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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窗
穿过川流不息的人海，走进

都市一隅的家门，总有一些小事

令你不能释怀，影响着你的心

情，把它记录下来，让它成为岁

月的书签。来稿请写明作者真实

姓名、电话、地址及本人中国银

行储蓄卡号，以便采用后发放稿

酬，谢谢对我们工作的配合！

电话：0471-6635311

Email：bfxbcyws@163.com

剥虾
真人秀节目《幸福三重奏》

里，大S先是问福原爱吃不吃

虾，福原爱回应什么都吃，也

会帮老公剥。大S则一脸惊讶

地说，以前是爸爸给她剥虾，

父亲逝世后就不再吃了。吃虾

一定要男人剥，如今如果汪小

菲帮她剥好，她会吃，但不会

要求老公一定要剥……“剥虾

论”一出，立刻得到不少女人

的拥护。一时间，“爱我，就给

我剥虾”成了幸福新标杆。似

乎要是哪个女人，另一半从来

没有为她剥过虾，那简直就是

“瞎”了！

“剥虾论”在办公室女人堆

也引发余震。小U，28岁，平时最

热衷研究“驭夫之道”。看完节

目第二天，就从市场买回一兜

虾。小U绝对是心机girl，白天上

班，她心思缜密地把“剥虾论”

发给对方，明示以及暗示，“有

老公剥虾的女人最好命”。晚上

下班，买了海虾“顺手”拍照发

朋友圈：今天虾真新鲜！等到老

公回到家，煮好的大虾已经上

桌。

看着老公食指大动吃得欢

愉，小U脸上笑容一点点消失：

他居然对我这一天的良苦用

心，对剥虾的“草蛇灰线”毫无

反应？小U不动声色却停了筷

子，眼神也不看向老公，就瞟

向桌上那盘大虾。在小U的心

理高压战术下，老公终于意识

到不对劲了：“你怎么不吃啊？

不舒服吗？”小U脸上浮现一个

内涵复杂的社交范微笑，老公

立刻读懂她不高兴了，顺着她

的目光，他眨巴眨巴眼明白

了：等着我给剥虾呢———别说，

结婚这两年，他这点算是被训

因为懂得
所以焦虑

中年以后的人，时常会觉得

孤独，因为他一睁开眼睛，周围

都是依靠他的人，却没有他可以

依靠的人。

最近，身体稍有一点点微

恙，我就觉得焦虑不安，必须第

一时间立马直奔医院，一系列各

项检查都做完，确保无事后，还

要和接诊医生再三再四地确定

一番后，心里才能感觉稍稍踏实

下来。而在以前，这些小小不然

的不舒服，我都是拖得一时是一

时，总觉得身体有自我康复能

力，是足以应对的，但现在我再

也不敢这么想了。

我的一位女同事，20多岁时

嫁给了爱情，含辛茹苦带大了前

任的孩子，甚至半是主动、半是

被动地放弃了自己去成为一个

母亲的权利，我很多次看她冒着

挨领导骂的风险，去接前任的那

个小男孩放学，再偷偷带到办公

室盯着他做作业。

孩子大后，她用自己省吃俭

用的钱给他买了房子，操办了婚

事，那个孩子还算有点良心，和

新婚妻子对她妈长妈短得很是

亲热，就在我们以为她要开始享

受儿子福的时候，她突然得了肺

癌，三个月就去世了，身后骨灰

却是被远在新疆的爸妈带回了

家乡安葬，让人不胜唏嘘。我们

一众女同事伤感之余，不禁暗自

发誓，一定要好好保养自己的身

体，什么都是假的，只有自己的

身体好才是真的。

去年我爸得了癌症到北京

做手术，医保有规定，外地治疗

必须自己先垫付，然后再回当地

医保报销费用，而我爸住院时用

的其中一味抗癌药，每月就需要

5万元，且无法走医保，我爸的病

在短时间内，就迅速掏空了我们

姊妹三家的家底。

住院的最后三个月，每天

上午九点钟，是护士的固定催

款时间，交款的费用都是以万

元为单位，随着病情的加重，医

药费在不断地递增，苦苦支撑

了三个月，我们姐弟三人开始

跟朋友们张口借钱，能借的朋

友和我们一样，都是工薪阶层，

谁都不是很富裕，借来的钱跟

我爸的医疗费比起来，算是杯

水车薪。

进出医院缴费处的那一刻，

终于感到切肤之痛的我，仿佛猛

然间才惊觉，中年已然是最不敢

挂马头卖驴肉
我家小区外有家卖驴肉火

烧的，很便宜。我想着三国大将

张郃（河间人）常吃这玩意儿。其
间，曾问：为何要剁碎？店主说这

是老规矩，都这么卖。

挥霍身体的年纪了，我第一次

清醒地意识到，即使自己从现

在起开始猛攒积蓄，但却依旧

无法预测，未来的某一天，我略

有的积蓄，是否可以完全支付

得起医院一个月众多检查名目

的花销。

今年过生日的时候，儿子

悄悄问我许的什么愿望，我告

诉他，我现在最大愿望就是，锻

炼身体让自己健康，多多挣钱，

好更多地给他的将来减少负

担。儿子对此自然是嗤之以鼻，

觉得这些愿望和他都是隔着一

个太阳系那么遥远的距离，要

用光年才能想明白其中的关联

奥秘。

可现在的我，不仅自己饮食

作息突然规律起来，还特别紧张

家人的身体健康。儿子远在学校

咳嗽一声，我就能一小时连续十

八道微信连环催，直到儿子无奈

晒出医务室拿好的药，我才把心

略略放下一半，然后不忘继续微

信监督他按时吃药，惹得儿子大

呼受不了，抱怨我说，老妈哎，你

不要因为姥爷生病的事就草木

皆兵，而且你对自己的身体状况

感到焦虑，能不能不要蔓延延续

到我身上，OK！

我很认真地对儿子说，不要

觉得你老妈我人到中年越来越

惜命，也不要嘲笑你老妈我多此

一举，你老妈我这是对咱们家有

责任心，对你有责任感。要知道

到了我这个岁数，必然就会不由

自主考虑养老问题，如果不想将

来成为身为独生子女的你的负

担，身体健康，留足养老钱以备

不时之需，是我现在就必须着手

的紧迫大事。

让我焦虑的，越来越浅的睡

眠，日益稀疏的头发，忐忑面对

的体检报告，总是能让我产生强

烈的不安全感，随时随地担心自

己的生活什么时候会被现实狠

狠地摧毁，就好像我爸突然之间

就得了无法治愈的疾病，就好像

我爸的一场病就让我们负债累

累，就好像我的女同事不到知天

命就突然离去……所有这些真

的很让人心累啊！

人生半途，最重要的就是健

康的身体，足够养老的钱，张爱

玲说，“中年以后的人，时常会觉

得孤独，因为他一睁开眼睛，周

围都是依靠他的人，却没有他可

以依靠的人。”

因为懂得，所以焦虑。

文/雨中小菊

后来有次在高速路休息区，

见到两家店，不都那么卖：一家

是剁得细碎，另一家切薄片，切

片的贵。问怎么不剁碎，卖者瞥

了一眼说：我这是正宗驴肉，你

问他敢切片吗？听锣听音，听话

听声。但我还是不大明白，正宗

驴肉与否和切片、剁碎是什么关

系。前一阵，电视点名曝光某府

县驴肉做假，小区外那家驴肉火

烧馆立刻消失。这下我明白了：

这些年，我大概没吃着驴肉，而

是吃了一肚子马肉骡子肉或猪

肉，还有各种色素调味品。俗话

讲，便宜没好货，好货不便宜。当

然，说到底还是怨自己，谁叫你

图便宜。

“天上龙肉，地上驴肉”。龙

肉没人吃过，驴肉就被推为人

间最好吃的肉。中国北方很多

地方美食中，驴肉火烧是极有

名的，某府县驴肉火烧又是其

中佼佼者。追根溯源，不论唐

宋，单说清末，就有若干宫内烹

饪高手回归故里做驴肉火烧生

意，可谓传承有序、声名四扬，

为后人创出一块金字招牌。按

说有前人留下聚宝盆，只要秉

持传统，诚信做事，必将代代受

益。然而就偏有人不珍惜，用马

肉骡肉猪肉冒充驴肉。结果如

何？到如今媒体曝光，金牌被

污，名声受损，最终伤了声誉，

悔之晚矣。

“挂驴头，卖马肉”，是一些

文章对此次事情的评说。很显

然，这是从“挂羊头，卖狗肉”那

句话延伸过来的。这里讥讽的是

一个现象，即名不副实。说一套，

做一套，外面一套，内里又一套。

不光做生意，包括为人处世，言

行不一、表里不一，都是犯大忌

的。

放下由事及理的形而上升

华暂且不说，只说以马肉冒充

驴肉，我就感觉有些不公。难到

马肉就那么不值钱，需要顶着

驴头去卖？东汉末年，群雄并起

战乱不断，张郃为袁绍部将时，
一次攻打公孙瓒被困，无奈只

好令士兵杀马充饥，事后便觉

得马肉好吃，于是军中每有老

马伤马不能再战，便杀了让人

煮来一尝，久之，就对马肉格外

喜爱。而此时征战中淘汰马甚

多，流入民间，一时马肉馆红

火。官渡之战后，张郃归顺曹
操，途经故里，进一马肉馆。吃

罢感觉味道不一样，问这是何

肉，店主指着墙上的马头曰马

肉。张郃追问再三，店主只好道
出实情：新近有令，为鼓励耕

田，不许杀马，只好用驴肉充

之。张郃笑道：汝乃挂马头卖驴
肉也。

百里不同风，十里不同俗。

岁月在更替，认知有演变。原先

都说细粮好，现在下馆子要吃粗

粮；早先见人胖说富态，现今见

瘦人说长寿；前年还说一孩好，

如今就提倡生二胎……

故此，马骡牛羊猪狗驴，谁

也别说自己这身膘肉骨头肚子

大肠总能独占潮头。能否变成

美食，关键还在人的新发现新

做法。做不好，五香驴肉能做

出燎驴头味儿；做好了，伏枥

老骥能做出龙肉香肴，如此岂

不正是“龙马精神”的发扬光

大？

我劝诸君莫泄气，与其用马

肉冒充驴肉，咱不如干脆就挂上

马头做马肉，创一个马肉火烧新

品种。说不定哪天就超越驴肉，

供不应求，情急之下，个别人甚

至会干出“挂马头，卖驴肉”的事

来。你信不？ 文/何 申

练出来了，能看出女主此刻是什

么心情，以及顺藤摸瓜找到原

因。

老公开始剥虾，中途吮了一

下手指，小U的目光立刻像刀子

一样射来，整只虾剥完，虾尾被

拽掉，虾头有残留，虾线没挑，就

这样一只剥成残次品级别的虾，

被放进了小U的碗里。看着老公

迅速转战下一只虾，并且剥好后

投进他自己嘴里。小U使出惯用

的一招：起身回房，锁门，冷战。

小U不吃，老公也不能吃了。虽

然他没吃饱，但也没法动筷。本

来该是一个大快朵颐其乐融融

的夜晚，瞎了。

转天小U跟同事麦兜、肥

猫、花姐聊起此事。她眉毛一挑，

问：你们怎么吃虾？老公给你们

剥吗？30岁的麦兜说：“我爱吃糖

醋虾，那味道都在皮上啊，边咂

皮边吃虾，啊，美味！让老公剥虾

那还怎么吃？吃货的世界，你不

懂……”

40岁的肥猫反问：“为什

么要剥虾？我现在都是连皮

吃，既补钙又节省时间，老阿

姨的精力要用来辅导娃功课，

你懂的……”

50岁的花姐若有所思：“吃

这件事，3岁以后我一直自理，将

来真有不能动的一天，可以考虑

让老公剥虾……”

小U早就评估过，麦兜、肥

猫、花姐的婚姻，都能打70分以

上，她们仨居然都没吃过老公剥

的虾！哼！一群土包子！活得一点

都不女人，一点都不精致！

小U已经盘算好了，周末继

续买虾，必须让老公剥虾，直到

她和大S一样幸福为止！

1000对夫妻，就有1000种幸

福的模式。剥虾论真正需要女人

领会的，其实是怎样表达自己

的需要。不少网友说大S作，的

确。不过，是一种很高级的

“作”。她有诉求，但不命令，也

不是抱怨，而是带着情感讲述。

因为一段引人深思的父女往

事，触动了汪小菲，启发了另外

两个丈夫，虽然他们日后也不

一定次次为妻子剥虾，但这一

次，经由一个父亲爱女儿的小

故事，三个男人内心一阵柔软，

把爱付诸行动。

这么高级的套路你没学会，

就别让虾背锅。 文/麦 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