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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笔记

热气腾腾的爱意
寒冬，正是吃火锅的好时节。

休息日带着老父亲去城市最繁华

的地段，寻觅一家好吃的火锅店。

来到火锅店门口，店堂里已是人

声鼎沸，每一桌的火锅都冒着热

气腾腾的烟雾。因为生意甚好，很

多人还在等着排队叫号。

与老父亲坐下，服务员贴心

地送上纸质围兜，老父亲围上，乐

呵呵地笑了，说是想起了小时候

的样子。我趁机用手机拍下了他

欢笑的模样。不一会儿，火锅就开

始沸腾了，热乎乎的气息在身边

流动，寒冬已经被这暖意融化。

一顿饭吃得温情，最后剩下

的几块锅盔没吃完，老父亲拿起

了饭盒打包起来，说是明天早晨

热热还可以吃。经过艰苦年代的

父亲，知道粮食的不易，总是不让

子女浪费。七十多岁的父亲一边

打包一边说：“现在的日子多好

啊，吃不完的东西不能糟蹋了。”

离开火锅店，回头看看，店堂里依

旧是一番热闹的景象。

心中有温度，我们才能感受

到生命的意义和真实，因此而懂

得珍惜和包容。

城市的夜晚尽管是冬天，依

然热闹非凡。行人们选择自己喜

欢的地方，享受生活的快乐。我们

趁着晚风，在步行街慢慢往回走。

美丽的灯光把一个个店铺打扮得

花枝招展，晚上八点多钟，步行街

上还是有不少人。店铺里年轻的

女孩儿们，拿着各种物品兜售。有

新开业的店铺，店员们在门口吆

喝，年轻人的热情尽显。

这一路并非坦途，但他们走

得坚定，更重要的是，他们因此活

得热气腾腾。

看着那些年轻的面孔，听着

那些清脆的声音，城市和我一起

品味着这些带着温度的生活。是

啊，可能这些年轻人都是刚踏入

社会，辛苦地磨炼才能成就以后

的人生之路。那一张张充满热情

挂着笑意的脸上，写着对未来美

好生活的向往。

回到家也就是九点半钟的样

子，邻居大嫂送上来一篮冒着热

气的馒头，一篮子啊，生活的气息

扑面而来。大嫂说：“你们上班忙，

没时间做馒头，我在家没事，就蒸

好了几锅馒头，给你拿点。”馒头

还冒着热气，朴实的话语在一篮

子馒头面前，更是温热。人和人之

间，相处久了，都是亲情啊。生活

中哪里有那么多惊天动地，正是

这些带着爱意的日积月累，给生

命赋予了更深刻的含义。

不能说冬天不寒冷，是人间

的温度早把寒冷驱散。当有人喊

着寂寞孤单的时候，是不是可以

把自己放入到生活里去，与亲近

的人相爱，与陌生的人微笑，与城

市里的事物交好。在冒着热气的

生活里，哪里还有孤单的影子呢。

我们只需要面对生活的本

身，回到生活，感受生活，融入生

活。与其抱怨，不如投身其中。海

子说过：“别以为我们荒诞的生活

才是生活，你看，粮食和蔬菜，这

才是生活。”

奔赴那些热气腾腾的事物，

勇敢而去。当我们懂得了生活的

本质，遭遇什么都不会恐惧，心底

的温度早就点亮了黑夜的灯火，

热爱并深情以待。 文/香袭书卷

擦肩而过
前两天晚上，在西安大唐不

夜城，本来计划不吃晚饭了，吃点

小吃继续逛。但只吃了一个摊位

小吃，肚子便不舒服，老婆也有

同感。我趁机提议，还是找一个

正规饭馆再吃一次。没想到，大

部分饭馆都过年了，有那么两三

家开着，但感觉不好。路过一个

大酒店，霓虹灯闪烁，字体通红，

两个字，虾巢。大家都在看，关键

没有协商，一致欢呼到这家吃。

店在五楼，下电梯，店门是玻璃

推拉门。我最后一个进门，看到

三个人正准备出门，一女两男，

女在前，高高瘦瘦，但气质高雅。

另外一个男的也高大一些，中间

一个低矮，但却还低着头，戴一

鸭舌帽。因为都是擦肩而过，我

也没有特别去注意。但就在低矮

男子走过我身边时，在我余光

中，感觉此人不同一般。再看他

时，他已走到门口，准备出去。此

刻我大脑强烈感觉，贾平凹！他

脸部最著名之处，左眼旁边有一

黑痣，脸黑而且脸部下垂。等我

反应定顿过来，想上前与他套近

乎时，他已经出了门。没有对上

话，但他的相貌和状态已经印在

脑中。除了五官外，他佝偻着身

子，甚至还有些驼背。我看着他

背影，突然想到，他大约也是六

十开外的人了。无论谁这样遇到

他，大概不会有人把他与知名世

界的大作家联系到一起。

我八十年代就很崇拜他，一

直到现在。后来才知道，他不光

是小说，在画画、收藏等方面都

可以说是大家。

这一偶遇，给我留下了无尽

的遗憾。哪怕要求与他合个影。但

也给我带来了强烈的冲动和激

情。冥冥之中，这算不算是上天的

安排？尽管只是一个擦肩而过。而

前一晚我们已经开车到了不夜

城，但因为封路而被迫取消。

我一生有过两次创业，若论

成功，也算是吧。目前正在准备

第三次创业，没有想到这个惊

喜，恰在我创业之初不期而遇。

学习，不一定就在课堂里，

或者书本中。一句话，一个眼神，

甚至不经意的一次相会，哪怕没

有语言，没有口口相传，可能就

是一次感悟和启发。

这样的学习，没有刻意。我十

分感谢此次的缘分。 文/张五四

氽壶
汆壶是用来烧开水的，讲究

一点的人家，家里都有一把铜氽

壶。这大抵还是五十年前一个家

庭财富和地位的象征。

我家的氽壶，是铜制的，这倒

不是说我家有什么地位和财富。

祖父是铜匠，别人订好了，却不要

了。铜汆壶很贵，二三年卖不出

去，祖父便拿来自家用了。祖母一

直小心翼翼地使用，擦拭的锃亮

锃亮，几乎看不到使用的痕迹，一

直用到汆壶失去作用，祖母都舍

不得丢弃，用牛皮纸包了，收在凉

房里最高处，直到祖母去世。

现在已很少有年轻人知道汆

壶了。汆壶直筒平底仰口，下面略

大，一直收上去，呈一个柱形，仰

口处系耳，拎取方便。蓄水量是一

只暖水瓶的一半。也就是说烧一

暖瓶水，要二氽壶开水才能注满。

汆壶的样式大抵如出一辙，

材料却有银、锡、铜、铁四种。银壶

比较讲究，工艺上精雕细镂，装

饰有很多图案，最多的是青龙吸

水。一条青龙盘曲踞折，凸起于

壶体，龙须乍翘，活灵活现，有极

好的寓意。锡壶流鋬，也颇为讲
究，仰口处铭边，耳系上形纹，置

盖顶，上履纽，多为金鱼。铜壶则

注重美观，壶壁厚实，拎在手中

极有分量，阴刻花纹和图案，也

有鋬卷边的，形纹也多为镂销镏
铭。我见的最多的是金莲蓬籽，

一颗玉露要滴下来的样子，这是

祖父的手艺。铁壶就注重实用性

了，讲究耐牢坚固，执在手中，就

是一个分量。曾见祖父用三张厚

铁皮拱出几十把汆壶，俗称笨

壶。壶底触火，便用生铁铸槽，植

入铁皮，用卯銲銲结实了，炉火
上反复焠，銲液匀衡了，在用铁
砂纸打磨光滑了，用锡水戗一

遍。用千锤百炼形容，一点也不

为过，看上去像一件工艺品。

祖父有一把锡酒壶。每年冬

天，祖母用它给祖父温黄酒。黄

酒是祖母自酿的。先是打来二十

斤散白酒，注入一个坛子，浸红

枣泡，封口密履十二天，然后将

红枣取出。一开坛，枣香扑鼻。这

气味，我视为天下最美的气息，

至今还没有那一种气味，令我如

此神往过。再看那酒的颜色，绛

红透明，香气馨郁。祖母将煮熟

的黄米、■、核桃、枸杞、桂圆、葡

萄干等混杂一起，浸于酒中，密

封三个月，置于炕头热处发酵。

最香的，应该是黄酒快尽时，坛

底的酒酿了。祖母用细筛筛过

后，注入汆壶，烧开了，每人半

碗。这是一年中最幸福的事情，

于我的童年也是天下最好的美

食。祖母偏疼我，便要偏食一些

给我，没想却把我吃醉了，昏昏

沉沉睡了一天，把祖母和一家人

吓坏了。从那，祖母再也不敢偏

食于我酒酿了。

有一年春节的早晨，祖母一

个人坐在火炉边，用汆壶烧酒酿，

满屋的黄酒香。火光映在祖母的

脸上，汆壶里翻卷的酒酿，像笋尖

一样，水汽裹了祖母，仿佛周围的

一切都与她无关，只任那汆壶里

的水声咕咕地响着，祖母也旁若

无人，只顾烧着她的酒酿……

日子也仿佛就这样醇香着，不

觉经年，我也生出了白发，泥土中

的祖母，也已过了百年，凭高目尽，

新岁来时，无限思量。 文/王建中

生死之间
昨夜昏睡，突然梦到大限将

至，甚惊恐，再次感到死亡的可

怕，同时也感觉年过不惑之后就

是茅坑边摔跤———离死（屎）不

远了。醒来之后，想说说死亡那

些事儿，这个国人都很忌讳的话

题。白岩松说：中国人讨论死亡

的时候简直就是小学生，因为中

国从来没有真正死亡教育。

说到死亡，并不是第一次想

这个事儿，自从有一回宋丹丹

说，以前是怕老，现在开始怕死

了。叔本华曾经说，死亡的困扰

是每一种哲学的源头。海德格尔

认为，死还是一种有独特启示意

义的积极力量。我不是哲人，想

不了那么远，也精粹不出普世的

价值观，只想天马行空地谈谈由

死亡想到的事情。

想到死，开始是怕，深入骨

髓的怕，后来再想，所有人都有

一死，怕就淡化了许多，再想起

两个故事，就不那么怕了。哪两

个故事呢？一个是电影《特洛伊》

中的一幕：阿喀琉斯杀了赫克托

尔，然后泪流满面，在他耳边说：

兄弟你先走一步，我随后就来。

有那么一个致命的脚后跟，他知

道自己不久就要步其后尘。赫克

托尔并不悲苦，只是早走了几天

而已，没什么可怕的。另一个故

事是电视剧《四大名捕》中的一

幕：冷血的一个兄弟死了，他跟

师父诸葛先生说，他只是先走一

步而已，我们早晚会随他而去。

二者的说法大致相同，就是

说活得长一些的人没什么可牛

的，早晚也会玩儿完的。这种说

法其实不很达观，直面的是一种

悲情结局，不管你再轰轰烈烈，

最后也是黄土一捧，但是对怕死

的人来说却有达观的效果，至少

是一种安慰。有时候活得长了，

未必幸福，《绿色奇迹》中被特异

功能者邓肯施了法术的汤姆·汉

克斯不仅尿结石痊愈了，而且还

长命百岁，只是后来他身边的亲

人和熟人一个个死去，汉克斯感

到了深深的悲哀，当他在养老院

结识的最后一个红颜知己离去

了，汤姆几乎要崩溃，他感觉长

寿简直是一种诅咒。

对多数人来讲，死亡的不确

定性是一种幸运，因为我们不知

道何时何地会死，所以尽可以没

心没肺地活着，想方设法及时行

乐，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

空对月。对有些知道死期的人来

说，更需要勇气面对死神来之前

的煎熬。身患癌症的陆幼青就是

一个例子，他经历了人生中的大

起大悲，却没有大喜，1992年下

海经商，1994年被诊断为胃癌并

开刀，经手术后1998年癌症复

发，2000年7月底决定在“榕树

下”网站以日记的形式记录“自

己生命最后的经历和生理、心理

的变化”，其连载作品被结集成

《生命的留言———〈死亡日记〉》，

2000年12月陆去世。

和普通人相比，陆幼青是个

异数，他不仅详细记录死前每一

天的心情，还坐着轮椅为自己选

择了墓地，相信一般人很难做

到。

陆幼青并不是孤例，和他同

样坚强的人还有复旦大学女讲

师于娟，她写的抗癌日记曾经也

传为美谈。对于死亡，她的态度

更加坦然：我从来不去想这个问

题，既然病患已然在身，恶毒诅

咒也好，悔过自新也罢，都不可

能改变我得了癌症的事实，更不

可能瞬间把我的乳腺癌像转汇

外币一样转到其他地方去。

这二位都敢直面生死，笑对

病魔，值得大家赞一个。

黄茵在《拍手无尘》里说的

一个故事，她的一个朋友说，死

了后再也不能看电影了，这是

最让人难过的事情。英雄所见

略同，我也有这样的想法。有时

候，一个人死并不可怕，可怕的

是身边那个人怎么活。怕就怕，

和你相约定百年，谁若九十七

岁死，奈何桥上等三年！死后，

阴阳相隔，不能互通声息，这个

人飘零世上，那个人独守桥头，

注定是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

村上春树说：相逢的人会再相

逢，可能吗？ 文/晓 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