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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人赠我金错刀□黄小意

我对季节的感受比以前明显了
好多。冬日里，下了班哪儿都不想
去，就想赶紧回家，敷衍着吃完晚
饭，赶紧进入冬眠正题——— 沏茶看
书。

足不出户，红袖添香夜读书，简
直是人间至美。当然，如果外面再下
着鹅毛大雪，那就更美了。哦，好吧，
我既无红袖亦无香，鹅毛大雪在城
市的冬天也很稀罕。我就只是喝杯
茶，看看书而已。我的一个同学，人
家那才叫真读书。有几年时间，一年
四季宅家里看书，而且看的都是《史
记》、《左传》、《战国策》之类的高难
度经典。同学聚会叫他，他都不参
加。我们嘲笑他读书读傻了。

在我们吃吃喝喝吆三喝四中，
这傻小子今年满血复活了，在公众
号上推出了《论语》、《孟子》讲座，粉
丝还不少。三年宅男，炼铁成钢，只
能手动点赞。

相比他，我的冬眠就Low多了，不
过是给冬天找点有趣的事儿干。天地
萧索，人间无味，畅游书海，与作者对
谈，不用寒暄，无需废话，什么前生今
世，今生来世的，真是上接无极，下接
八荒，爱谁谁了。周五晚上，重看李泽

厚的《美的历程》。大学时曾看过，那
时囫囵吞枣，没啥心得。现在重看，竟
觉惊艳，写得也太好了。写到两汉美
学时，书里提到汉赋，我就想起张衡
和他的《四愁诗》来。

张衡的地动仪太有名了，以至
于当我第一次读到他的《四愁诗》
时，相当惊讶。心想一个大名鼎鼎的
科学家居然还能、还会写这样小清
新的诗?里面有“美人赠我金错刀，
何以报之英琼瑶”，“美人赠我貂，何
以报之明月珠”……看看这文艺范
儿，是那个发明地动仪的科学家写
的吗?后来，见过王朔的一本杂文集

《美人赠我蒙汗药》，这书名无疑来
自张大人的诗，哈哈，也是尽显现代
人的后现代解构特色了。

《四愁诗》共四首，第一首第一
句是“我所思兮在泰山。”啊，泰山！?
这是重读才注意到的啊，原来光注
意美人赠的金错刀锦绣缎啥的了。
我离泰山不过百余里，何不去拜访
一下?第二天早起，我们就直奔泰山
而去。冬天去爬泰山，绝对是个疯狂
的举动。

泰山之行，我们从岱庙开始。无
论去哪里，我都要看看此处的树木，

先去汉柏院，这里的汉柏，无树能
比，是汉武帝泰山封禅时所植，2100
多岁，足够霸气。我在树前，站立良
久，也不知要从何处感慨，亦不知从
何处说起，实在是参不透，真是罢了
罢了。

汉柏院里有碑刻，去了很多次，
从未细看过，这大冬天的，院子无
人，我们便徜徉很久，一个个细细
看。天呐，居然看到了张衡的《四愁
诗》碑刻。恕我无知吧，我真的不知
道这里的碑刻中有《四愁诗》。我们
就是因这首诗来泰山的啊，这样的
机缘巧合，叫人兴奋。碑刻无作者题
名亦无年代，不知是谁写的了。可是
我能说写得甚合吾意吗?碑文为《四
愁诗》第一首“我所思兮在泰山”，隶
书书写。也只有隶书才能表达这首
诗的忧伤之感。真是太妙了。

虽然不能和我同学相比，把读
过的书总结出精华，讲给别人听。但
是，我在这冬天无人的下午，机缘巧
合，见到这诗、这碑刻，用李泽厚的
话来说，这也是一场关于美的历程。
与我而言，这也就足够了。《四愁诗》
里有“美人赠我金错刀”，套用一下，
这就是生活赠予我们的美好吧。

【都市随想】

生活那么苦

吃点甜的怎么了

□萨摩罗德尼

【饮食男女】

自从公司在休息区添了跑步
机、体脂秤、微波炉，真上去跑步的
人没见多少，但天天称体重，自带健
康午饭的人却与日俱增。每到中午，
休息室都会规律性地在一个小时内
形成两个长队，微波炉前的热饭队，
和饭后的称重队。然而J小姐哪个队
都不是。仗着年轻身体好，她一直是
办公室里的女汉子，能干也能吃，还
专爱吃甜食。

同事团购健康轻食，别人都要
芝麻菜、羽衣甘蓝和藜麦，只有J小姐
专要华道夫沙拉，还特意嘱咐多加
烤苹果丁，多放奶油。同事团购奶
茶，别人都要半糖甚至无糖，只有J小
姐要全糖。别人都是保持身材，远离
甜品的健康girl；只有J小姐大咧咧要
慕斯，要提拉米苏，当下午茶点。

看着J小姐每天自顾自喝甜吃
高热的，邻座的S姐突然有些看不
下去了。不知道是J小姐的食谱让素
净寡淡的她忍不住诱惑，还是J小姐
说不上苗条却也没超过微胖边缘的
身材让她觉得有损部门女生的颜
值，S姐开始隔三差五暗示食物的
鄙视链。

临近年末，J小姐又买了几瓶起
泡小甜水，甜白贵腐，看到她从盒子
里拎出好几只花花绿绿的酒瓶，还
专门跑来向酒场经验丰富的S姐请
教怎么喝，S姐赶紧抖擞精神教育J
小姐：“甜的酒没深度，因为甜味会
掩盖酒中很多风味的不足；不甜的
干型葡萄酒才够深刻，因为好不好
喝，全凭香气口感，没有甜度混在里
面。”然而J小姐仍然不吃这一套，她
年轻的脸上泛起肆无忌惮的大笑，

“生活那么苦，人生那么短，我吃点
甜的，喝点甜的，怎么了？”

听到这话的S姐，虽然心头一
震，还是没有当回事，直到一周后，
年末的忙碌来得格外猛烈，整个部
门连轴加班了四天后，她终于在第
五天的深夜，累到状态崩溃。

在什么意式浓缩、麻辣烫，红牛
都没法回血的时刻，J小姐看看身边
面色憔悴的S姐，起身跑回自己的
工位，扒拉了半天，从抽屉里拿出一
盒俄罗斯蜂蜜蛋糕以及一瓶匈牙利
托卡伊贵腐甜酒。

“原来想在家犒劳自己的，看S
姐你这么累，来吃点吧。”J小姐热情
地邀请。实在累到崩溃的S姐，终于
卸下了心防，一口咬下一块油润红
亮的蛋糕，感受着温润的甜蜜，饱
满；一手端起玻璃茶杯的贵腐甜酒，
深吸着杯口传出的杏脯、橘子酱与
蜂蜜的甜美香气。

此时，S姐才发现，原来自己在
健身课营养课上，被老师像说恶魔
一样说的甜食，是那样美好。而且，
无需汗流浃背跑步五公里后才等到
的激素“奖励”，一口甜蜜就让大脑
分泌出多巴胺，工作的压力、精神的
紧张，都在连绵不断的甜美中烟消
云散。

S姐难得露出了消失好几天的笑
脸，又起身拿了一块蛋糕，以及阻止
了进入肥宅快乐状态更快的J小姐，
去开甜起泡酒的念头。“甜酒要比甜
食的含糖量更高，才会好喝，你的蜂
蜜蛋糕很甜，还是配这个贵腐甜白更
合适。”

看着J小姐依然对自己笑得没
心没肺，S姐忽然羡慕起这个爱甜
无忌的姑娘：“对了，你上次跟我说
什么来着，我觉得很有道理呢。对
了，生活那么苦，吃点甜怕什么！”

投稿邮箱：
qlwbcsbj@163 .com

茶生滋味□钟昕童

把过程注满明媚的心情□雪樱

【人生悟语】

每年的最后一个月，都是伴着
各种“未完成”的焦虑，我也不例外，
有种长跑冲刺时上气不接下气的感
觉。然而，越是忙乱越是节外生
枝——— 电脑罢工，所有的文档都打
不开，而且都没备份。问过度娘，也
多次被非专业人士远程指挥修复，
都无济于事，我眼巴巴盯着屏幕，如
同热锅上的蚂蚁，束手无措。

鼓捣一个晚上，我彻底败下阵
来，第二天送修。维修电脑的师傅告
诉我，“文档全部损坏，能否完全修
复还不好说。”这段时间，我努力使
自己静下来，想了很多。自己为什么
这么慌乱？如果所有文档无法恢复，
意味着写的几十万的文字付之东
流，等于白费心血，一切归零？一切
归零，意味着失败、愚蠢、不堪，意味
着要重新开始。

想到这里，我不禁联想到朋友
阿元最近做的一件事。平日忙于工
作，下班后他还要去做份兼职，拼命
赚钱只为了尽快买学区房，让孩子
从小接受最好的教育。这段时间，连
续出差令他几近崩溃，身体不适。下
班后他不再出去兼职，也不再周旋

于各种应酬，回家陪上幼儿园的儿
子搭积木，一连几个晚上玩到十点
钟，好不快哉。他说，“与其说陪伴孩
子，倒不如说是回归自己。每当大功
告成时，儿子都会让我拍照留念，接
着他瞬间推倒，积木哗啦滚落一地，
我似乎也得到某种释放。一晚上的
心血，其实没有白费，人生不就是这
样一个过程吗？”

是啊，人生不就是要活出一个
过程吗？作家史铁生曾说过，“人这
一生能得到什么呢？只有过程，只有
注满在这个过程中的心情。所以，一
定要注满好心情。”所以，一年一年
地过活，如水划痕，不在于走得多
远，而在于是否能够留下不同图案
的水纹，是否能够拥有不同滋味的
体验。就像我的伏案写作，最痛快淋
漓的不是作品变成铅字，抑或是结
集出版，而是冥思苦想、神思驰骋的
漫漫过程。这个过程是寂寞的，也是
享受的；是枯燥的，也是刺激的。很
多时候，从身不由己走向不能自已。
如台湾女作家简媜的经验之谈，“创
作是一条寂寞的路，只说对了一半，
过了中程，创作是一条暗杀自己的

路，至于抵达终点，哪一个我被杀
了，端看作者的文学史观与生命胸
襟。”

电脑修好搬回来，文档重新“复
活”，我一阵大喜，同时又多了几分豁
然。经历这次“过山车”式的心情震
荡，我又成熟了很多，学会了等待，懂
得了忍耐。如果说生命是一场永无止
境的修行，那么把过程注满明媚的心
情就是不断回到自我的精神历练。有
多少历练就会有多少精神成色，有多
少坚持就有多少阶段胜利。

就像说出“有何胜利可言，忍耐
就是一切”的大诗人里尔克，也许他
是最懂得过程和忍耐的人，他在给
青年人的信中写道，“对于你心里一
切的疑难要多多忍耐，要去爱这些
问题的本身，就像爱一间锁闭了的
房屋，或是一本用别种文字写成的
书……现在不要去追求那些你还不
能得到的答案，因为你还不能在生
活里体验到它们。”生活本身就是瑰
丽而迷人的过程，与其抱怨，不如歌
唱。

把过程注满明媚的心情，不过
如此。

一花一菩提，一茶一世界。一壶
素陶，一盏清水，茶生就此绽放。

读书之日，闲来无事，泡一壶茉
莉绿茶。净壶、接水、煮沸，轻撮起一
小拈茶叶，皱巴巴，几近褐色，毫无
绿意。不觉间，蹙眉暗念，这茶未免
也太过俗气丑陋了吧。沸水入壶，看
着暗色的茶叶在漩涡中翻滚、挣扎，
只是暗声叹息，一片刚出芽还未曾
展开的绿叶，只因为生于茶园，就决
定了其生命的短暂，早早被人扼断
了脆弱而娇嫩的茎，断送了一片翠
绿的生命。我冷冷地想，也许生命就
如此吧……

茶叶于茶水中的挣扎终而平息
下来，由水面渐渐没入壶底，我固以
为茶叶的生命从此已走到尽头，殊
不知，在那冷冰冰的黑暗之中，片片
茶叶正汲取着温热与水分，于壶中
静静绽放，褪去了熟褐，竟于顷刻间
显露出碧绿的翠色，在粼粼的水波
间，映出莹莹的绿光，宛若颗颗价值
连城的祖母绿宝石，又如那养在深
闺人未识的女子，一出阁便惊艳世
人！

小心翼翼地将茶水倾倒而出，
袅袅白雾于水面袅娜升起，茶的精

魂仿佛注入其中，幻化成水汽中的
精灵，在空中羽化而登仙，飘荡
着，轻扬着，恍惚间，我仿佛看到
了叶子为人采摘后的生命历程：先
是曝露于酷暑下经历了阳光的灼
烤，翻腾，直至褪去了翠色；而后
又置于竹筛间，反复挑拣，筛选，
将枯枝与杂质抛弃，直至剩下最精
粹的叶，终于，叶子沉睡了，直至
于我的壶中，在沸水的洗礼下，焕
发出那普通叶子所不具有的生机。

一片叶子如此普通，于我，却如
同静静地聆听了一片叶子不平凡的

生命历程，不觉间发出感叹。是啊，
一片叶的生命固然脆弱渺小，却可
以焕发出如此耀眼夺目的光辉与温
热，在磨难中历练，在绝境中不屈
服，这才是生命真正动人之处啊！我
细细品尝着杯中的茶水，滚烫，苦
涩，却于回味之中感到一丝甘甜与
醇香萦绕舌尖。

正如这茶叶的一生，经历过阳
光，经历过风雨，人生亦是如此。放
下茶碗，茶香犹存，在那氤氲间，冥
冥之中，茶生滋味，祭奠着生命的不
屈，蜕变为亘古不变的真理。

【生活广记】


	B09-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