾染着油

渍。他眉头紧锁，脸上布满愁绪，心事
重重，一副没精打采的样子。

正当我在心底进一步度量我眼
前的这位男人的时候，忽然听到他说
话的声音：“补胎之前，我先说明，若
胎不破，只打气就修好的只收 10元，
要补胎的收20元。就这样，好就来，若
你认为贵就算了。”

我说：“平时补胎不是才 5元么?”
他回话：大年初二的，不穷，谁还出来开
工。”是啊！不穷的，谁还出来开工？想起
微信朋友圈里，大家在这一天晒的都是
亲戚朋友举杯聚会的场景，也想起这些
年来，自己走访贫困户的情况，他们的
生活多么不易啊。我顿时很感伤，不禁
想起屈原《离骚》的诗句“长太息以掩涕
兮,哀民生之多艰”，便马上对他说：“那
好啊!刚才只是随意说一下，别介意。”

于是，他拿了几件工具开始为我
的摩托车补胎，我在一旁也没话找话
跟他客套。他告诉我，他是汕尾市区
人，姓洪。约十五分钟后，洪师傅便补
好轮胎，打好气，但他用水瓶喷水检

验时，发现轮胎间缝泄冒着细细的气
泡，对我说：“这只能换轮盘，但现在
轮胎补好，只是它和轮盘的接触面有
小小的间隙，不过泄气很小，开几天
应该没问题。”

我说：“那好，几天后再来修理
吧。师傅的‘不穷，大年初二谁还出做
工’的话感动了我。这次，我给你另加
10元。”说着，我把 30元交给他，又递
上一支烟，并夸他补胎技术真好。不
料，正想开车走时，洪师傅却让我停
下来，又把车胎气放掉，找来一把铁
锤敲打轮盘，又用机油清擦轮胎与轮
盘的接触处，再重新装好，充气。弄好
了这一切后，他笑了笑，对我说，这样
全好了，应该不会泄气了。果然，看洪
师傅用水瓶喷水检验时，刚才轮胎

“坏处”不再冒出小气泡了。
道别洪师傅，天空云朵在飘，有

风吹着，想起短期内不需要再修理摩
托车，心情自然舒畅起来。车开动时，
禁不住回首，又瞟了一眼洪师傅，他
正站在小店门口抽着烟。

这天晚上
十点，是睡觉

的时候了，慕瓜居然
拿起手机。质问她还
拿手机干嘛，她说我

要定闹钟啊！哦！我心里
一暖，吹面不寒杨柳风，
难道我家有女正长成
么！我就问她你定什么

时间呢？慕瓜说，有同学六点二
十起床。我说太早了，你就定个
六点四十吧。她说,哦！心里想，
你就哦吧，明天早上看你怎么

个样。
往常的很多年，每天早上送慕瓜

去上学，我都把起床闹钟定在七点
整。闹钟定这个点上，是有几个原因。
一是自己十几年的习惯，都要在夜晚
十二点之后才睡觉，有些时候会更晚
更晚，早上七点钟起来已经早到极
致；二是想，孩子在长身体，早上多睡
一会儿更健康；三是以前上班时间是
八点半，七点钟起床刚好还赶得上；
再一个，早起早睡身体好的说法，内
心里实在没有多少苟同。按照传统的
中医养生理论，晚上九点钟睡、早上

六点起，是最佳之道。
但现在的人，越来越被
城市圈成一堆堆的，如
果环境喧嚣、夜色如
昼，或者“兴尽晚回
舟”，你想睡也睡不早。
长此以来，难道身体器
官的生物钟不会与时
俱进吗？今年过年，带
着慕瓜回老家，我们却
睡得很早。乡村的夜

晚，夜幕一降临，便是漆黑一片，万籁
俱静，也无车马喧，那睡意自然早早
上头了。有一晚，我们居然八点半就
睡了。所以早睡早起身体好，应该属
于农耕时代，时间一到睡意自然上
头，而且不睡你还能干嘛！所以是否
选取早睡早起，不要盲从，还得看环
境，顺其自然才是好“道”。

然而，把起床闹钟定在早上七
点，导致的后果相当不妙，上学的早
上，我和慕瓜忙得像打仗一样，却只
有屡战屡败！

七点闹钟响了，慕瓜要叫很多次，
才睡眼惺忪、老牛拉破车一样慢腾腾地
爬起来，这个问题当然可能是家家孩子
的通病。这时我不停地叫，快起来快起
来，要不又迟到了。慕瓜梳头了，看到梳
子在她乱糟糟的头发上拉扯，感觉自己
的头皮都给扯痛了。这时我开始嚷嚷
了，都说你把头发剪短就是不肯，你再
这么慢明天就把你头发给剪了。刷牙
了、洗脸了、找袜子穿鞋子了，看到她颠
三倒四磨磨蹭蹭浪费宝贵的时间，心头
之火熊熊冒起，叫声开始高亢，你快点
好不好，真的要迟到啦！

这么些年下来，凡是要上学的日
子，七点到八点之前，我简直把一辈
子的唠叨都用完了。

最最恼火的是，出门了，她才发
现居然忘记戴红领巾了，忘记带水
壶，忘记作业本，忘记画纸，忘记手表
了。记得有一次，走到学校门口了，她
突然记起，一张学校通知单没有签
名。我说没事，快拿出来给我签名就
是！这回她真的面无表情，呆若木鸡
一动不动。问了无数次，她才说忘在
家里的书桌上了，而且今天上午必须
要交。这时差几分钟八点了，只得忍
住心头万丈怒火，哄她先进学校，承
诺立马回家帮她拿通知单。

还有吃早餐问题，一样的可以
气你个半死！从起床到出门，无数的
拖拖拉拉，剩下给早餐的时间往往
不到十分钟。慕瓜本就食量小，吃东
西特慢，看着她那双筷子在猪肠粉
盘子里漫不经心地戳戳点点，恨不
得撬开她的嘴巴一盘子倒下去。心
里那个急，忍不住催，你吃不吃啊，
不吃就算了，磨磨蹭蹭，今天又要迟
到了。

结果是，果真又迟到了。一个学
期下来，慕瓜迟到次数要超过三十
次。没迟到的这天，也都是踩着上课
铃声走进教室的。每周一，轮到慕瓜
值日搞卫生，周日晚上她记得，告诫
自己明天要早起，班上要值日呢。可
第二天早上，光景依旧！一个学期下
来，她就没有真正值日过。迟到问题
已经是无言以对班主任，哪能找到那
么多迟到的理由啊！重复了多没面
子。从不参加值日简直无地自容了，
班主任老师大概对这根老油条彻底
失望，提都不提这茬了。

其实呢，我也试过把闹钟定在六
点四十，可有时候我自己起不来，就
又把闹钟延迟了。有时候就算六点四
十叫起慕瓜，她的磨蹭却更多，我的

唠叨也就更多。还不如继续七点起
床，于是就继续着七点起床。这一晃
多年，慕瓜今年开学已经上五年级下
学期了。

话说慕瓜自己定闹钟的第二天早
上，我睡得正香，感觉有人推我。一睁眼
看，慕瓜在叫，起来了老爸！说完她自顾
去忙了，而且非常麻利，刷牙洗脸穿鞋
各种必经程序，都走在我的前头。这个
早上，我一句都没唠叨，七点钟就出门
了。吃早餐了，时间还早，我一句都不用
催。这回慕瓜居然一盘猪肠粉、一杯豆
浆全部吃完了。看看时间，才七点半，再
走五六分钟，就可以进学校门了。

下午放学回来，慕瓜说我今天早
上值日了，老师表扬我了。第二天放
学回来，我问慕瓜，那么早到学校都
干吗了。她说老师叫我去读书，我说
你读了吗？她说当然读了。我说那中
午午睡你睡着了吗，她说睡着了！以
前问她这个问题，她好像都没爽快回
答过，就知道她中午基本没有睡成
功。

所以其实这些天以来，我每天早
上送慕瓜上学都是很愉快的了，感觉
她也是很愉快的了。这当然，因为时
间上游刃有余了。

早起了二十分钟，原来如此美
好！二十分钟的时间或许没那么大的
功效，可能是因为，早起二十分钟是
慕瓜的自我决定，她得为她的决定负
责。

只是迷惑不解的是，为什么慕瓜
那天晚上突然决定自己定闹钟，要早
点起来呢？其实也不必弄明白这个问
题，孩子长大一点就会进步一点，我
们不都是这么长大的吗！有些事还是
顺其自然的好，就像在乡下的早睡，
困了自然睡得早。

客居岭南，童年的春天和春天的童
年，都在城市一隅的此刻，在风声雨声里
交汇，闪耀出我思想观瞻春天的光芒。童
年的春天和现时的春天，是不同的，时间
和空间，以及年份包含的内容，都很不同，
唯有春色的朝气，万物复苏的葱茏，是相
似的。

四十多年前赣南山野的春天，更多的
是野趣，清新和空灵，放到现在，都是好的
美的，漫山遍野的春色，白的，红的，绿的，
青的，桃李满天下的真实，很庆幸自己生
长在农村，而不是客居在农村或游玩在农
村，我跟村庄一起成长，一起经历山山水
水的童年春天。

童年时，最喜的是春天。有小的红金
鲤鱼和小白鲨钩鱼，最多的是肥胖的鲫
鱼，整个村庄的田野，小溪，以及池塘都是
它们的，到处产卵，生长出一条条清秀的
鱼儿出来，灵动了童年的春天。鱼就是灵
魂，到处游动，成群结队，爱自由有召唤。
我们这些小孩，成天拿着捕鱼工具，随便
一捞，随便一撒网，就有很肥很肥的春鱼
聚拢来，偶尔，还能捉到在乡村小路游玩
的野生甲鱼，呆头呆脑的模样，随手一拣，
就到了餐桌，炖着土猪肚，放一点花椒，村
里妇娘人的大喜，超催奶的物种。在春雨
绵绵的田野捉野生甲鱼的喜悦，是无与伦
比的。

春夜是喜雨的，“春韭暗边生，梦里
忽来人”，春天，干完农活，累了，妈妈就
会从黑瓦罐里拿出农家鸡蛋，炒着刚抽
条的春韭，父亲就会用温软的水下一壶
老糯米酒，约几个邻近的叔伯一起边喝
酒边侃着本氏宗祠迎春神接谷神的事
情，春神和谷神都是山村里的菩萨，社庙
里的本尊，父亲是村小组的理事人，这些
工作在村里，就是义务。村里人斗份子
钱，买长香火，买大公鸡，做村宴……这
些仪式，也成了古朴村庄的一部分。酒过
三巡，夜色正浓，春雨没完没了地滴在瓦
檐下，母亲又会很舍不得地舀几碗冬酒，
聊完这些正事，也聊稻秧和辣椒、茄子的
种作，一边讲着家长里短，以及不加修饰

地讲着从广播收音机、黑白电视里看到
的新闻。我那时还小，只关心下酒的腊肉
能否分一点给我吃，可是，并没有，物资
极度困乏，有炒青豆就酒，就是上户人
家。那时农村商品经济几乎为零，最不济
的时候，就拿鸡蛋和饲养的家猪到逢上
三六九、一四七的集市上去卖，换来零零
散散的毛票，块票，交孩子的学费，我从
小学到初中的学杂费，都是叫本家的老
师垫付的，很是凄惨，至于卖完家里喂养
的东西多余的钱，就补贴家什，比如买一
包莲花牌味精，几包供销社从外地贩卖
的海盐，以及爸爸喜欢的章贡米酒。

山野的雨呀，把乡村里的沟沟渠渠，
池塘小河，都漾满了春水，到处都是湿漉
漉的，赣南大地的山区春雨，喜欢长久地
住在村庄，漫山遍野的下，没日没夜的
下，疏疏落落，风神不已，偶尔落在春涧
中，钻进山谷里，倏忽不见，又滋润万物，
是多情的，又是中立的，山间田垄的梧桐
花开，艾草的花黄黏在春泥里，最为慈祥
和安静。

童年的春天一到，艾米果就来了，当
年的粮食不多，艾米果的米浆稠度不够，
能清晰地看到艾叶和艾草花夹杂其间，
吃起来，十分清香，特有的艾香，我经常
在周末不去村里的学堂上课的时候，就
催促妈妈用“龙沟”（一种赣南大地的客
家方言，推石磨的工具）推石磨，两个人
一起拉着龙沟，来来回回，咿咿呀呀，看
着厚重的石磨边上，一圈一圈地磨出米
浆来了，小时候身体多病，嘴馋，家人也
遂了我的欣喜，就在极忙极忙的农闲时
间，尤其是下春雨的午后，做艾米果吃
了，弄一碗辣椒干跟蒜仁和自家做的豆
豉油调制的酱油碗，那刚出笼的香喷喷
的艾米果，一家七口人蘸着辣椒酱油，简
直是香惨了。

我的童年，也因为有如此多的乡村
春色的精魂滋养，所以，即使现在身处大
城市的喧嚣街道，闹市里巷，依然耳根清
净，眼里和心里，总会有童年的春天，让
自己心猿意马起来。

早起了二十分钟
童年的春天

□肖志勇

早春，到青溪路看大叶榕去

补胎

都市

风铃

□曾林锋

□李超文

故事

□陈辚

3.远离非法贷款小广告

机构放贷必须取得相应的资
质，金融消费者要避免向非法的放
贷机构尤其是没有资质的网络放贷
公司借款应急。遇到有以下特征且
主动找上门的所谓“放贷机构”或

“信贷专员”要小心谨慎，多方确认
后再行动：

（1）对机构的真实身份含糊其
辞，不愿正面回应或自称是正规银
行贷款（或自称有合作）；

（2）对年化利率的询问避而不
谈，尤其是当实际借款利率超过36%
时；

（3）以各种噱头吸引客户，尤其
是用“免费”“免息”“零利率”等套路
误导普通金融消费者；

（4）以“信息科技公司”或“贷款
咨询”名义来放贷，实则是中介公司
或违法放贷。

中国人民银行中山市中心支行供稿

1.借款成本要弄清

借款成本指的是包括利息和其他各
种费用（如手续费等）在内的综合资金成
本，应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间借贷利
率的规定。如果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
年利率36%，超过部分的利息约定无效。

金融消费者尤其要关注利率之外的
一次性费用，明白自己实际承担的成本。
有的公司会收取手续费、服务费、中介费
等各种名目的费用，借款人要将因贷款而
产生的各项费用列入成本来计算自身的
真实借贷成本。

在金融行业中，一般使用年利率作为
参考。现实生活中也会遇到月息甚至日息
的情形，月息和日息一般很难直观判断其
利率高低，因此可以转换成年化利率。大
致可以用如下公式进行换算：

年化利率=月利率 x12=周利率 x52=
日利率x365

换算后如果发现年化利率（加上其他
因该贷款而产生的各项费用）超过 36%，
应予以拒绝，避免过度负债。

“3·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金融知识宣传（2019）

防范各种“看似无门槛”的贷款套路

针对目前日益频繁、触手可及的电
话推销及颇具创意的网络贷款推销，金
融消费者尤其是消费需求旺盛的年轻
人在参与借贷前要逐一核对以下十条
注意事项：

（1）任何机构开展资金放贷业务必
须取得相应的资质，未经批准不得从事
放贷业务；

（2）中介机构或信息平台推荐的贷
款业务，必须查清楚最终放贷机构名称
及是否具备真实的放贷资质；

（3）个人借贷前需要明确自身是否
有需求及自身已有的负债水平，越过
28/36警戒线后要谨慎行事；

（4）正确计算综合借贷成本，仔细
询问除利息外的其他各项费用；

（5）不少银行业金融机构已有手机
银行，并推出个人信用贷款业务，个人
借贷前请至少对比两家商业银行的信
用贷款综合成本；

（6）不存在免费或免息的贷款，莫
因贪恋“小便宜”而掉入真正的套路和

陷阱；
（7）充分运用具有公信力的第三方

平台例如“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
统”查询公司的经营范围及经营异常情
况；

（8）充分运用我国金融管理部门
（中国人民银行、银保监会、证监会、地
方金融管理部门等）的官方网站查询
受监管的机构名单，受监管意味着该
机构必须满足一定的监管要求，但并
不保证该机构会完全合规地开展业
务；

（9）金融消费者要坚决远离两类不
具有金融从业资格的机构：一是在国内
不受金融管理部门监管的机构；二是自
称在境外接受金融监管的机构；

（10）金融专业性强，涉及各类风险
的管理，普通金融消费者要正确评估自
身的风险承受能力，多咨询身边熟悉的
专业人士，多学习相关金融知识，看不
懂的业务不触碰，没有说清楚风险点或
看不透风险的产品要远离。

2.警惕陌生电话推销贷款和非法网络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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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慕瓜自己定闹钟的
第二天早上，我睡得正香，感
觉有人推我。一睁眼看，慕瓜
在叫，起来了老爸！

走进小店一看，在堆积着轮胎
的杂乱角落里，一位男人闷坐在一
张小凳子上抽着烟。

虽然我生长生活在岭南这个地方，虽然我每个春天都会看到落叶后光秃秃
的大叶榕树，但是我一直认为，这些树木搞错了落叶的季节。

童年的春天一到，艾米果就来了，当年的粮食不
多，艾米果的米浆稠度不够，能清晰地看到艾叶和艾
草花夹杂其间，吃起来，十分清香，特有的艾香……

趣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