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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门闲话

鸡汤里的焦虑
花花世界

那些花儿
□沈韬
已是四月的天了，楼下的两棵玉兰花开得
正当时，用一树一树的开形容它们一点也不为
过。大概是种的位置有前后，太阳照的时间有
长短，白玉兰有些花瓣零星掉落在草地上，而红
色的玉兰花高高悬挂在树枝上端，红白两色的
花交相辉映，带着质感的娇艳欲滴的颜色碰撞
和花与花各自的姿态，不禁让人感叹大自然的
神奇和美好。
我酷爱花，因为不会养花，只能到花市场
或者花店买现成的。花市场的花大都是一些
盆栽，大大小小的各色花卉，很有气势地排列
在塑料大棚里，很多我叫不出名字，买回家需
要移盆（买的都是简易的塑料花盆，需要移至
陶瓷盆），可同样是浇水和晒太阳施肥料，到了
我手里的花，大都逃不出没多久就“驾鹤西去”
的命运，寻找原因，可能是该晒太阳的少晒，不
该晒的水浇多了，唉，应该多翻些养花的书籍
的，够呛！到花店买花，那些躺在高级的色彩
斑斓包装纸和装饰盒子里的花儿，让人瞬间明
白什么叫人要衣装佛要金装的道理，也知道什
么是身价百倍的含义了。可想而知，剪下的花
儿包装得再美，没几天照样一副斯人独憔悴的
可怜样。
尽管如此，我还是忍不住买了一些花草带
回家装盆、插花瓶，哪怕是医生说我脸上的过敏
是花粉的缘故……爱花，因为那些花儿确实好
美，或许也因为现代人太需要这种恬静的安
然。花儿会让人觉得身边的一切都那么美好，
美的当中透露着真实和纯净。
总是会不由自主地想起那些年的记忆里的
花儿。
栀子花是记忆里深刻的花之一。那时候鲜
花市场没有现在那样繁荣，栀子花便是我们这
代人的宠儿。逢栀子花盛开的季节，我会叫上
邻居小伙伴到家后面的厂子里采栀子花，厂子
里有门卫大爷守着，我们趁他瞌睡那会偷偷溜
进厂子里，嗖地钻进栀子花花丛，我专挑一些
花骨朵或半开的栀子花下手，小伙伴则喜欢挑
盛开很大的花瓣（其实开在野外的栀子花里有
蚂蚁），没一会手里便一大摞花枝，直到传达室
大爷厉声呵斥让我们快滚，我们朝大爷做了个
鬼脸飞也似的跑回家。到家找个废弃的汽水
瓶，灌满水把花插瓶里，瓶口太小枝叶很大有
时会翻倒，嘿嘿！静静看着自己掳来的花朵，
这花儿虽朴素，外观称不上好看，但其沁人心
脾的香味常能陪伴我好些日子，直到花瓣落尽，
枝叶枯黄……
还有一种花，那就是映山红了。每年的阳
春时节，老家山坡上的映山红一簇簇在山林间
绽放得极尽喧哗，花朵以红色为主，有些是紫
色的。记忆中的映山红是可以吃的。记得有
年学校组织爬山春游，有个男同学拽下一把映
山红就往嘴里塞，我们几个女同学也跟着扯下
花瓣尝了一下，一股淡淡的酸甜味道，大家面
面相觑后开怀大笑，一个女同学发现映山红还
可以染指甲，于是乎春游回来几个女同学的手
都 变 成 了 染 着 红 色“ 指 甲 油 ”的 妖 艳 的 手 了
……现在的花市场里映山红是有的，只是名字
叫杜鹃花了，特地查了资料，映山红是民间的
俗称，植物百科全书里面记载的名字是杜鹃
花，其实是同一种花。我觉得市场里的杜鹃花
应该是家养的，上次我就买过，没过三天就以
枯死而告终，不像老家山坡上的映山红，任凭
风吹雨打还是那么美艳可人。
再有一种花，我至今不知道它的名字。只
记得家里的大人说起叫“碗碗花”，这肯定不是
此花的真实名字，不过它的外型确实像一只饭
碗，上大下小，底部是白色的，越往上颜色由淡
变浓变成了紫色，也就是紫色的渐变色。这花
生长在我上学经过的道路旁，花儿紧靠着房子
外墙垂下，每每经过这些花儿，我只敢匆匆看一
眼就走，因为大人和我们这些小孩说，
“碗碗花”
是不能摘着玩的，玩了花吃饭的碗就会摔破，有
次实在忍不住摘了一朵“碗碗花”玩了，害我吃
饭都没心思，害怕真把碗摔破被妈妈骂，结果碗
居然没有摔破，后来想想，大人们唬人的话真
多，
小孩子当时还真会信呐。
记忆里的花还有很多，比如牵牛花，当时觉
得为什么会取这么个名字，花和牛怎么搭界？
还有太阳花，一株花可以开出好几种颜色的，月
季花带刺，把我的手都刺破了……
那些花儿存在于我的生命里，从来不曾遗
忘过。

在相当漫长的历史时期，展示“吃得好”的确是最
常见的炫富方式。旧时代有人出门前用肉皮擦嘴，偏
远地区有人将猪油抹在袍子上……就算在 20 多年前的
上海里弄，有的人家某天伙食好，都会端着碗在外面边
吃边和人聊天，碗里的好菜务必让左邻右舍看明白了，
方才舍得吃下去。
时过境迁，如今大多数人温饱已不是问题，颇有
一部分人已然小资。然而晒美食依然是微博、微信最
常见的行为。我和老婆出去吃饭，但凡餐厅看上去略
有些档次，上菜之后，老婆必拿出手机左一张、右一张
拍个痛快，第一时间发到朋友圈里。有专家分析说，
网络上那些美食照片晒得很美，其实常常是在掩盖某
些生活焦虑。在美国，中产阶级往往身材保持得很
好，他们吃东西很有节制，而且能很好地管理自己的

□阿紫
情绪。大腹便便的吃货，多半是生活中的失意者，借
吃宣泄情绪……
在餐厅里喝鸡汤的人喜欢晒鸡汤照片，而所谓“心
灵鸡汤”更受到国人广泛且持久的喜爱。
“ 咱们要勇
敢！勇敢！勇敢！”
“ 活要活得痛快，死要死得干脆！”
“黑夜已经这么深了，光明还会遥远么？”这是《围城》中
女生指导范懿小姐抄在本子上的“鸡汤”。她一直在心
里这么念叨着，最终也没有迎来“光明”，活没活得痛
快，
死也没死成。
时至今日，网上的范懿小姐越来越多，他们看上去
斗志高昂、精神亢奋。文友阿华出了好几本鸡汤书，自
称“做汤的傻子”。他的鸡汤熬得激素飞扬，
《孟母三
迁》历来是家教经典案例。但阿华看出了其中的负能
量，邻居不好就搬家？太消极了！孟母应该留下来，改

造那些不好学的邻居，那样或许可以培养出许多个孟
子，岂不更好？
“ 君子不立危墙之下”太自私了，发现危
墙就应该及时维修，哪能躲开了事……阿华的鸡汤感
觉像兴奋剂，估计男性读者较多。另有一类鸡汤则主
张“独善其身”，故事往往是这样的：
“ 老和尚背着一竹
筒绿豆汤，竹筒破了，汤撒在了路上，集市上的行人纷
纷提醒他，可他说‘已经撒了，无法改变，由它去吧！’”
这类鸡汤里的人物通常不关心公共卫生，不会找人借
把扫帚清扫自己造成的污染……
两相比较，喜欢在餐厅晒鸡汤的人，处境可能普遍
比在网上转发心灵鸡汤的好一点，也有些人属于两者
交集。其实内心如果确实存在某些焦虑，无论晒鸡汤
还是转发鸡汤，
都无济于事。该面对的，
总归要面对！

显微镜

破晓时分
□曲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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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在远方
呼唤你的名字
而你
选择了沉默
春风吹绿了
脚下的土地
却吹不乱，
那一颗
思乡的心

原木唱片

小笋，
小美好
餐桌上的图纸，煤气灶上的铁锅，白嫩的春笋却焯在
黑乎乎酱油色水里。四幅照片再配这一刻的想法：看看图
纸，煎煎咸笋。林同学在朋友圈里发的“田字格”图文并
茂。习惯性点赞后，心里也掠过一个疑惑，立马评价跟进：
酱油煮笋？附上一个露五颗牙齿的表情。这个林同学，看
来是
“上得了工地，
下得了厨房”，了不得啊！
那年，高中同学会，很多毕业 25 周年未曾谋面的同学，
还是这么一见如故。大家忘情吃喝玩乐，主动拍照留念互
相加微信，致我们终将逝去的 1989 高考年。毕业后大家各
奔东西，重新有了联系方式后，犹如断线的风筝再次连线，
大家交流更方便快捷，很多时候，是那么无所忌惮，口无遮
拦，心无城府。几年前，
“笋，无论怎么烧，反正我都百吃不
厌的”，我就那么无心的一句，林同学竟然记在心里，每年
一到春笋季，早笋干，雷笋干，石笋干……委托快递小哥送
来家乡特产。电话里还不忘一样揶揄一句：减肥者最理想
的食物之一！哎，一会白糖一会砒霜的，但吃人家的嘴短，
伤自尊了也只好不跟人家计较。有空时，我会百度笋干烧
法，如法炮制：笋干老鸭煲，笋干焐肉，青椒笋干……临近
春节，小香薯、山核桃，又意外快递而至。当番薯新出锅，
我便急不可耐，不顾烫手，食指大拇指钳起一个小番薯，一
边呼呼吹走热气，一边轮换手指剥开小番薯的紫衣。这个
寒假，这个春节，吃了小番薯，嗑了小核桃，似乎便少了很
多寒意，
多了很多春意。
奔五了，感动越来越少，不在意的事情越来越多。就
像观望一场烟花大会，一场流星雨，不经意间，已经学会了
不动声色。但那多年前的青春小美好，依然有暗香盈袖，
在素锦间呢喃，
不会完全遗落。
那时，在这偏远的山村中学，我们周日就返校学习。
很多同学都想靠读书跳龙门，改变命运。清晰记得，学校
对面的小馒头山上，山脚围上几圈低矮的茶蓬，茶树边长
着一些毛竹，山顶散落着几十株高大的马尾松，松竹枝繁
叶茂，各种绿色层叠，那密匝匝的松针竹叶，被山风吹得簌
簌而落，日积月累树下一圈堆成一片金黄。到了秋冬季

□周巧芬
节，附近村民常来山上耙松毛做上好的引火柴。另一些空
地，则被勤劳的村人开发出来，套种番薯、黄豆、玉米。在
这一片静谧之中，因为离校园不远，也有同学，三三两两，
来小山坡坐坐，或看书复习用功，或聊天吹风散心……小
山无言，松竹无语，但一年四季都萌发着一片片一丛丛绿
的希望。
那年三月，一个周日的午后，春阳晴好。我带了几本
书，穿过竹林，又来到这片熟悉的松林下。找一处较为平
整的空处坐稳，背靠松树，开始看书。山风飒飒，松枝摇
曳，偶尔有几根黄松针落下，有几根恰巧落到书页上。我
顺手把它们当成书签，但是，落叶，落榜？脑海闪过一个念
想，
顿生几多惆怅。
“嗨，你也躲在这里用功啊？”忽然，一个声音在身后响
起。急忙起身，循声而望，原来是同班的林同学——身材
颀长，大长腿擅长运动，关键还是成绩优秀，据说是很多女
生心仪的偶像，今天能够偶遇，不禁怦然心动。
“呵呵，再用
功也没有你优秀啊！”
“ 打算考什么学校？”
“ 如果，如果落
榜，还参加高复吗？”靠着挺拔的松树，我们就这样有一搭
没一搭闲聊着这类“专业话题”。在那个时代，男女生之间
关系很微妙很保守，而我和林同学独处山间，在局外人看
来，是多么“惊世骇俗”。幸好，山坡上还听到其他同学的
谈话声、喧哗声，远处，村民在劳作。这一片世界，不仅仅
是属于我们两个人的。
可是，那年，我还是落榜了；而林同学则考上一所高
校。高考结束后，同学们就像断线了的风筝……后来开过
几次小范围的同学会，林同学没有联系上也就没有参加。
直到 25 周年的同学会，林同学才出现，哈哈，岁月是把杀猪
刀，
小伙子已经是中年肥腻男了。
上帝很有意思：猫喜欢吃鱼，猫却不能下水；鱼喜欢吃
蚯蚓，鱼却不能上岸。有人很会烧笋，肠胃却不能承受美
味；我不会煎咸笋，却百吃不厌。快递来的礼物则是专属
于彼此的小纪念，
致我们单纯的小美好。

晨起，被孩子翻动身体吵醒，给她
盖好被子后，
已无睡意。于是起床。
来到北面阳台改建的书房，往窗外
望去，已经是破晓时分。看手机上显示
的时间是 5:10。只见窗外远处已经可以
看清后山的山峦曲线和天际的分界。
沿山而上的那一排排房屋的轮廓也渐
渐显现。只有几户人家点着橘红色的
灯光。整个大地似乎还沉浸在睡眠之
中，
笼罩着一层薄薄暗色。
只有早起的鸟儿已经开始啼鸣，几
只鸟之间的啼鸣似乎有一种呼应，好似
人与人之间的互相问候。我站立在窗
口，
享受般地侧耳倾听这天籁之音。
大约过了一刻钟后，整个世界似乎
被唤醒。远处近处的绿色全部显现出
来。远处山峦上深浅不一的树冠的颜
色呈现出一种层次感，那是四月里特有
的景色，树冠开始变得非常繁茂，大片
的新叶抽发伴随着一种浓重的植物气
息。四月的栗树，开满了细细碎碎的毛
虫状小花。远远看去，一丛一丛如副高
云朵状的浅绿色树冠，煞是可爱。整个
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栗花的香气。近
处的坡地上一排排的蔬菜也可以看得
清清楚楚。大蒜一垄垄地长得很粗壮，
莴苣笋也在晨露中挺立着……满眼都
是绿色。只是屋后的两株泡桐树已经
枯死了一株，我仔细瞧，才看见是被人
从底下扒掉了一圈树皮。我猜想是附
近从乡下搬来的邻居为了种地，争夺一
片阳光，才如此戕害它的。另一棵树冠
上开着大朵大朵的喇叭型的白花，花筒
上有密密麻麻的紫色小点。
许久没有这样细致观察晨起时的
景色，觉得有一些惊喜。忽而又想起以
往曾观察过的暮色景致，大致也是有些
相似的。破晓也好，暮色也罢，每一分
每一秒，都是瞬息万变。让人觉出时光
的珍贵难得。所有的景色都是时光中
的景色。
想起早年读过一本厚厚的大部头
书，丹尼尔斯·布尔斯廷的《创造者》，其
中有一章介绍印象主义画派，那一流派
画家主张到室外去，画自己印象中的景
色，如果看到的太阳是绿色的，入画时
太阳就画成绿色；如果树叶在午后的阳
光照耀下闪着白光，树叶就画成白色；
这些画家还时常对同一景色的不同时
间段采风写生，从而画出印象迥异的室
外风景图来。这样一种绘画的思潮，很
快影响到当时的整个文艺界，并对后世
的文艺发展也影响深远。那种古典的
绘画风格逐渐被冷落，人们开始走到室
外，重新观察，重新思考看到的各种人
世景色。
印象主义画派的画家就是这么重
视每一个瞬间里变幻莫测的景致，他们
对光影的神奇捕捉能力让人叹为观止。
而我，愿意用文字，忠实地记录下
我看到的每一分，每一秒的时光中的不
同颜色，并开始重新思考，这些不同颜
色代表着什么深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