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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群老家的贼
□ 刘玉林

在路上吃 □ 魏 新辣笔小新

小说世情

流年碎笔

编辑手记

非常文青

地之头
□ 苍 耳

再造一张书脸 □ 刘诚龙

读 茶
□ 李汉荣

强词有理

饮茶的时候，心情越平淡越好。心情
平淡的人，才能感受茶带来的宁静和清新。

每一片绿叶都在高山深谷里浴过风雨云
雾，听过鸟声虫鸣。简单的叶子，却有着绝不
简单的经历。但它们是沉默的，在滚烫的水里
它们并不发出惊叫，接受了这过于热烈的邀
请，它们慢慢吐露出纯洁而芳香的情愫。

此刻的杯子里漾出碧绿和淡淡的清
香。在这个时候，茶是最香的，但在这个时
候，我常常不忍将嘴唇交给茶杯。茶的一
生，就这样了结了么？我想起人生的种种细
节，想起那珍藏在这些细节里的眼泪、微
笑、期待和感动。就这么喝下去？茶的一生
就这么毁于一旦？

于是，我默默向茶感恩，向生活和大自
然的每一个细节感恩。向云雾中采茶的那
双手感恩，在鸟声和微风里站着，她伸出
手，和着露水采下了一生中最纯洁的瞬间，
采下了天空中渐渐呈现的一角蔚蓝，然后，
她哼着一首险些失传的民间小调，将满捧
的绿色盛进竹篮，盛进别人的生活和日子，
盛进我的日子。此刻我的杯子里，那浮动的
叶片上，印满她的手纹。

世界不只是一堆物，世界更是一个比
物更丰富、更恒久，也更惊心动魄的精神过
程。我们透过物的“物性”，看到的是更其深
广和神秘的“神性”。一件物到达我们面前，
它不仅请我们感受它自身，而且期待我们
体悟与它关联的一切。

一株树不仅是供我们乘凉和做家具的，
一株树也是一种意境，一种生命的境界，树
根在深深的地下展开着纠结着，它使我们联
想到生命的明亮部分往往由其幽暗乃至苦
难的根基所营养，由此才有树冠那巍峨葱茏
的生命高峰。一头奶牛也不只是供我们挤奶
的动物，它也有感情、有痛苦，如果不是人的
挪用，也许这奶牛早已做了母亲了，我们享
用的富含蛋白质和维生素的牛奶正是奶牛
用苦痛所酿就。生命的成长是这样美好，而
其背景又是如此艰辛甚至带着残酷，当我们
喝完了牛奶，是不是不仅只增加自己的几分
脂肪和体力，而且也增加一些德性：对大自
然、对生灵多一些珍重和怜悯。我们被其它
生命养育着，为了我们活着，许多生灵承担
了苦痛。如果我们再额外地为大自然和生灵
增加痛苦，我们就大大地错了。

人的一生要喝多少茶，茶里的香味、甘
味、涩味、苦味、意味、禅味，我们能品出多
少？从第一杯茶到最后一杯，由浓郁到平
淡，由浅尝到深品，永远品不到尽头。即使
生命到了尽头，最后那杯茶，仍如最初的那
杯，眨着绿的、深长的眼神……

商人有商人脸，武人有武人脸，农民
有一张土脸，官人有一张官脸，小把戏有
一张娃娃脸，鹤发老人有一张沧桑脸，那
么，读书人有没有一张书脸？有的，青青
子衿，悠悠我心，但为“书”故，沉吟至
今。

书，会让脸，低处高隆些，高处走低
些；书，会让脸，凸出深沉些，凹处饱满
些；书，会让脸，尖处圆润些，圆处方正
些。读书人戴一副眼镜，眼镜会把高高的
颧骨压低，颧骨太高，不吉，一双直眼，
看起来好丑；眼镜会把扁扁的鼻子压高，
鼻子太扁，不帅，一张好脸破坏了。书，
改变脸色，黑脸红脸便渐渐长成一张白面
书生脸；书，改变脸型，稍稍修正上帝设
定的颧骨与鼻子走向；书，改变嘴角，改
变唇吻，读了书的男士，话一出口不会是
一句“娘希匹嘎”，读了书的女士，气一
出嘴不会是一声“剁脑壳的”。书，让
口，让鼻，让眼，让颧骨与鼻梁，按祥和
移位，朝柔和改善，照精气神模样生长，

向真善美方向配备。读书人，真会长成一
张很高辨识度的书脸。

看过鲁迅的脸吧，鲁迅的脸刀砍斧削，
雷劈剑耸，像极了张家界奇峰陡壁，想想，
这张脸将是粗糙的，将是凌厉的，将是尖刻
的，但鲁迅的脸不全是这样的，他眉宇间有
一股书气，脸面上有一股书香，那坚硬的发
型，也是既有一股怒发冲冠的精神气，又有
一股仁爱收敛的书卷气。书卷书卷，书有时
真是卷的，书把过于外露的剑气，会向内卷
一卷，书把过于侧漏的戾气，会向内敛一
敛。书里多牛人，书生少牛二；书里多霸气，
书生少霸王。陈丹青有句话我喜欢，“鲁迅
先生的模样真是非常非常配他，配他的文
学，配他的脾气，配他的命运，配他的地位
与声名”。

读史使人明智，明智是，使人眼睛明
亮，读书多的，眼睛真的澄澈，不浑浊；
读诗使人聪慧，聪慧是，使人耳朵聪灵，
读书多的人，耳朵真的阔达，不狭窄；演
算使人精密，精密是，使人五官精美，读

书多的人，眼鼻口耳眉，和谐搭配，不突
兀；哲理使人深刻，深刻是，使人面相端
严，读书多的人，不轻佻；道德使人高
尚，高尚是，使人脸品与你人品对应，让
见过你的人，感觉到你的脸品对你人品非
常负责。

经常看电视的，会长一张电视脸；经
常看微信的，会长一张微信脸；经常看钞
票的，会长一张钞票脸，经常看书卷的，会
长一张书卷脸。看微信看电视看钞票看书
卷，可能都会流泪，都会看成近视，却各
有不同。微信电视看多了流泪，那是你身
体被辐射了；看钞票看多了近视，那是你
精神被污染了；读书看书看流泪了，那是
你心灵生活丰富起来了，看近视了，也是
因为对大千世界看得更真切了。挑灯夜读
者，或西窗共读者，脸上骨骼不妄动，动必
有则；面上肌肉不乱牵，牵必有方。曾国藩
说：“古之精相法者，并言读书可以变换骨
相。”读书让一个人始终保持着面相的安定
祥和，有点乱套的骨相便按照配套的面相

有序移位与有效结构，便正也如曾国藩所
说，“书味深者，面自粹润。”

看看读书女人，即使老天曾经不厚爱
她，让她天生歪瓜脸，但读啊读啊，面相配
置不全，配置不准，配置凌乱的，比如其歪
瓜脸，也是渐渐变成瓜子脸，比如其土里土
气的鹅卵石脸，也渐渐长为鹅蛋脸。读书多
的，不论男女，其面相不是死相，语言有味，
不再“面目可憎”，那脸是活脸，生动飞跃，
神采飞扬，不但五官布局从此美观，而且其
表情因此丰富多彩而甚有层次感。

以润肤品而美面容，起先一定是光鲜
亮丽的，以书卷气而易面相者，起先或是暗
淡菜色的。世易时移，让时间过一个阶段，
你再来看，一切都反转过来。润肤品换脸
的，撕开其“腻子胶”，那张脸可怖死了；书
卷气改面的，打开其朝天素面，都是那么丰
满，好一张神脸。纵使是沟壑纵横，那也是
文化的纵深。

上帝按你的自然状态造你一张肉脸，
你按文化生态可以再造一张书脸。

老人在岭上有一块地，是当
年爷爷从山外逃荒到这里落脚以
后开出来的，传到他手里加上他
的儿子这一辈已经是祖孙四代
了。这是狭长的一块地，长到几乎
一眼看不到头。地的三面是深深
的乱石陡坡且布满了荆棘，只有
一头和连绵起伏的广阔原野连在
一起，年久月深在这一头就踩出
了一条小道。在靠路的地头上有
一口井，这是老辈传下来的，辘轳
也是老的。井水出得很慢，老人从
年轻时就知道这井的脾气，雨水
多的季节攒七八天能打上十几辘
轳，干旱少雨攒十天半月也打不
上个七八辘轳。泉水充足的时
候，浇地尚且几乎没有一回浇到
过头，更别提水少了。这些都是
老一辈传到今天的，一代代就是
这样。老人年纪大了，加之井水
不够用，老人也是无奈，一年年
的只能对着地那头的庄稼满怀着
歉疚。

井是凿在岭地上的，这种地
本来就不生水也不存水，虽然传
说是请了当地最有名望的看井先
生作了充分的步勘，但地利如此
谁也没有办法。老人从几十年前
从父亲手里接下这块地以来，这
口井就是这样，从来没有提供足
够的水能让老人把地浇到那头。
老人每提上一辘轳的水，总是先
喘口气，心满意足地捋着日渐花
白的胡子，瞭着井水滋滋地欢快
地跑向前方，然后他就迅速地放
下辘轳，加快了打水的速度，期盼
这一次能够有足够的水跑到头，
让地那头的庄稼也能喝上水。但
每回总是在浇了八九成的时候就
再也提不上水来了。“唉，这一井
又没供到头！哪一井才能走到头
呢？”看着地那头渴盼招手的庄
稼，感觉羞愧的不只是老人，还有
这总是走不到头的井水。

井也是有生命的。井水总是
不好意思地很快就钻进了地里，
然后慢慢又顺着那逼仄的水脉流
回了井里。年复一年，日复一日，
老人在期盼和失望中郁闷着，井
水在一回回被信心满满地提上
来，又在一回回落魄而归的重复
中沮丧着。

他从父亲那里知道，爷爷就
是这样浇地的，从来就没有浇到
过头；他的父亲也是这样。好多次
老人苦恼地在地那头走来走去，
对着地头那明显矮一头的庄稼深
深地叹气，掂着越来越白的胡子
惆怅地望着远方的群山。他明显
地感觉自己的日子也就像这一回
回提上来的井水，总是年复一年、
日复一日地走着。一代代一辈辈
没有什么大的挫折，也没有什么
大的起色，平平淡淡，波澜不惊。
经常听父亲给他讲，爷爷年轻的

时候困于土里刨食的艰难，也曾
想去山外寻活路，想去学木匠，但
是周围的乡亲七嘴八舌冷嘲热讽
说什么的都有，最后他的万丈雄
心在众人的唾沫星子里慢慢湮灭
了。他又回到了这块狭长的土地
上没白没黑地劳作，偶尔的间隙，
他也不时向着远方的山外迷恋地
怅望，但慢慢地，他也就不再望
了。他的背不再直了，双眼也已经
开始迷蒙混沌着实看不清远处的
风景了……

到了父亲年轻的时候，相似
的一幕又开始重演。父亲也曾经
发过无数回的狠要走出大山，曾
想去山外学油漆匠，学成了可以
走南闯北下四乡，见识外面的世
界，挣到更多的钱，不再受这穷窝
憋气。但是曾经执拗地要去外面
闯荡的爷爷就是不允，还拿出当
年他的事例来佐证，“岭上的井供
不到头，咱庄稼人的日子就是这
样，不要寻思那些巧花样！还是老
老实实伺候咱这一亩三分地实
落！”到了他这一茬了，天命注定
一般，看别人家发达了，他也暗暗
羡慕，甚至发急发恨，也想和人家
一样显赫起来。他想到山外去学
弹棉花，他的理想是做个油漆匠，
但父亲站了出来，又成了最坚决
的挡驾者，“岭上的井供不到头！
你爷爷当年也是想三想四，想有
什么用呢，咱庄稼人就是端的这
个泥饭碗，土里刨食最心安，还是
把咱这长席子地收拾利落是正
桩……”父亲说这话的年份已经
过去好几十年了，他也老了，老早
的时候他还不时地在心里七上八
下地掂量父亲的这些话，但后来
他连想也不想了，偶有再想的时
候竟然感觉父亲的话还不无道
理，在这种心安理得的自我安慰
里他也到了生命的暮年……

就这样他们一代代地活着，
一代代地自己把自己捆在了这块
土地上，一代代地重复着上一代
的生活。就如同这井，一井一井地
在不断浇水，却总是浇不到头。就
这样熬到了儿子成人。

儿子比他们爷几个哪一个都
更犟，根本没商量就假道去了山
外边，这一走就已经大半年了。听
说外边的世道不太平，他的心一
天到晚地吊吊着，托驮脚的乡亲
几次三番捎信让这个嘎小子回
来，捎回的只是不咸不淡的一句

“再混混看……”但一直就是不见
人回。他一次次地在浇地的时候
坐在地头向着山外张望，希望能
从远处的路尽头看见他的儿子回
来，但一次次总是失望。每次失望
之余，他又总是对着山外的方向
狠狠地啐口唾沫，像是对别人也
像是对自己来一句：“岭上的井
能供到头吗？也许……”

一大早从济南出发，如果去老站，我
会步行十分钟，顺路到经三纬四喝碗赵家
甜沫，他们家过去炸的小油条不错，撕开
放甜沫里泡软了，越嚼越香，环境是差了
些，排队的人却越来越多。

如果在西客站里吃早餐，也是方便的，
出行高峰就麻烦了。去年“十一”，我坐最早
一班车出发，六点多到站，所有的店，都卖
得底朝天了，包括麦当劳，连薯条都卖空
了，只好吃方便面凑合。

说起方便面，其实是一种神奇的食物。
不管被人如何批评，人却一直离不了。尤
其在路上，总觉得特别想吃，就算自己不
吃，也难避免看到别人吃，弥漫出的味道
比自己吃还香。有资料显示，做为世界第
一方便面大国，中国人年均要吃三十多
包。

高铁站现在很少有卖方便面的，北方
还好，南方一些站里的超市，方便面属禁
售产品，车上自然也没有，否则我相信车上
的盒饭很难卖出。

没有高铁的年代，绿皮火车上最馋人
的是烧鸡，路过德州，车窗外全是卖扒鸡
的；路过蚌埠，站台上全是卖符里集烧鸡
的，打开车窗买时一定要小心，质量问题

怎样不说，关键是得备好零钱，如递去一
张大票让小贩找，有的小贩故意磨磨蹭
蹭，钱还没找好，车就开了，只好望鸡兴
叹。据说乘客中也有经验丰富的老江湖，
故意磨蹭到车快开时买，精准地把握好时
机，在接过烧鸡的一瞬间火车启动，只需
冲跑步追火车的小贩挥挥衣袖，不留下一
片云彩。

站台上的烧鸡比如今软包装的德州扒
鸡要香，一个人吃，半车厢的人咽口水。
更确切地说，别人咽不咽我不知道，反正
我咽。或许是我太馋了的原因，肚子里的
馋虫经常起义。我被馋得最厉害的一回，
是在济南回老家的大巴上，正是午饭时
间，路过一个叫黄安的地方，当地驴肉有
名，路两边全是卖驴肉的小推车，大巴从
中间开过去，恨不能被涂上一层板油。那
次有人从黄安上车，握着一个烧饼，里面
夹的是刚煮出来的驴肉，冒着热气和香
气，他上来之后，就开始大嚼，嚼得嘴角
流油，牙缝里都是红色的肉丝。饥肠辘辘
的我几乎当场昏厥过去，恨不能把烧饼一
把夺来，说：“哥们，让我来两口……”

那时济南到老家未通高速，汽车从国
道上要开很久，经常是一早出发，黄昏才

到。中午司机停靠一个路边店吃饭，通常
都会是世界上最贵也最难吃的饭馆，乘客
可以吃，也可以不吃，吃的话，一个茶叶
蛋就要一斤鸡蛋的价格，而且，我认为茶
叶蛋是其中最实惠也是最放心的，别的菜
更是看起来面目模糊、来路不明。

只有一次，也是在济南和老家之间的
国道上，遇上了一位良心司机，或者是他
没有相熟的路边店，在乘客一片叫饿的喊
声中，把我们停在了梁山的一家炖鸡小
馆，菜的味道不错，只是老板大概从未见
过这么多顾客，有些不耐烦，菜也上得
慢，后来顾客一个个都到厨房门口等，不
管出来什么菜都抢着端走，结账时老板大
概也算糊涂了，对不上总数，骂骂咧咧把
众人赶走了，颇有水泊好汉遗风。

没有坐过飞机的年龄，我曾向往过飞
机上的航空餐，觉得应该是高水平美食，
到了不得不坐飞机时，发现几乎所有的航
空公司，都能做出味同嚼蜡的盒饭。头等
舱的饭菜确实不错，还可以喝啤酒，只是
我在空中喝酒，总觉得不接地气，耳膜压
力也大，所以不太敢喝。

去年我去海拉尔，回来在哈尔滨转
机，进安检后有超市卖白酒，就买了一

瓶，打开后，就着大红肠喝了三四两。喝
的时候有点不好意思，总感觉过于粗鲁，
对瓶抿一口，就赶紧把瓶子藏在腿后面，
若无其事地看着周围的乘客。

机场的餐厅也不少，但不如高铁站的
丰富，质量也逊许多。兰州机场的牛肉面
就不如北京南站的牛肉面，前年我在五棵
松那边拾掇春晚的小品，晚上突然想吃牛
肉面，附近几家都关门了，我一咬牙，坐
地铁直接去了北京南站，快过年了，晚上
车厢里几乎没人，轰轰隆隆的声音如此清
晰，我想那是因为地铁也饿了。

还有一年，在衢州的廿八都古镇，和
历史学者范泓兄一路畅聊，临走那天吃早
餐，我发现他吃了好几个鸡蛋，我问为
何？他说从小出门时，就会多吃鸡蛋。因
为母亲总会煮鸡蛋给自己带上，那些鸡蛋
平常家里也不舍得吃，母亲念叨着“穷家
富路”，就把鸡蛋和嘱托一起装进了孩子
的行李袋里。

是啊，母亲煮的鸡蛋，那曾是无数人
路上最熟悉的食物。在轰鸣的汽笛声中，
在迅驰的车厢里，在苍茫的大海上，在三
万英尺的高空，很多人一上路就无法回
头，一上路就是一生。

那只是一种鸟儿，但它的名字却与
老家联系在一起。这样在它身上就有了
亲昵的味道。他叫麻雀，有的地方叫
“家雀儿”，甚至有人干脆就叫它“老
家”，但更响亮的名字却是——— “老家
贼”。它是那样普通，像那些匍匐在这
片大地上的子民，没有花哨的外表，却
终日忙碌于食物与繁衍。

褐色的脊背，灰色的肚皮。在眼睛下
面还长了两块可爱的腮斑。老家是有许
多苦难的，但对它们来说，从这根树枝到
那根树枝，从这家院子到那家院子，蹦蹦
跳跳总是快乐的，似乎从来没有背负什
么怨恨，也没有承载什么不平。人世间那
些辛酸，那些显贵，那些世态炎凉，与它
们无关，它们也看不懂。它们飞跃在人的
世界，却有更广阔的天空。虽然很警觉，
但又不想远离人类，它们很少像其它鸟
儿会把小窝搭在树杈上，它们总是栖身
于人类居住的某个角落，或者是烟囱，或
者是墙上某个洞穴。它们叫“老家贼”，老
家对人类是家，对它们本来也是。

它们的羽毛不漂亮，不像黄鹂，也不
像喜鹊。它们的歌声也不好听，总是在枝
头叽叽喳喳，似乎有没完没了的话要说。
有了它们的聒噪声，一个村庄才像村庄，
一家院子才显得有生机，如果没了它们
的飞翔与歌唱，那这里总不像家的模样，
会生出许多荒凉来，人们会感叹：这地
方，连雀儿都留不住。

它们到底吃什么呢？没人饲养它们，
更没人稀罕把它们装进笼子里。人们说
它们是贼，说明总是有些不光彩的事情
在它们身上，在庄稼地里它们会偷取人
类的谷米，沉甸甸的谷穗让它们享受一
番，就轻飘飘地抬起头来。看到院子里晒
满了粮食，它们就从树枝上飞下来，在粮
食堆里幸福地蹦来蹦去，完全跟自己收
获了丰收一样。它们到底能够吃多少呢？
几粒谷物能填饱它们的身躯？或许是它
们也知道这是不劳而获，一看见人影，轰
的一声就飞走了，然后在树影里一个劲
地叫，好像在辩解：我们就吃了一点
点……

小时候的我们总是闹不明白麻雀是
“益鸟”还是“害鸟”。有的说是益鸟。但生
产队的队长说不是，它们偷粮食吃，因为
有它们，粮食才会减产。于是，我们也认
定麻雀是“害鸟”，是老家的贼。我们的弹
弓总是瞄准它们，让你们叫！一弹弓过
去，一只雀儿一个倒栽葱掉在地上。冬天

里，在雪地上扫出一块空地，把书包里窝
头的碎屑撒在上面，几个人费尽气力把
一块硕大的水泥板立起来，用一根木棍
支好，一根绳子拴上就被我们引进了教
室。躲在门后面我们偷偷地从门缝里往
外瞧。看见下面有吃的，树上那些雀儿扑
棱棱就落在那片空地上。这时候，我们就
会把那根木棍使劲拽飞……

“以后谁打一只麻雀我罚他站一个
钟头……”老师挥舞着拳头，怒不可遏，
他说，“老家贼已经被平反了，不是害鸟，
它们是益鸟！没有它们吃虫，那些年树叶
都被啃光了……”

许多年过去了，一个祸害了许多麻
雀的小孩长大了。后来结婚，有了儿子。
儿子生在一个缺少树的城市，会走路后
他回到老家最喜欢的就是抬头看树。看
树上的鸟儿，我跟他说那是麻雀。他一个
劲地央求：给我捉一只麻雀吧，我要和它
玩！臭小子哪里知道，他的父亲手上沾满
了麻雀的痛苦，他能轻而易举地结束一
只麻雀的生命，却无法和它共同呆上两
天。

现在每天沿河边散步时，又能见到
很多麻雀。岁数大了，看见它们忽然生出
格外的亲切，或许是它们名字的缘
故———“老家贼”，原来这是很容易引起

“乡愁”的一种鸟儿。它们见到我，还是轰
的一声就飞走了，或者是在不远处落下
来，摇晃着脑袋辨认着我。现在的我冲它

们只有微笑，我觉着即便是再老的麻雀，
也不会认出我是个曾经杀害过许多麻雀
的小孩。有一次在一处风景区，很奇怪那
里的麻雀竟然那么友好，它们会落在你
的脚下，欢快地蹦来蹦去，幸福地啄食你
掉在地上的面包碎屑，填饱了肚子，它们
顺便帮助我们清理了环境。取得它们的
信任是一种妙不可言的境遇，这风景里
自然也会多了许多和谐。

在互联网上看到一则信息，麻雀已
经被立法保护，捕获5只，就足以入刑。这
自然引起了许多议论，但是，有一点是可
以肯定的，我们居住的这个蔚蓝色的星
球，本来就是生命的乐园，在生命被漠视
的时代，必然是充满纷争与饥荒的时代，
我们可以获取，但没有资格毁灭。

我很希望以后的麻雀见到我不再逃
窜乱飞，甚至会有只落在我的肩头，我会
抚摸一下它的脑袋，说久违了老朋友，忘
掉许多从前的小孩吧，我们与你们都会
在漫长的进化当中而改变！我们会让许
多物种取消敌意，重建信任，虽然这很漫
长，但是沧海桑田，这个世界总是在向文
明进步。

——— 老家贼们，我也是老家来的！我
在河边忽然就喊出了一嗓子。于是草丛
里许多老家贼轰的飞了起来，在一只只
挥舞的翅膀当中，我又看到许多星星点
点的记忆缀满了天空，那自然与老家有
关。

“对你来说，2017年哪一天你
认为很重要？”

罗胖的跨年演讲《时间的朋
友》犹在耳边，2018年已经过去了
十几天，感觉出来有什么不一样
了吗？

新的一年，我们仍要面对选
择的难题。

朋友在跨年时发来一组诗，
其中一首《荒了的园子》———

平生最大的奢侈，就是
让这园子
荒着。再也不种了
在我们心心念念要种点什么

的时候，不种也是一种选择，甚至
奢侈的选择。

我们不得不承认一件事情，
今天的我们过得似乎是越来越
好，可是丢失的东西也很多，比如
对细微之物的洞察力，对自然之
美的感知力。承认吧，我们活得粗
糙了，很少有心情去感受一下风
花雪月。

作为读者，你可以选择手指
从屏幕划过，点开那些耸人听闻
的标题，看几分钟，又换一个，因
为越来越排斥有文字的东西，我
们把大把的时间放在小视频上。
几分钟就换一个，不管有多么无
聊，我们看了一个又一个。

有个朋友说，她现在也开始
看五分钟电影了，就是那种在五
分钟内解说完一部电影的视频。
一部电影如果在五分钟之内仍然
无法吸引她，立马就会换一部，至
于电视连续剧，已经五六年没有
碰过了。而捧着《红楼梦》《挪威的
森林》《人间草木》，爱不释手，陶
醉 于 文 字 的 优 美 ，故 事 的 感
人……更是遥远得恍如隔世。

新的一年，选择仍然是最初
的也是最终的难题。

你喜欢低俗，那低俗就能占
据你；你喜欢芜杂，那你的心灵越
来越芜杂；你喜欢随波逐流，那你

的性情也将变得浮泛……
而你如果想再回书房，亲近

一下那些蒙尘的老朋友，那需要
一点安静，需要一点投入——— 否
则你既不能感受生活之美，也不
能感受艺术之美。你的精神可能
耗费在铺天盖地的信息之中。

作为写作者，如果你愿意，你
可以天天制造文字垃圾，在这样
浮躁的时代，做一个泡沫。

你也可以选择重拾风雅，并
不是要附庸，而是借由前人所开
辟的道路，重新思考这个词语，以
及词语背后的所指向的物质世界
和精神世界。

风雅并不复杂，作家汪曾祺
总是用最简单的词句，描写那些
最平凡的人和事。但就是这样简
单的句子，平凡的人物由他一写
出来，就好像有了一种特别的魔
力，让人觉得莫名地亲切、温润。

他的作品，有点像他的老师
沈从文说的“希腊小庙”。沈从
文的小庙里，供奉的是“人
性”，而汪曾祺的小庙里供奉的
是“生活”。

汪曾祺说，生活是很好玩
的。

其实，生活好不好玩，到底
还是取决于活在其中的人好不好
玩。汪老只是选择了对待生活的
态度。

作为编辑，我也要选择，嫁衣
好不好看，做工如何，只在于有没
有用心。

没有谁能逃避选择，连天气
也一样，冬天要有冬天的样子，夏
天要有夏天的样子，风霜雨雪交
替而来，那才是精彩的日子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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