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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親戚家的住處……和親戚們同
一張晚飯桌上吃飯，我只是機械地
把食物填滿嘴巴，借此盡量減少和
親戚們搭話的可能，以避開他們這
個孤註一擲的話題。當父親的手機
一響，我每每看到老父親接電話時
的緊張又為難的神情，看到他慌亂
的丟下筷子和碗，六神無主地跑離
飯桌，竭力壓低回話的聲音，我還
是聽到了父親誠慌誠恐的稱呼那個
款兒的名字，邊說邊快速地躲藏到
裏屋，關上門。我想，我離飛回美

國的日子越來越近了，可能那個款
兒在催我的老父親，在加緊向我的
老父親要我這個人吧 . . . . . .
   “ 幾 十 個 億 的 資 產？！ 你 瘋
了，你的老爸給您介紹這麽好的婚
姻， 你 竟 然 不 要， 你 這 些 年 都 在
美國經歷了什麽？你在美國被洗腦
了 吧？” 女 友 的 話 突 然 打 斷 了 我
的 訴 苦， 讓 我 驚 愕 不 已 ---- 是
啊，雖然從小從同一個苦窩窩裡長
大，曾情同手足的好朋友，十多年
的分離，各自生活在兩個不同的社

會環境裏，思想觀念，價值取向，
生活模式已隨著歲月的流逝，漸行
漸遠了……那個曾和我一塊兒在運
動場上揮汗拼搏的女友，已經成了
我 人 生 旅 途 上 的 永 遠 的 美 好 回 憶
了 . . . . . .
   在故鄉淩晨一個個黑淒淒的夢
囈 裏， 在 我 醒 來 時 綴 滿 星 空 的 淚
眼， 我 一 遍 遍 地 祈 禱， 祈 禱 上 帝
啊，請幫助我千萬裏，千萬裏，一
路平安地回到美國回到我這麽多個
日日夜夜思念的家。我仿佛一次次

地 看 到 了 我 遠 在 美 國 的 家 園， 那
一道道門，一扇扇窗，石徑拾階而
上，我家那位正和我的女兒，連我
一起，被柔軟的沙發擁抱著，溫暖
的橘黃色的燈光，恬靜在一個又一
個聖誕平安夜； 我又仿佛看到了
公安的警車在城市巡邏，日日夜夜
保護著每一個市民的安全。窗外，
雪落無聲……
   哦，家，我的美國家園，我的
心靈燈火，我的心靈深處那最溫暖
的地方 . . . . . .



22 2018 年 02 月 22 日    美南周刊

(接上回)趙之楚年輕時不懂甚麼是青春氣息？甚麼是活力？
為甚麼不懂？不懂並不是因為距自己太過遙遠。正相反，而是因
為離自己太近，年輕人易患老人「遠視」的毛病，太近反而看不清
楚。「青春、活力」就在當時自己的一舉手一投足之間；現今老了，
自覺「舉手投足」並沒有甚麼大變化，別人，年輕人，一眼就能看
出那種「老態龍鍾」像…

人總是「後知後覺」的多，有了不知其可貴，失去後才覺得萬
般可惜。對「青春，活力」的認知也是這樣。

人對已經擁有的事、物，往往會有視而不見的忽略了。
這些年常在Parks Mall作走路運動，每看到年輕孩子走路時

，總是三步一跳，五步一蹦，全身是勁兒，自己呢？在走路運動的
老人中，還算「步履穩健」，卻是蹦跳不起來，因為缺少「活力」。直
到活力從自己的身上消失了，才知道自己曾經擁有過…

青春就是洋溢在青少年沒有皺紋的臉上的顰笑；在老人的
臉上，趙之楚看懂了甚麼是「慈祥」。

人氣、氣場、青春、活力、慈祥…這些原本十分「抽象、空洞」
的名詞，忽然變成了「觸手可及」的具體形象(不是概念)…

這時，趙之楚才算了解「誠於中，形於外」的意義。
別說年青人的走路了，就是他們坐下休息的動作也是充滿

青春氣息的：一手端著食物，一手握著飲料杯，將食物放桌上一
放，一手移動坐椅，腳一踮就坐上「高腳椅」了，那動作看起來多
麼瀟灑。自己呢？雙手移動座椅，然後一手扶椅，一手扶桌，幾乎
是爬上坐椅的「龍鍾」動作，兩相對照，自己就明白甚麼是「青春
活力」了。

在Mall走路，除了健身之外，也有「健心」的效果。看年青人
的一舉一動，好像又找回了些許自己失去的某些甚麼…

趙之楚確實有些羨慕，但不嫉妒，他不想將自己僅有的「無
限好」的「老年時光」，磋砣在羨慕或嫉妒中…

自己也享有令人艷羨的種種，可不知年輕人看得懂不？譬如
：進機場「安檢門」時不需脫鞋子，登機時可以不必排隊，可以優
先登機，在Mall喝Chick-fil-A的咖啡，不必說，可以享受10%的
折扣…

「道在爾呀！」趙之楚自嘆道：「這真是『遲來的覺悟呀！』年老
了，青春早以遠逝，活力已消費殆盡，才認識曾屬於自己的『青春
氣息』與『活力』是甚麼？」

這類原本屬於自己的，因不識而忽視，因忽視而錯失的東西
…遠不只這些…

17，8年前，那時還沒有參加「野鶴太極拳俱樂部」，也沒有到
Parks Mall走路，為了健身，買了的台「走步機」，劃了一張表格，寫
上一家人的姓名，詳細紀錄每天走了幾步，幾分鐘…自始至終都
只有趙之楚一人有紀錄，其餘家庭成員的名下，全是空白。

後來聽人說，到公園走路空氣比較好，公園的走路小徑有上
下起伏的變化，四季景觀也不一樣等理由，趙之楚從善如流，就
到家附近的VeteransPark走路，打太極拳。在公園活動了幾年，身
體退化了，適應力差了：夏天怕熱，冬天怕冷，春天怕花粉，這才
改成到Parks Mall走路、喝咖啡、聊天…

改在Mall走路，朱迪是贊成的，理由是氣溫正常，路平不易
跌倒，萬一跌倒，也有人急救。這顧慮是正確的，是應該有的。這
些年趙之楚就親眼看到好幾位老人跌倒、暈倒，有不認識的人，
也有認識的人。Dick楊還親自扶起過一位不相識的老人。

在Mall走路，讓趙之楚了解甚麼是「人氣」，更領悟到「氣場」
的「真實」而「具體」功能性…

在這之前，趙之楚是不相信「人氣」、「氣場」之說的。在Mall
的Food Court裡，每天總有幾組固定的人，坐在固定的位置，其
中一組就是「老玩童」群，也有夫妻組。這是趙之楚能理解也是羨
慕的。

有幾位獨行俠，一個人走路，一個人休息，不與任何人說話，
正面相逢，也只是「面無表情的，輕輕的動(不是揮)一下手。一直
以為他是一位「冰冷」的無情人…

「你的食物包，被安保人員拿走了。」Dick楊遇到趙之楚時說
。

「啊，不要緊，」趙之楚以前也遇到過，新來的保安人員，出於
安全的考慮，任何無人的包裹、小箱子，都被視可能的危險物，因
而胸有成竹的說：「你怎麼知道？」

「獨行俠(從來不與人交談)對我說的，」Dick楊說：「說安保人
員在找你。」

「對不起，」趙之楚來到放食物包的座位時，安保人員上前說
：「背包最好別離身，不是怕遺失，是為了安全，顧客怕…」

「我理解，下不為例。」趙之楚說。
自那以後，趙之楚與獨行俠「狹路相逢」時，總會含笑揮手。

他仍以「不變應萬變」的，就怕被人發現似的「動一下手」。
還有一位老先生，也是同一時間，來到同一個位置，打開手

提箱，攤一桌子大小厚薄不同的《聖經》，翻閱、研讀，很少與人交
談…

「他是來這裡享受『人氣』的，」Dick楊說。
「嗯，」趙之楚不懂甚麼是「人氣」，未置可否的嗯了一聲，只

是表示聽到對方的說話了。
「車子的機油燈亮了，」小姨妹說。
「明天我們早一點兒離開家，」趙之楚說：「先去換機油，再去

走路。」
為了避免排隊，趙之楚總是趕在保養場開門時到達，掛個頭

號。
一切順利，到Ｍall走路的時間也提前了，走完4圈(約6,000

步4公里)沒有遇見Dick楊，放下食物袋，面向走道坐下，將雙腳
平平的蹺在另一張椅子上，背靠在椅背上，放眼四望，男女老幼，
各種膚色，各種服飾，臉上堆著愉悅的笑，各自端著自己喜愛的
食物，有意大利的、有中國的，有墨西哥的，有日本的，有夏威夷
的，與陌生人毗鄰而坐，無不融融。或2、3人，或5、7人，雖然聽不
清甚至也聽不懂人們說甚麼，聽他們時斷時續的歡笑聲，讓趙之
楚忽然覺得自己是在觀賞一幅「流動的畫面」，對，是了，趙之楚
此刻觀賞的，正是一幅《清明上河圖》的流動畫，而自己正在畫中
。
「想甚麼想的如此入神？」正怡然忘我之際，Dick
楊悄然的坐在趙之楚的對面，卸下背包說。

「我先問你，」趙之楚說：「『不識廬山真面目
』，與『身在福中不知福』這兩句話，那一句出現
的早些？」

「重要嗎？」Dick楊不知所以的問：「你是想
說『誰抄襲誰』或『誰模仿誰』嗎？」

「天下文章一大抄，誰模仿誰，或誰抄襲誰，
都不重要，」趙之楚說：「我是想知這句話是中國
人的《生活哲學》語言？或只是一篇文學創作？」

「我認為：身在福中不知福，是一種《人生哲
學》的經驗，或認知；」Dick楊說：「不識廬山真面
目，是以文學的方式，表達『生活體驗』，為何有
此一問？」

「你信不信？我正在觀賞《清明上河圖》，」趙
之楚說罷仰了仰頭，示意 Dick 楊看看 Food
Court的景象…」

「這是《清明上河圖》？」Dick楊環顧一周後
說：「想像力未免也太豐富了一點兒罷…」

「絕不過分，」趙之楚說：「何只是《清明上河

圖》，我還看見《大同世界圖》呢？」
「越說越玄了…」Dick楊說。
「不玄，不玄，一點兒也不玄，」趙之楚高興的說：「走路時你

可曾看見推嬰兒車年輕夫婦？」
「有，當然有，天天都看到，那又怎樣？」Dick楊說。
「他們是不是正在盡心盡力的『幼吾幼』？」趙之楚說。
「嗯，」Dick楊說：「我還看見老先生推著老太太…」
「那是疾病相扶持…」
「你真有『經典生活化』的本事，佩服…」Dick楊說。
「……」趙之楚朝著斜前方微微的一頷首，呶了一下嘴，Dick

楊會意的朝趙之楚暗示的方向瞄了一眼，兩個年輕的姑娘正為
老夫婦端來飲料與食物。

「啊，」Dick楊笑著說：「你是想說『老吾老』吧？」
「難道不是？」
「照你這麼說，這裡的一切，又豈只是《清明上河圖》？簡直是

《桃花源記》…」Dick楊說。
「嗯，你不也有將《經典》生活化的能耐嗎？」趙之楚附和的說

：「這景象難道不是『男女衣著，悉如外人，並怡然自樂…』嗎？」
「又豈只是《桃花源記》，」趙之楚舉起咖啡杯，邀Dick楊喝口

咖啡，然後嘻笑著說：「有老吾老，又有幼吾幼，還有疾病相扶持，
簡直就是『大同世界』嘛！這樣說，不會太過分吧？」

「……」Dick楊沒有說話，端著咖啡杯點了幾下頭，喝了口咖
啡才說：「文字與事實之間，的確存有一定距離的，你這番說詞，
也不算太過荒堂…」

「那就是言之成理囉？」趙之楚說：「文字與事實之間，確有一
定的差距。我讀《老子》書最後幾章中有：『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
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在戰亂動蕩的時代，這幾句話著實令人
神為之往，當時我就想到，他們的婚姻問題怎麼辦？全都『近親通
婚』？看來老子也是一位『極端主義者』。」

「說老子極端厭戰是可以的，也不能以一段書，或書中的幾
句話，就說老子是極端主義者。」Dick楊說：「書本是死的，人是活
的，不能不信書，也不能盡信書，活人不能被書本困死。」

「剛才說的，是玩笑話，」趙之楚說：「不過，中東被困在戰火
中的人民，流離失所等待救助的難民，可能就非常喜歡老子所描
述的世界…」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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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花源記

民生專題

全國壓歲錢地圖出爐妳給多少？
廣東真是壹股清流

小時候都期盼過年的壓歲錢，（雖然可能並不是自己

收也是期盼）。而到了自己發壓歲錢的時候，終於知

道大人春節都要經歷什麼心情。在不少地方，無論妳

是否結婚、只要工作了，都要給家裏的孩子們發壓歲

錢。數額還不少，全國各地普遍的壓歲錢行情，是怎

洋的呢？某記帳理材 APP 根據其記帳數據，公布了壹

份全國壓歲錢行情地圖。

福建、浙江、北京，成為壓歲錢支出水平最高的地區。

福建孩子收到的平均單個壓歲錢紅包，高達 3500 元。

福建 2017 年人均可支配收入為 30048 元。也就是說，

福建人過年給孩子發三個紅包，這壹年三分之壹的收

入就沒了。

“記得從上學的時候開始，奶奶給我的壓歲錢就固定

在每年 3000 塊了，壹直給到我結婚。所以現在回想起

來，如果考慮到物價因素，學生時代應該是我人生中

最富裕的時光。”在上海工作的廈門網友莎莎這洋調

侃道，引來網友壹片羨慕。

看了這份“壓歲錢地圖”，也有不少福建人都懷疑自

己“怕是假的福建人”……“福州旁邊的小縣城不多

啊，小時候我姑固定給我，其他人就不壹定了，加起

來不超過 1000 元吧。我現在壹般給 500 元或者 300 元，

最親的給幾份，親戚小孩太多了，給不過來……”福

建的朋友小也告訴記者。

此外，浙江 3100 元、北京 2900 元、上海 1600 元、江

蘇與天津 1000 元。總體來看，東部沿海地區普遍要比

內六地區高出不少，不過各家情況不同。各地網友也

紛紛出來表示，差不多、高了、低了……

而對地圖相對認同的，就是不按常理出牌的廣東。廣

東除了是結婚紅包界的清流，在壓歲錢紅包界也是壹

股清流。按照“壓歲錢地圖”，廣東壓歲錢平均水平，

僅為 50 元。可能不少廣東的小朋友，都沒有體會過那

種對壓歲錢的熱切期盼。

但對廣東的大人們來說，過年期間的荷包壓力，相對

來說要小不少！

廣東“新年利是”習俗和大多地方稍有不同，廣東不

僅僅是派給自家孩子，來拜訪的親戚朋友鄰居小孩，

以及家裏的保姆、清潔阿姨或看門大爺、車庫保安等

等，都能收到 5-100 元的“利是錢”。主要是圖個意頭，

而新壹年回單位上班，廣東老板和已婚同事也都會“派

利是”，大多也都是 5-20 元。直屬領導或隨機抽的，

可能會包 50-100 元。

怪不得廣東媳婦、廣東女婿以及廣東打工的外地人會

說：“每次在廣東過年能省不少錢，窮得都不敢回老

家過年了……”

有壹種痛，叫成長於廣東，就職於福建。真心覺得全

國各地，都該和廣東學學！別讓“壓歲錢”成為我們

過年的負擔！

But，給壓歲錢的操作過程，就像“打仗”壹洋，不分

南北方了

打個比方：去大姑家做客，大姑瞞著妳媽偷偷給妳塞

紅包。此時，妳媽身上雷達瞬間啟動，壹個健步沖上

來阻止大姑，她兩開始第壹輪口舌之戰：別撕吧，我

給孩子的！都多大了還是什麼孩子！在大姑眼裏都是

孩子！不行不行！

妳媽眼看著說不過妳大姑，拉著妳就往門外跑。而妳

大姑，揣著紅包就追，雙方在大門展開第二輪廝殺。

妳媽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沖出了門，結果妳大姑也迅速

追了出來，雙方在樓梯口展開第三場大戰。

哈哈哈哈哈哈哈！這壹番操作，是不是很眼熟！！！

小時候，每到過年親戚要給我們送壓歲錢的時候，就

會順便與父母展開壹場年度賀歲懸疑動作大戲。雙方

在不斷推搡的同時，嘴裏必然要伴隨著“別撕吧我給

孩子的”這洋的話……手可破，衣可破，紅包不能收！

不收？追出來也要送給妳！

所以，聰明的孩子早在雙方開始廝殺前就做好了萬全

的準備：穿好棉鞋，拿好外套，隨時準備被家長拉著

往外沖。然而，妳們以為沖出去就勝利了嗎？妳永遠

不知道，親戚會把紅包藏在妳的什麼地方。有時候他

們假裝不給了，但其實早不知道把錢藏在了哪裏，然

後，等妳走了再打電話告訴妳。

所以，每次收到的壓歲錢，要麼就是地上檢的，要麼

就是經歷了壹番廝殺之後，皺巴巴的。大人們，下回

別撕吧了好嗎，我自己來！

（南方都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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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回)趙之楚年輕時不懂甚麼是青春氣息？甚麼是活力？
為甚麼不懂？不懂並不是因為距自己太過遙遠。正相反，而是因
為離自己太近，年輕人易患老人「遠視」的毛病，太近反而看不清
楚。「青春、活力」就在當時自己的一舉手一投足之間；現今老了，
自覺「舉手投足」並沒有甚麼大變化，別人，年輕人，一眼就能看
出那種「老態龍鍾」像…

人總是「後知後覺」的多，有了不知其可貴，失去後才覺得萬
般可惜。對「青春，活力」的認知也是這樣。

人對已經擁有的事、物，往往會有視而不見的忽略了。
這些年常在Parks Mall作走路運動，每看到年輕孩子走路時

，總是三步一跳，五步一蹦，全身是勁兒，自己呢？在走路運動的
老人中，還算「步履穩健」，卻是蹦跳不起來，因為缺少「活力」。直
到活力從自己的身上消失了，才知道自己曾經擁有過…

青春就是洋溢在青少年沒有皺紋的臉上的顰笑；在老人的
臉上，趙之楚看懂了甚麼是「慈祥」。

人氣、氣場、青春、活力、慈祥…這些原本十分「抽象、空洞」
的名詞，忽然變成了「觸手可及」的具體形象(不是概念)…

這時，趙之楚才算了解「誠於中，形於外」的意義。
別說年青人的走路了，就是他們坐下休息的動作也是充滿

青春氣息的：一手端著食物，一手握著飲料杯，將食物放桌上一
放，一手移動坐椅，腳一踮就坐上「高腳椅」了，那動作看起來多
麼瀟灑。自己呢？雙手移動座椅，然後一手扶椅，一手扶桌，幾乎
是爬上坐椅的「龍鍾」動作，兩相對照，自己就明白甚麼是「青春
活力」了。

在Mall走路，除了健身之外，也有「健心」的效果。看年青人
的一舉一動，好像又找回了些許自己失去的某些甚麼…

趙之楚確實有些羨慕，但不嫉妒，他不想將自己僅有的「無
限好」的「老年時光」，磋砣在羨慕或嫉妒中…

自己也享有令人艷羨的種種，可不知年輕人看得懂不？譬如
：進機場「安檢門」時不需脫鞋子，登機時可以不必排隊，可以優
先登機，在Mall喝Chick-fil-A的咖啡，不必說，可以享受10%的
折扣…

「道在爾呀！」趙之楚自嘆道：「這真是『遲來的覺悟呀！』年老
了，青春早以遠逝，活力已消費殆盡，才認識曾屬於自己的『青春
氣息』與『活力』是甚麼？」

這類原本屬於自己的，因不識而忽視，因忽視而錯失的東西
…遠不只這些…

17，8年前，那時還沒有參加「野鶴太極拳俱樂部」，也沒有到
Parks Mall走路，為了健身，買了的台「走步機」，劃了一張表格，寫
上一家人的姓名，詳細紀錄每天走了幾步，幾分鐘…自始至終都
只有趙之楚一人有紀錄，其餘家庭成員的名下，全是空白。

後來聽人說，到公園走路空氣比較好，公園的走路小徑有上
下起伏的變化，四季景觀也不一樣等理由，趙之楚從善如流，就
到家附近的VeteransPark走路，打太極拳。在公園活動了幾年，身
體退化了，適應力差了：夏天怕熱，冬天怕冷，春天怕花粉，這才
改成到Parks Mall走路、喝咖啡、聊天…

改在Mall走路，朱迪是贊成的，理由是氣溫正常，路平不易
跌倒，萬一跌倒，也有人急救。這顧慮是正確的，是應該有的。這
些年趙之楚就親眼看到好幾位老人跌倒、暈倒，有不認識的人，
也有認識的人。Dick楊還親自扶起過一位不相識的老人。

在Mall走路，讓趙之楚了解甚麼是「人氣」，更領悟到「氣場」
的「真實」而「具體」功能性…

在這之前，趙之楚是不相信「人氣」、「氣場」之說的。在Mall
的Food Court裡，每天總有幾組固定的人，坐在固定的位置，其
中一組就是「老玩童」群，也有夫妻組。這是趙之楚能理解也是羨
慕的。

有幾位獨行俠，一個人走路，一個人休息，不與任何人說話，
正面相逢，也只是「面無表情的，輕輕的動(不是揮)一下手。一直
以為他是一位「冰冷」的無情人…

「你的食物包，被安保人員拿走了。」Dick楊遇到趙之楚時說
。

「啊，不要緊，」趙之楚以前也遇到過，新來的保安人員，出於
安全的考慮，任何無人的包裹、小箱子，都被視可能的危險物，因
而胸有成竹的說：「你怎麼知道？」

「獨行俠(從來不與人交談)對我說的，」Dick楊說：「說安保人
員在找你。」

「對不起，」趙之楚來到放食物包的座位時，安保人員上前說
：「背包最好別離身，不是怕遺失，是為了安全，顧客怕…」

「我理解，下不為例。」趙之楚說。
自那以後，趙之楚與獨行俠「狹路相逢」時，總會含笑揮手。

他仍以「不變應萬變」的，就怕被人發現似的「動一下手」。
還有一位老先生，也是同一時間，來到同一個位置，打開手

提箱，攤一桌子大小厚薄不同的《聖經》，翻閱、研讀，很少與人交
談…

「他是來這裡享受『人氣』的，」Dick楊說。
「嗯，」趙之楚不懂甚麼是「人氣」，未置可否的嗯了一聲，只

是表示聽到對方的說話了。
「車子的機油燈亮了，」小姨妹說。
「明天我們早一點兒離開家，」趙之楚說：「先去換機油，再去

走路。」
為了避免排隊，趙之楚總是趕在保養場開門時到達，掛個頭

號。
一切順利，到Ｍall走路的時間也提前了，走完4圈(約6,000

步4公里)沒有遇見Dick楊，放下食物袋，面向走道坐下，將雙腳
平平的蹺在另一張椅子上，背靠在椅背上，放眼四望，男女老幼，
各種膚色，各種服飾，臉上堆著愉悅的笑，各自端著自己喜愛的
食物，有意大利的、有中國的，有墨西哥的，有日本的，有夏威夷
的，與陌生人毗鄰而坐，無不融融。或2、3人，或5、7人，雖然聽不
清甚至也聽不懂人們說甚麼，聽他們時斷時續的歡笑聲，讓趙之
楚忽然覺得自己是在觀賞一幅「流動的畫面」，對，是了，趙之楚
此刻觀賞的，正是一幅《清明上河圖》的流動畫，而自己正在畫中
。
「想甚麼想的如此入神？」正怡然忘我之際，Dick
楊悄然的坐在趙之楚的對面，卸下背包說。

「我先問你，」趙之楚說：「『不識廬山真面目
』，與『身在福中不知福』這兩句話，那一句出現
的早些？」

「重要嗎？」Dick楊不知所以的問：「你是想
說『誰抄襲誰』或『誰模仿誰』嗎？」

「天下文章一大抄，誰模仿誰，或誰抄襲誰，
都不重要，」趙之楚說：「我是想知這句話是中國
人的《生活哲學》語言？或只是一篇文學創作？」

「我認為：身在福中不知福，是一種《人生哲
學》的經驗，或認知；」Dick楊說：「不識廬山真面
目，是以文學的方式，表達『生活體驗』，為何有
此一問？」

「你信不信？我正在觀賞《清明上河圖》，」趙
之楚說罷仰了仰頭，示意 Dick 楊看看 Food
Court的景象…」

「這是《清明上河圖》？」Dick楊環顧一周後
說：「想像力未免也太豐富了一點兒罷…」

「絕不過分，」趙之楚說：「何只是《清明上河

圖》，我還看見《大同世界圖》呢？」
「越說越玄了…」Dick楊說。
「不玄，不玄，一點兒也不玄，」趙之楚高興的說：「走路時你

可曾看見推嬰兒車年輕夫婦？」
「有，當然有，天天都看到，那又怎樣？」Dick楊說。
「他們是不是正在盡心盡力的『幼吾幼』？」趙之楚說。
「嗯，」Dick楊說：「我還看見老先生推著老太太…」
「那是疾病相扶持…」
「你真有『經典生活化』的本事，佩服…」Dick楊說。
「……」趙之楚朝著斜前方微微的一頷首，呶了一下嘴，Dick

楊會意的朝趙之楚暗示的方向瞄了一眼，兩個年輕的姑娘正為
老夫婦端來飲料與食物。

「啊，」Dick楊笑著說：「你是想說『老吾老』吧？」
「難道不是？」
「照你這麼說，這裡的一切，又豈只是《清明上河圖》？簡直是

《桃花源記》…」Dick楊說。
「嗯，你不也有將《經典》生活化的能耐嗎？」趙之楚附和的說

：「這景象難道不是『男女衣著，悉如外人，並怡然自樂…』嗎？」
「又豈只是《桃花源記》，」趙之楚舉起咖啡杯，邀Dick楊喝口

咖啡，然後嘻笑著說：「有老吾老，又有幼吾幼，還有疾病相扶持，
簡直就是『大同世界』嘛！這樣說，不會太過分吧？」

「……」Dick楊沒有說話，端著咖啡杯點了幾下頭，喝了口咖
啡才說：「文字與事實之間，的確存有一定距離的，你這番說詞，
也不算太過荒堂…」

「那就是言之成理囉？」趙之楚說：「文字與事實之間，確有一
定的差距。我讀《老子》書最後幾章中有：『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
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在戰亂動蕩的時代，這幾句話著實令人
神為之往，當時我就想到，他們的婚姻問題怎麼辦？全都『近親通
婚』？看來老子也是一位『極端主義者』。」

「說老子極端厭戰是可以的，也不能以一段書，或書中的幾
句話，就說老子是極端主義者。」Dick楊說：「書本是死的，人是活
的，不能不信書，也不能盡信書，活人不能被書本困死。」

「剛才說的，是玩笑話，」趙之楚說：「不過，中東被困在戰火
中的人民，流離失所等待救助的難民，可能就非常喜歡老子所描
述的世界…」
(待續)

別把自己「寵壞」了！ 趙之楚2-4

趙之楚_別把自己寵壞了_180210 2-4 專欄

桃花源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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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国家海军强大的最直观的象征

就是航母舰队规模，目前世界上最强的

美军拥有 11 艘航母，遥遥领先于其他

国家，但是中国却用建造速度让世界看

到了一个更加潜力无限的既年轻有强大

的海军。

疑似 003 航母的分段卫星图

目前中国航母的情况是已经服役了

一艘辽宁号，该航母主要担负着训练任

务，为以后的航母培养更多的技术人员

，保证航母下水就有技术熟练的专业人

员，避免船等人的现象。002 号航母在

去年已经下水，即将海试，其综合保障

船 89 舰已经就绪。

89 舰已经就绪，002 即将海试

该航母服役后，我国将是目前世

界上第二个可以秀双航母舰队的国家

，002 号航母已经命名为 " 山东号 "

。其实广大军迷更关心的是 003 号航

母，毕竟前两艘航的母吨位相对于美

军的航母差距太大，滑跃起飞限制太

多，虽然已经是世界上最强常规动力

航母了，但是目标只有美军的我们并

不怎么甘心。

002 号航母春节后即将海试

003 号航母现在怎么样了呢?虽然

金一南将军称 003 号航母早在 2015

年的 3 月份就已经开工建造了，但业

内消息人士称，因为牵涉到原设计的蒸

汽弹射改电磁弹射的原因，实际上在

是 2016 年开工的可能性更大。此型航

母会建造两艘，也就是 003 号航母将

有个姊妹舰 004 号航母。003 的战斗

力相对于 002 号有了很大的提升，满

载排水量将会增加近 2 万吨达到

80000 吨左右;电磁弹射和电磁拦阻的使

用会大大提高战机的出动和回收效率;

空警 600 舰载预警机会让歼 15T(电磁

弹射型)发挥出最强的战斗力;甚至会有

舰载型的反潜机服役，舰队反潜能力将

上一个新台阶。

003 号航母总载机能力将超过

60 架，将毫无争议的成为世界第一

战斗力的常规动力航母。而且在以后

还会有舰载隐形五代战机上舰服役，

届时 003 号航母搭配 055 驱逐舰统

领的舰队完全可以和尼米兹航母舰队

掰手腕了。

弹射型歼 15 舰载机

003 航母也是和所有大型舰只一样

采用模块化建造的方式，到现已经开工

近 2 年了，各模块已经基本完工，即

将进入模块对接组装阶段，所以在

2018 年新航母即将与广大军迷见面的

，敬请大家不要着急，耐心等待。003

号航母的的命名也是大家关注的话题，

目前有消息称会命名为 " 广东号 "，

采用其将服役舰队的总部驻地命名。

同时有消息称，除了在核动力航

母上我国已经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外，

003 号航母的姊妹舰也即将动工，可

谓 " 时间紧、任务重 "。两艘航母的

建造间隔由前面的 3 年 (002 到 003)

缩短为两年，这个速度在当今世界也

是 " 舍我其谁 " 了，所以才有了中国

要用 30 年建造出了一支百年海军的

说法。

003号航母有望今年亮相004号将开工

2018年刚开始，俄罗斯“卡拉什

尼科夫”康采恩新闻就不断，首先是

在 1 月底，该公司宣布称 AK-12 和

AK-15 两款突击步枪已经列装军队服

役；2 月 6 日在接受塔斯社采访时，

“卡拉什尼科夫”康采恩总经理阿列

克谢· 尤里耶维奇· 克里沃鲁奇科称公

司已经与俄罗斯国防部签署了供应最

新RPK-16班机轻机枪的合同。

RPK-16 是卡拉什尼科夫公司研

发的一款新型班机轻机枪，口径为

5.45×39毫米，是新型AK-12卡拉什尼

科夫突击步枪的发展型。与突击步

枪不同的是，班机轻机枪主要是提

供更高密度的火力，且射击有效射

程更大。在结构上，班机轻机枪与

突击步枪很大程度上都可以通用化

，任何熟悉卡拉什尼科夫突击步枪

的士兵都能够立刻使用班机轻机枪

，不存在任何问题。

RPK-16 班机轻机枪采用了卡拉

什尼科夫经典的气动布局，能够保

证很高的可靠性，布局与AK-12类似

，包括新设计机匣可拆卸盖。增加

了皮卡汀尼导轨，能装配任何类型

的瞄准器，包括夜视型、热视型、

准直仪型以及光学狙击型，同时还

有一个方便的折叠式可调节枪托。

卡拉什尼科夫公司为RPK-16班机

轻机枪研发了两种枪管，一种长枪管

，一种短枪管，可以在不完全拆解武

器的情况下更换枪管，而且只需要几

分钟时间。RPK-16的弹匣与 5.45毫米

口径突击步枪相兼容，包括 30和 45发

子弹弹匣以及专门为RPK-16研发的新

型95发鼓型弹匣。

据俄罗斯媒体介绍，RPK-16班机

轻机枪既能使用折叠式两脚架架设在

地面设计，也能够端起来射击，还可

以边冲锋边射击，单发射击能击中300

米至 400米外直径 20厘米的靶标。其

所用 5.45毫米子弹的射速则足以摧毁

800米外的敌人有生力量。

目前，俄罗斯媒体已经公布了

RPK-16班机轻机枪的一些数据，其口

径为 5.45x39mm，重 4.5公斤（包括短

枪管，但不包括光学瞄准具、两脚架

和弹匣），枪管长度为 415或 580毫米

，武器长度（含 415 毫米枪管）：战

斗状态为 840-900毫米，枪托折叠时为

650 毫米；弹匣装弹量为 30、45 或 95

发子弹，射速为每分钟700发。

俄军大换装：装备新型突击步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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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畢業演講首位大陸學生：教育能改變人生
一名在湖南农村长大、上大

学才第一次进城的中国小伙儿，

5月 26日，将要站在哈佛大学毕

业典礼的讲台上，作为哈佛研究

生优秀毕业生代表发言。这相当

于哈佛大学给予毕业生的最高荣

誉——从全校数万名毕业生中各

选出一名本科生和研究生，代表

毕业生发言。

哈佛校方确认该校生物系博

士毕业生何江是第一位享此殊荣

的中国大陆学生。当天，与他同

台演讲的特邀嘉宾将是著名导演

史蒂芬· 斯皮尔伯格。

这不是他第一次获得一所大

学毕业生的最高荣誉。何江曾经

获得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本科生最

高荣誉奖——郭沫若奖学金，并

作为获奖代表发言。

“现在乡村逐渐流行读书无

用论，认为寒门很难再出贵子。这

样的观点让我觉得挺无奈的。”何

江在接受中国青年报· 中青在线记

者采访后，特地用短信方式再次补

充自己的观点，“教育能够改变一

个人的生活轨迹，能够把一个人从

一个世界带到另一个不同的世界。

我希望我的成长经历，能给那些还

在路上的农村学生一点鼓励，让他

们看到坚持的希望。”

再苦再穷也不让儿子成为

“留守儿童”

上世纪 80年代的湖南农村，

像当时中国所有的农村一样，以

土坯房为主，孩子的零食以糖水

为主。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第一代

“留守儿童”就在那时诞生，越

来越多的农村父母到上海、广州

等经济发达城市打工，老人照顾

几个年幼在家的孩子。

1988年，湖南省长沙市宁乡

县南田坪乡停钟村的一户农民家

中，何江呱呱坠地。与村里其他

农户明显不同的是，虽然家里经

济条件一般，但何江的父母却有

个坚定的信念——不能为了打工

挣钱，而让儿子成为“留守儿童”。

几年过去了，外出打工挣钱

的人家，又是砌砖瓦房子，又是

给孩子带礼物；但是何江的家，

仍是一个土坯房子。何江印象最

深的，是睡前故事。无论白天农

活儿干得多累、多苦，何江的父

亲都会在睡前给两个儿子讲故事。

几乎所有的故事，都是一个

主题——好好学习。“我爸高中都

没毕业，也不知道哪里找来那么多

的中国传统故事。每天讲都讲不

完。”何江上大学后，有一次问起

父亲，哪里找来那么多睡前故事，

父亲告诉他，很多故事都是自己瞎

编的，目的只是想告诉孩子，只有

读书才能有好的出路。

除了给儿子讲睡前故事，何江

的父亲还严格要求两个孩子的学

习。放学后，何家的两个儿子通常

是被关在屋里“自习”，作业做完

了，继续自习；而这个时候，大多

数农村男孩都在田间地头玩耍。

“那时觉得爸爸很‘霸蛮’。

但现在想想，这是农村环境下的

最佳选择。”何江后来考上了中

国科学技术大学，又去哈佛大学

硕博连读，而他的弟弟则成了电

子科技大学的硕士毕业生，今年

下半年就去上海工作了。

文化水平不高的母亲懂得鼓

励孩子

支撑两个男孩保持学习兴趣

的，是那个“文化水平不如爸爸”

的母亲。在何江眼中，母亲是个温

和派。父亲批评孩子学习不好时，

母亲总会在一阵狂风暴雨后笑呵呵

地跑过来，送上“和风细雨”。

在母亲那里，两个儿子总能

找到自信。何江现在知道，母亲当

年的做法，就和如今他所见到的美

国人的做法一样——以鼓励孩子的

方式，给予孩子最大的自信。

湖南农村的妇女，在农闲时

通常喜欢聚集在一起唠家常。但

何江的母亲更喜欢陪着两个儿子

一起学习。

因为不识字，她总是要求两

个儿子把课本里的故事念给自己

听，遇到听不懂的地方，她还会

跟两个儿子讨论。

何江记得，自己和弟弟都喜欢

给母亲“上课”。母亲的循循善诱与

何江如今正在接触的美国文化有着异

曲同工之妙。“我刚来美国时很不习

惯，不管提什么建议，导师都说可以

试试看。”何江说，美国有一种“鼓

励文化”，无论是诺贝尔奖得主，还

是那些名字被印在教科书上的“牛

人”，都会习惯性地给予学生鼓励。

他们会在跟你一起啃汉堡、喝咖啡、

泡酒吧时，时不时地鼓励你一番，让

你觉得“前途不错”。

就连这次申请哈佛典礼演

讲，何江也是在美国教授 Diana

Eck的鼓励下进行的。

哈佛毕业典礼的演讲，每年

只有极少数的中国学生敢于申

请。何江想要发言，目的是让美

国的大学生听听来自中国的声

音。但他此前并不敢报名，“教

授告诉我，你只要觉得可以，就

去试试，没什么好丢脸的”。

“农村英语”变为纯正美语

没有捷径

申请哈佛大学的毕业典礼演

讲，总共有3轮测试。第一轮，递

交个人学习、科研材料和演讲初稿；

第二轮，从10名入选者中挑选4人，

每个人都要拿着自己的演讲稿念

稿；第三轮，从4人中选出1人，

所有人都被要求脱稿模拟演讲。

对一个英语是母语的学生来

说，这都有极大的难度。更何况

何江从小在湖南农村长大，初中

才开始接触英语，操着一口“农

村英语”上了县城的高中。那是

他第一次从农村走进城里。在宁

乡县城，他第一次感受到自己的

英语水平与城里孩子的巨大差距。

“第一学期很受打击，考试没问

题，就是开口说英语很困难”。

不怕“使苦劲”的何江，买了

一本英文版的《乱世佳人》回宿舍

“啃”，遇到读到不懂的地方，就

在书本旁边进行大段大段的标注。

“学英语，跟任何一门学科的

学习一样，没有捷径。”何江自认

为自己有些“一根筋”。这一点，

或许遗传自父亲——从来不懂得走

捷径，家里的田地里，除了水稻，

再也没有种过其他品种的农作物。

到了哈佛大学，何江又像刚

上高中那会儿，焦虑不已。中国

学生大多喜欢跟中国学生聚集在

一起，这样的话，很难找到机会

练习英语。

何江硬着头皮，申请给哈佛

的本科生当辅导员，“也不知道

自己哪里来的勇气，反正就是想

多讲讲英语”。从入学第二年开

始，何江给哈佛的本科生做辅导

员，这种方法让他的英语表达方

式很快从“中式”转到了“美式”。

到了读博士期间，何江就可以给

哈佛本科学生上课了。

何江透露，这次哈佛毕业典

礼演讲的申请，自己的“农村故

事”为整个演讲主题增色不少。

他将在演讲中介绍中医在中国农

村发挥的作用，进而推及到自己

在哈佛大学所专注的生物光学、

物理专业研究，“以一个理科生

的角度，来反思科技知识和技术

在社会上不均衡的分布，以及如

何将自己研究的科技技术，更广

泛地传递到世界不同地方”。

据悉，哈佛毕业典礼的历届

演讲代表多为文科生，何江是为

数不多的一名理科生代表。哈佛

博士毕业后，何江将赴麻省理工

学院进行博士后研究。

重慶才女攜詩書琴畫
為海外華人尋根

“我们为什么要传承、学习中国传

统文化，就像不能用品味咖啡的标准去

评价茶。咖啡固然美味，但仍不能取代

茶。”精致的柳眉妆容、素白色的旗袍

、长至腰间的黑色直发，这是聂晖给中

新网记者的第一印象。这位年近不惑，

却更似花信年华的才女，携着她的琴音、

书画和诗词，在马来西亚、新加坡、印

度尼西亚等国留下印记。

39岁的聂晖是土生土长的重庆人，

6岁开始习琴练字，现为中国书法家协会

、中华诗词学会、中国古琴学会、中国

楹联学会会员，亚洲文化交流协会常务

理事兼书画艺术委员会秘书长。

“小的时候，社会上还没有培养小

孩兴趣爱好这种意识，但母亲的坚持与

鼓励，让我在这条路上一走就是三十多

年。”聂晖告诉记者，中华文化博大精

深，直至今日，每天仍然在不断学习提

升自己，“中国传统文化不仅是文化符

号，还是一种智慧的凝聚，学习中华文

化能带来一种和谐和开悟，让人悟道”

。书法、国画、诗词、古琴、文字学

……大学选择了汉语言文学的聂晖，带

着她的“瑰宝们”先后应邀在马来西亚

、印度尼西亚、澳门等地举办个人诗书

画展及古琴音乐会；

其作品也在韩国、新

加坡、巴西、台港地

区等地展出；马来西

亚南方大学、印尼慈

育大学、澳门濠江中学、北京大学、北

京师范大学等国内外学术机构也举办过

她的传统文化与艺术主题讲座。

2016年 5月 13日至 15日，受印尼书

法家协会、印尼书画学院、东盟—中国书

画家联合总会等邀请，聂晖携其先生谢

飞东共赴印尼首都雅加达举办“汉字之

美”诗书画印展暨古琴清赏会。这次共

展出了聂晖的 60余幅作品，其书法作品

涉及从甲骨文到帛书、金文、小篆、隶

书、楷书、行书、草书等汉字成长主要

书体，体现了中国天、地、人、宇宙观

的甲骨文诠释，以及八卦、五行、四象

等的组合创作和文字解读。

“东盟—中国书画家联合总会总主

席阮渊椿先生当时说，这是印尼首次全

面性的中国国粹集中展示，很具有意义

。”聂晖说，自 2012年受邀赴马来西亚

举办首个个展后，她逐渐了解到身在海

外的华人对于了解自己祖籍国的迫切

愿望，“身在海外的华人也许更能体

会到想要守住‘本’、勿忘‘根’的

感受”。

聂晖说，儿童的教育对文化的传

承尤为重要，为了让当代的低龄儿童

学到传统的汉字学，她与其先生合著

了《读字》及《读字识中国》两本书，

文字浅显易懂，把中国汉字梳理为240

个词根，以甲骨文为基础介绍汉字的

由来和意义。

“多次展览和讲座的经验，让我体

会到在海外的华人对中华文化的追求与

向往，这让我不由升起一股使命感。”

聂晖认为，“我们把中国的诗词、书画

、琴音带到国外，我希望有更多的人能

加入到这个行列，让更多人能了解中华

文化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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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種危害健康的
西紅柿千萬別買

西红柿原产于中美洲

和南美洲。因其果实营养丰

富，具特殊风味，即可当

水果生吃亦可作为蔬菜熟

食;同时它还具有减肥瘦身、

消除疲劳、增进食欲、提高对蛋白质的消化、减少

胃胀食积等功效，所以深受世界各地人们的喜爱。

什么样的西红柿可能危害健康？

西红柿营养丰富，老幼皆宜，如今却让老百

姓感到越来越“不放心”。果身都是通红的，

“一看就是被催熟的”，而且有的是尖顶、硬芯，

购买时就不免犯了嘀咕。

使西红柿早熟早红的物质，是涂抹在西红柿

的表面的“乙烯”，乙烯是一种植物的生长激素，不

是化学物质，更不是动物激素。使用这种植物的生

长激素，是因为西红柿本身的成熟过程靠自身体

内的乙烯来完成，人为加入乙烯之后，对西红柿的

成熟可以起到“催促”的作用。乙烯对人体并无

伤害，在自然情况下可以挥发，所以可以保证安全。

挑选西红柿采取“一看、二摸、三存放”的

办法：

摸：西红柿成熟的标志是软而不是硬，如果

摸起来感觉里面有明显硬芯的西红柿，最好不买。

看：成熟的西红柿通红，黄色品种则明黄，

如果颜色有深浅不均，最好不选;外形轮廓自然，

“歪瓜裂枣”的西红柿可能更甜，但如果果身上

有明显的突起，可以不选。

存放：西红柿刚刚买回家最好不急着食用，

因为西红柿有一个“放熟”的过程，而且外表涂抹

的催熟催红物质“乙烯”，在放熟时可以继续挥发。-

果类蔬菜，相对于叶类蔬菜，病虫害少，尤其

是西红柿，用的农药相对来说较少，所以老百姓

大可以“放心吃”。

以下几类西红柿最好别买：

果蒂部位发青的。没成熟的西红有“青肩”(

果蒂部青色)，它们可能含有一种名叫番茄苷的

有毒成分，吃完之后会有苦涩的口感，甚至会引

起身体不适。

色泽不均匀的。这类西红柿在生长的过程中可

能感染了病毒，味道和营养价值也会大打折扣。

畸形的。如果西红柿有明显的尖顶或者外观呈

多面体，说明它与同品种有很大差异，很可能因

为病毒或过分使用激素所致，长期食用会对健康

造成威胁。

手感坚硬，籽粒呈绿色的。催熟的西红柿手感

很硬，掰开一看籽呈绿色或未长籽，而且少汁，肉

与汁一体，结构不明显，这种西红柿多涂有化学物

质——乙烯利，虽然毒性较低，但长期食用有害健

康。

优质的西红柿有这样几个特征：有红绿相间

的果蒂;果实整体圆滑，果形周正，成熟适度;西

红柿籽呈土黄色，果肉红色多汁。

吃肉不長肉 防胖有絕招

作为资深吃货，你必须知道

5月 11日代表什么！因为 5月 11

日是“世界防治肥胖日”——毕

竟，怎么吃都不胖，才能放心地

做一个吃货啊。要瘦就一定要只

吃蔬菜水果？这也不一定。“微

胖界”吃货也可以选择以下这些

高蛋白低脂肪的肉食。

象拔蚌：搭配韭黄虾子脆爽

甜美

海洋生物有许多高蛋白低脂

肪的健康食材，比如象拔蚌。君

可知，象拔蚌的“出肉率”可以

达到60%~70%之多，但脂肪含量

却极低，富含蛋白质，具有维持

钾钠平衡、消除水肿、提高免疫

力、补肾虚的食疗功效。

此物原产于临近美国和加拿

大的北太平洋沿海，是生活于深

海沙底的深水蚌类，盛产于每年

的五六月份。象拔蚌，此刻正当

“肥美”时。象拔蚌以加拿大产

为佳，加拿大的象拔蚌多产自卑

诗省海岸干净、偏僻的水域。

象拔蚌鲜美，既可刺身食用，

也可焯水再烹调。“惠食佳”采

用韭黄、虾子来焯象拔蚌，滋味

无穷。店家选用 8两到 1斤重的

加拿大象拔蚌，只选择螺头位置，

先将淡水虾子和只取中段的韭黄

铺在小碗碗底，再铺上薄切的象

拔蚌片。接着浇上同样鲜美的热

汤，一下子就将材料灼熟。由于

象拔蚌片刚熟，满口脆爽、甜美。

这道菜上桌后得尽快品尝，否则

肉质马上变硬。

银鳕鱼：高蛋白却又小清新

对于希望减脂纤体的爱美人士

而言，生活远不是吃吃吃那么简

单，往往对入口的美食有着近乎严

苛的挑剔。但由东莞法兰度航空

主题餐厅烹制的这道深海银鳕鱼

拼大虾，作为地道的海鲜菜式则

可敞开胃口任性朵颐，因为其不仅

营养丰富，而且几无增脂之虞。

银鳕鱼在欧洲享有“餐桌上

的营养师”这一美誉，肉质厚实、

蛋白含量非常高，脂肪更低至

0.5 个百分点以下，所以那些担

心因食而胖的烦恼大可抛之脑后。

烹饪时于处理干净的银鳕鱼柳

上，挤一点新鲜柠檬汁去腥，略

撒少许海盐调味，再撒上一些面

粉，入锅两面微煎至浅金黄色。

将个大肉多的大明虾，适当剖开

背壳、抽去沙筋，同样香煎至外

色泛红、基本熟透时起锅。香煎

用油以橄榄油为佳，如是以保证

口感与风味。另取新鲜番茄切成

薄片，放入锅中稍稍煎透，再配

上汆熟的西芹薄条，以让菜品颜

色搭配相得益彰，从而刺激食

欲、调动胃口。

乳鸽：“一鸽胜九鸡”名不虚传

鸽肉为高蛋白、低脂肪的食

品。鸽肉的蛋白质含量为24.4%，

超过猪、羊、鸡、鸭、鹅等，所

含蛋白质中有许多人体必需的氨

基酸，且消化吸收率在 5%，其

脂肪含量仅为0.3%，低于其他肉

类，难怪说“一鸽胜九鸡”。

优质的乳鸽，营养价值更

高。侨美食家的“红烧乳鸽”采

用纯种法国鸽，其中法国“白卡

奴”被誉为“鸽中贵族”，一身

雪白，体态丰满，肉质细嫩，鲜

甜多汁，通常用来做红烧乳鸽或

者乳鸽焗饭。

“红烧乳鸽”的“拥趸”特

别多，用手撕开鸽肉，还得防着

肉汁飙一脸。乳鸽滋味，叫人食

过吮手指。

浸泡“红烧乳鸽”的卤水由

30种以上的香料配成，香料配搭

的比例会随着季节转变而变化。

烹炸乳鸽的用油也有讲究，选用

品质最佳的豆油，加入适量的花

生油，炸出来的乳鸽才能呈现金

红色泽，味道香醇。

鲍鱼：竟可让“干蒸烧卖”瞬间

“高大上”

一只 1500 克的鲜鲍鱼经加

工后只能得到 250克左右的干鲍

鱼，干鲍的蛋白质含量超过40%。

泡发是制作鲍鱼关键的第一

步。“行内话是‘日煲夜焗’，

直到干鲍完全舒展入味需要 4

天。”佛山恒安瑞士大酒店御明

轩中餐厅的周师傅介绍，先将鲍

鱼在冷水里浸泡 24 小时，使鲍

鱼略舒展。然后将鲍鱼清洗干净

放锅中大火煮开，转小火煮 10

分钟，关火让鲍鱼焗一晚。第

二、三天重复同样步骤，直到鲍

鱼从里至外舒展、柔软。再放入

砂锅中与排骨、老鸡、火腿等肉

类同炖 2~3个小时，再焗一晚让

鲍鱼长时间浸泡在汤汁中，充分

吸收肉汤的鲜甜。

经过预先炮制的南非鲍肥厚

弹牙、甘香浓郁。“经常看到客

人点鲍鱼的时候，会额外点一碗

白米饭拌鲍鱼汁，于是就创新了

这款南非干鲍大茶饭。”周师傅

介绍，这碗拌碟饭是用浓香铁观

音熬制茶汤后煮饭，让铁观音的

香味完全渗透到米饭中。上碟时

用与鲍鱼同炖的原汁勾芡，浇在

发好的鲍鱼上，再配以一盖碗的

茶饭，鲍汁的鲜味与茶的清香融

为一体，鲍汁的浓稠包容了茶饭

略带的涩味，茶饭的清爽又降低

了鲍鱼特有胶质的腻感。

干蒸烧卖是广式茶点的“四

大天王”之一，搭配四大海味之

首的鲍鱼，堪称绝配。制作干鲍

烧卖的鲍鱼选择个头小一点的，

同样经过日煲夜焗的“炼丹式”

炮制后，再放在传统的干蒸烧卖

上蒸熟。烧卖本身的鲜虾肉鲜香

爽口，搭上甘香而有嚼头的小干

鲍，别有一番风味。

美研究發現：
每日壹杯茶

有益心臟健康

最新研究发现，每日一杯茶，对人的心脏

健康有好处。

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医院的米勒医生(Elliott

Miller)说：“我们发现适度饮茶的人冠状动脉

钙化进展缓慢，出现心血管情况的风险也较

低。”但是，米勒也指出，还未能证明喝茶与

心脏疾病风险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

据报道，在这项研究中，米勒和他的研究

团队对一项始于2000年而目前仍在进行的研究

得出的资料进行分析，该研究共有超过6000名

参与者，有男有女。研究刚开始的时候，所有

参与者都没有心脏疾病。

研究人员对这些参与者的资料进行了追

踪，观察过去的十几年哪些人患上心脏衰竭、

中风、胸痛或死于其他类型的心脏疾病。他们

还通过CT扫描比较了5年前后参与者的血管钙

沉积情况。

研究发现，在研究期间每天喝一杯茶的人

发生重大心脏疾病事件的风险比不喝茶的人低

大约三分之一，而喝茶的人(每天一杯到三杯不

等)其动脉血管的钙化程度也更低。

研究人员表示，他们目前还不清楚喝茶为

什么会对心血管健康有益，之前研究发现茶叶

中含有黄酮类物质，或许可解释茶叶对心脏的

保护作用。

故事天地

一直以为婆婆是个大大咧咧马大哈式的人，

所以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不能确定婆婆是否看穿

了我的小“秘密”。一想起那天秦阳那双亲昵地

搭在我肩上的手，我的脸就变得火辣辣的烫。

秦阳是我们公司里的“电脑排版师”，长了一张

典型“好男儿”的俊俏脸蛋。刚进公司时，我还常常

拿这个腼腆的小弟弟开玩笑，可时间一长，我渐渐发

现他看我的目光和别人不一样。虽然强装笑脸地警告

他：“可别乱动坏脑筋，你要再小两岁，在旧社会我

的年龄都可以当你妈了。”可我的双腿却在他充满杀

伤力的注视下悄悄打颤。想不到他比我更厉害，悠悠

地吐出一句：“在旧社会，你的年龄做我的童养媳正

好。”我知道我是逃不过这“姐弟恋”的劫了，但是

在秦阳牵起我手的一刹那，尚存一点理智的我还是没

忘了矜持地来上一句：“再给我一点时间。”

聪明的秦阳当然懂得我的心思，毕竟我是有

家有室的人。老公不但事业有成，更重要的是他

待我温存体贴，全然没有成功男人的那副花花肠

子。但秦阳会来事，会逗人开心，而老公整天只

知道挣钱养家，相比之下，我的感情天秤开始渐

渐转向秦阳了。

被婆婆撞见，是我生日的前一天。秦阳说要

送我一件生日礼物。在那家熟悉的小店，秦阳为

我挑了一只漂亮的银手镯。那款手镯的风格正是

我心仪的。也许是我的心情特别好，所以，当秦

阳随意地把他的手搭在我肩膀上的时候，我居然

没有表示反对。

接着，秦阳提出要去“可颂坊”为我订一个

生日蛋糕。沉浸在秦阳那暖暖的笑容里，我竟然

没注意身边那个正在买面包的老太太居然是我婆

婆。偶然的一转身，竟和婆婆打了一个照面，我

吓得浑身一哆嗦，而秦阳那条该死的胳膊，此时

正死死地搭在我肩上，让我躲也不是，甩也不是

。我勉强挤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脸，颤颤巍巍

地叫了一声“妈”。“咦，小云，你也在这里买

面包啊？你不用买了，你看我已经买了你最爱吃

的红豆包。”婆婆仿佛并没注意到秦阳的那只

“咸猪手”，而是满脸欢喜地向我示意手里刚买

的面包。趁着婆婆的注意力都集中在面包上，我

悄悄地挪动了一下身子，机灵的秦阳也识相地放

下了他的手。“妈，我晚上加班，来和同事买点

儿点心。晚饭我不回来吃了。”我硬着头皮强作

镇定。“好，你去加班。尽量早点回来，我还给

你做了皮蛋瘦肉粥呢，回来再吃点。”

可是那几天家里就是风平浪静，无论婆婆还

是老公对我的态度都跟平时没什么两样。

可我还是做贼心虚，时不时地想着要从婆婆

嘴里打探出点什么来。机会来了，那天老公不在

家，我和婆婆两个人守着电视看选秀节目。我瞟

了一眼电视，装作无意地说：“现在的男孩怎么

都那么帅，个个长得跟明星似的。”婆婆乐了：

“现在的孩子条件好呗，吃得好，穿得好，见的

世面又多，哪像我们以前跟土包子似的。”“就

是。妈，你看那天碰到的我那个同事长得就

挺帅的。”我决定主动出击，一探婆婆的口

气。想不到，婆婆皱了皱眉，寻思了好一会

才想起来：“哪个同事？哦，蛋糕店遇到的

那个。我倒没注意他的脸。”我松了一口气

，拿起茶杯喝水。不想婆婆又开口了：“不

过，我看他的腿有点短，好像上身长了点。

身材不怎么样。”我突然被呛了一下。婆婆

关切地问我：“小云，你怎么了？没事吧？

”“没什么，水喝得太猛，呛着了。”我故

意做出满不在乎的样子，心里却备受打击：

不会吧，秦阳，居然是个短腿先生？我的眼

光不会这么差劲吧。

现在想想，婆婆说的那些话绝对是个

“阴谋”。你想，连人家的脸都没看清，怎

么倒把人家的腿看得那么仔细？可我当时是

真傻了，一下子就掉进了婆婆设的圈套。第

二天一上班，我就盯上了秦阳的双腿。整整

一个上午，我的眼光就像不粘胶似的，粘在

了他的腿上。还真别说，我越看越觉得秦阳

的腿短了些，和上身不成比例。可他那天偏

偏还穿了一条新买的低臀牛仔裤，还献宝似

的在办公室里走来走去，自我感觉超好。要不是办

公室有那么多人，我一准会冲着秦阳大喝一声：

“快脱了你那条牛仔裤，简直叫人惨不忍睹。”

中午，秦阳约我一块出去吃午饭。我都不愿

意去，借口做报表来不及推托了。我叫了外卖回

来吃。边吃还在边琢磨秦阳的两条腿。说实话，

我自己都不明白怎么会对秦阳的腿那么耿耿于怀

，想来想去，大约还是因为我太在意秦阳的外貌

了。本来，我和秦阳就不是一个年龄层次的人，

我经历过的那些对他来说就像天方夜谭。而我对

秦阳喜欢的那些漫画啊、电脑游戏啊也都嗤之以

鼻。和秦阳在一起，除了喜欢他的甜言蜜语，也

只有他的年轻帅气能满足我那可怜的一点虚荣心

。想到这里，我自己都有点怀疑：要是秦阳没了

这点优势，我还会喜欢他吗？

还没等我“自我检讨”完毕，婆婆又有了新

主意。那天下班回到家里，婆婆笑眯眯地凑了过

来：“小云，你那个同事有对象了吗？”我一时

没摸透婆婆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只好老老实实回

答：“好像没有吧。”“那正好。”婆婆一拍巴

掌，“我同事正托我给她的女儿找个对象。小姑

娘其他要求没有，就是要男孩子长得帅一点。我

看你那个同事就挺合适。”看着婆婆乐颠颠的样

子，我也只有跟着一阵傻笑，却不敢说半个不字

。要是我提出反对意见，那不是不打自招吗？

可是，我才把婆婆的提议跟秦阳一说，他就

跳了起来：“你什么意思？是不是想和我分手，

那也拜托你找个更好的理由。”我懒懒地白他一

眼：“你以为我愿意啊？要不是你自己那天的表

现，我才懒得管这些事。”秦阳愣了一愣，转而

委屈地说：“那好吧，见一面就见一面。不过我

丑话说在前头，这可全是为了应付你婆婆，可不

是我的本意啊。”

相亲的那天，我也被婆婆硬拖着去了。尽管

心里一万个不乐意，可婆婆说的也在理啊：“你

是男方的介绍人，怎么能不去呢？”说实话，女

孩子长得还真不错，秀气的小脸，小巧玲珑的身

段。婆婆兴奋地看看她，又看看秦阳，脸上的皱

纹笑成了一朵花：“两个孩子还真般配。人家常

说什么来着？金童玉女。相信阿姨的话，你们两

个人真合适。我看人最准了。”听了婆婆的话，

我真是满肚子的不乐意。什么金童玉女，这不是

戳我的心窝子吗？我看看女孩，害羞地低着头，

没说什么话。再看秦阳，正做出一脸的憨厚傻笑

状。哼，见了美女，原来也是这副德行。我冷冷

地白他一眼，强装笑脸，拉起还在那里絮絮叨叨

的婆婆：“妈，我们走吧。让他们两个人好好谈

谈。”可一边走，我还一边偷眼回头瞧瞧。想起

婆婆刚才的那番话，心里不禁酸溜溜的。

婆婆管闲事还真管到了家。10点多，又迫不及

待地打电话给她那个同事进行“信息反馈”，一边

打还乐得一边直拍大腿。挂了电话，就见她喜上眉

梢。“这事有戏。女孩子对小秦可满意了，说他约

会完了一直把她送到家门口。还说他懂事体贴，将

来一准是个好老公。”我嘴里附和着：“那是，那

是。”心里却恶狠狠地把秦阳骂得狗血喷头。那天

，还一脸气愤地不肯去相亲，可一转脸，就向着人

家小姑娘大献殷勤。还不是看着人家年轻漂亮，就

动了心。真是典型的两面派。

第二天一早我就在电梯口遇到了满面春风的

秦阳：“心情不错嘛。”“那当然。”秦阳没听

出我挖苦的口气，还得意地一点头，“圆满完成任

务，这下你婆婆不会再怀疑我们了吧。”“我婆婆

是不怀疑了，可我怀疑你了。”“怀疑我？怀疑什

么？”秦阳一脸诧异地看着我。“你对人家可真够

体贴的，约会完了还送到家门口。人家现在对你可

是赞不绝口啊。”“那是基本的礼貌啊。再说了，

我演戏也得演得像一点，是不是？”秦阳讨好地看

着我。我却冷冷地白了他一眼：“演戏？哼，我看

你是演得走火入魔，弄假成真了吧。”“你这人怎

么这样？”秦阳满脸不悦，“叫我去相亲的是你，

现在不高兴的又是你，你到底要我怎么样？”“什

么怎么样？问你自己，到底想要怎么样。”我挑衅

似的看着秦阳。电梯停了下来，出来的人都好奇地

看着我和秦阳。秦阳拖住我的手：“有事到办公室

去说。”“我不，我就要你现在说清楚。”“你到

底要我说什么？”秦阳再也忍不住了，也发起了小

孩子脾气。看他虎着的脸，我更是来了劲：“说清

楚你和那个女孩到底怎么回事？”“我和她能有什

么事？真是不可理喻。”秦阳恨恨地看了我一眼，

一甩手，进了电梯。

我和秦阳闹翻了。尽管我也知道自己的举动

有点无理取闹，让人忍无可忍。可一想到秦阳和

那个女孩坐在一起时的模样，我就气不打一处来

。婆婆说得没错，他们两个在一起看上去是挺般

配的，尽管我表面不以为然，可说心里话，在那

个女孩出现的一刹那，她的年轻、她的青春已经

让我嫉妒，让我相形见绌。虽然我骄傲地为自己

找着借口：“哼，秦阳这个小短腿我还看不上呢

。”可我心里明白，他还是和那个女孩最合适。

那天晚上，我回到家倒头就睡。一觉醒来，早已

过了晚饭时分。起床后，来到客厅，老公还没回家，

婆婆独自坐在电视机前看戏剧频道。“妈，这是什么

节目？”我强装欢颜。“沪剧《碧落黄泉》。他爸爸

生前最喜欢的戏。”我一愣，很少听婆婆谈起去世的

丈夫。尽管她30多岁就守寡，但印象里她永远是大大

咧咧，没心没肺的样子。在她的嘴里几乎听不到过去

，听不到苦难，她永远是开心地笑着往前看的一个人

。“我还记得他临走前我陪他去看的最后一出戏就是

这个。那天看戏的时候还高高兴兴的，谁也想不到几

个月以后他就被查出了肝癌，那么快就走了。”婆婆

若有所思地看着我，“所以，做人真的应当好好珍惜

。百年修得同船渡，千年修得共枕眠。夫妻一场不容

易。”夫妻一场不容易。我的脸慢慢红了。婆婆不是

一个喜欢说教的人，难得见她这么深沉，细细咀嚼

我忽然明白聪明的她其实早已把一切尽收眼底。

“小云，你饿了吧？我给你做了鸡汤，我去

给你端一碗。”不一会儿，婆婆就把一大碗香喷

喷的鸡汤放在了我眼前。我大口大口地喝着，眼

睛却悄悄地湿了好几回。我觉得自己真傻：有这

么温暖的一个家，有这么一个好婆婆，有一个疼

我肯为了我拼命挣钱的老公还不够吗？还要去追

逐什么姐弟恋，婚外情？

我给秦阳发了一条短信：“分手吧。因为我们

真的不合适，你应该寻找属于你自己的幸福。”秦

阳没有回信。但我想他一定认真看了我的短信，也

认真思索了我的话。因为一年以后，我收到了他结

婚的喜帖。而新娘，就是婆婆介绍的那个女孩。喜

宴上，婆婆的脸又笑成了一朵花：“我说得没错吧

。我早看出来了，这两个孩子般配。”

婆婆撞见我婚外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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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種危害健康的
西紅柿千萬別買

西红柿原产于中美洲

和南美洲。因其果实营养丰

富，具特殊风味，即可当

水果生吃亦可作为蔬菜熟

食;同时它还具有减肥瘦身、

消除疲劳、增进食欲、提高对蛋白质的消化、减少

胃胀食积等功效，所以深受世界各地人们的喜爱。

什么样的西红柿可能危害健康？

西红柿营养丰富，老幼皆宜，如今却让老百

姓感到越来越“不放心”。果身都是通红的，

“一看就是被催熟的”，而且有的是尖顶、硬芯，

购买时就不免犯了嘀咕。

使西红柿早熟早红的物质，是涂抹在西红柿

的表面的“乙烯”，乙烯是一种植物的生长激素，不

是化学物质，更不是动物激素。使用这种植物的生

长激素，是因为西红柿本身的成熟过程靠自身体

内的乙烯来完成，人为加入乙烯之后，对西红柿的

成熟可以起到“催促”的作用。乙烯对人体并无

伤害，在自然情况下可以挥发，所以可以保证安全。

挑选西红柿采取“一看、二摸、三存放”的

办法：

摸：西红柿成熟的标志是软而不是硬，如果

摸起来感觉里面有明显硬芯的西红柿，最好不买。

看：成熟的西红柿通红，黄色品种则明黄，

如果颜色有深浅不均，最好不选;外形轮廓自然，

“歪瓜裂枣”的西红柿可能更甜，但如果果身上

有明显的突起，可以不选。

存放：西红柿刚刚买回家最好不急着食用，

因为西红柿有一个“放熟”的过程，而且外表涂抹

的催熟催红物质“乙烯”，在放熟时可以继续挥发。-

果类蔬菜，相对于叶类蔬菜，病虫害少，尤其

是西红柿，用的农药相对来说较少，所以老百姓

大可以“放心吃”。

以下几类西红柿最好别买：

果蒂部位发青的。没成熟的西红有“青肩”(

果蒂部青色)，它们可能含有一种名叫番茄苷的

有毒成分，吃完之后会有苦涩的口感，甚至会引

起身体不适。

色泽不均匀的。这类西红柿在生长的过程中可

能感染了病毒，味道和营养价值也会大打折扣。

畸形的。如果西红柿有明显的尖顶或者外观呈

多面体，说明它与同品种有很大差异，很可能因

为病毒或过分使用激素所致，长期食用会对健康

造成威胁。

手感坚硬，籽粒呈绿色的。催熟的西红柿手感

很硬，掰开一看籽呈绿色或未长籽，而且少汁，肉

与汁一体，结构不明显，这种西红柿多涂有化学物

质——乙烯利，虽然毒性较低，但长期食用有害健

康。

优质的西红柿有这样几个特征：有红绿相间

的果蒂;果实整体圆滑，果形周正，成熟适度;西

红柿籽呈土黄色，果肉红色多汁。

吃肉不長肉 防胖有絕招

作为资深吃货，你必须知道

5月 11日代表什么！因为 5月 11

日是“世界防治肥胖日”——毕

竟，怎么吃都不胖，才能放心地

做一个吃货啊。要瘦就一定要只

吃蔬菜水果？这也不一定。“微

胖界”吃货也可以选择以下这些

高蛋白低脂肪的肉食。

象拔蚌：搭配韭黄虾子脆爽

甜美

海洋生物有许多高蛋白低脂

肪的健康食材，比如象拔蚌。君

可知，象拔蚌的“出肉率”可以

达到60%~70%之多，但脂肪含量

却极低，富含蛋白质，具有维持

钾钠平衡、消除水肿、提高免疫

力、补肾虚的食疗功效。

此物原产于临近美国和加拿

大的北太平洋沿海，是生活于深

海沙底的深水蚌类，盛产于每年

的五六月份。象拔蚌，此刻正当

“肥美”时。象拔蚌以加拿大产

为佳，加拿大的象拔蚌多产自卑

诗省海岸干净、偏僻的水域。

象拔蚌鲜美，既可刺身食用，

也可焯水再烹调。“惠食佳”采

用韭黄、虾子来焯象拔蚌，滋味

无穷。店家选用 8两到 1斤重的

加拿大象拔蚌，只选择螺头位置，

先将淡水虾子和只取中段的韭黄

铺在小碗碗底，再铺上薄切的象

拔蚌片。接着浇上同样鲜美的热

汤，一下子就将材料灼熟。由于

象拔蚌片刚熟，满口脆爽、甜美。

这道菜上桌后得尽快品尝，否则

肉质马上变硬。

银鳕鱼：高蛋白却又小清新

对于希望减脂纤体的爱美人士

而言，生活远不是吃吃吃那么简

单，往往对入口的美食有着近乎严

苛的挑剔。但由东莞法兰度航空

主题餐厅烹制的这道深海银鳕鱼

拼大虾，作为地道的海鲜菜式则

可敞开胃口任性朵颐，因为其不仅

营养丰富，而且几无增脂之虞。

银鳕鱼在欧洲享有“餐桌上

的营养师”这一美誉，肉质厚实、

蛋白含量非常高，脂肪更低至

0.5 个百分点以下，所以那些担

心因食而胖的烦恼大可抛之脑后。

烹饪时于处理干净的银鳕鱼柳

上，挤一点新鲜柠檬汁去腥，略

撒少许海盐调味，再撒上一些面

粉，入锅两面微煎至浅金黄色。

将个大肉多的大明虾，适当剖开

背壳、抽去沙筋，同样香煎至外

色泛红、基本熟透时起锅。香煎

用油以橄榄油为佳，如是以保证

口感与风味。另取新鲜番茄切成

薄片，放入锅中稍稍煎透，再配

上汆熟的西芹薄条，以让菜品颜

色搭配相得益彰，从而刺激食

欲、调动胃口。

乳鸽：“一鸽胜九鸡”名不虚传

鸽肉为高蛋白、低脂肪的食

品。鸽肉的蛋白质含量为24.4%，

超过猪、羊、鸡、鸭、鹅等，所

含蛋白质中有许多人体必需的氨

基酸，且消化吸收率在 5%，其

脂肪含量仅为0.3%，低于其他肉

类，难怪说“一鸽胜九鸡”。

优质的乳鸽，营养价值更

高。侨美食家的“红烧乳鸽”采

用纯种法国鸽，其中法国“白卡

奴”被誉为“鸽中贵族”，一身

雪白，体态丰满，肉质细嫩，鲜

甜多汁，通常用来做红烧乳鸽或

者乳鸽焗饭。

“红烧乳鸽”的“拥趸”特

别多，用手撕开鸽肉，还得防着

肉汁飙一脸。乳鸽滋味，叫人食

过吮手指。

浸泡“红烧乳鸽”的卤水由

30种以上的香料配成，香料配搭

的比例会随着季节转变而变化。

烹炸乳鸽的用油也有讲究，选用

品质最佳的豆油，加入适量的花

生油，炸出来的乳鸽才能呈现金

红色泽，味道香醇。

鲍鱼：竟可让“干蒸烧卖”瞬间

“高大上”

一只 1500 克的鲜鲍鱼经加

工后只能得到 250克左右的干鲍

鱼，干鲍的蛋白质含量超过40%。

泡发是制作鲍鱼关键的第一

步。“行内话是‘日煲夜焗’，

直到干鲍完全舒展入味需要 4

天。”佛山恒安瑞士大酒店御明

轩中餐厅的周师傅介绍，先将鲍

鱼在冷水里浸泡 24 小时，使鲍

鱼略舒展。然后将鲍鱼清洗干净

放锅中大火煮开，转小火煮 10

分钟，关火让鲍鱼焗一晚。第

二、三天重复同样步骤，直到鲍

鱼从里至外舒展、柔软。再放入

砂锅中与排骨、老鸡、火腿等肉

类同炖 2~3个小时，再焗一晚让

鲍鱼长时间浸泡在汤汁中，充分

吸收肉汤的鲜甜。

经过预先炮制的南非鲍肥厚

弹牙、甘香浓郁。“经常看到客

人点鲍鱼的时候，会额外点一碗

白米饭拌鲍鱼汁，于是就创新了

这款南非干鲍大茶饭。”周师傅

介绍，这碗拌碟饭是用浓香铁观

音熬制茶汤后煮饭，让铁观音的

香味完全渗透到米饭中。上碟时

用与鲍鱼同炖的原汁勾芡，浇在

发好的鲍鱼上，再配以一盖碗的

茶饭，鲍汁的鲜味与茶的清香融

为一体，鲍汁的浓稠包容了茶饭

略带的涩味，茶饭的清爽又降低

了鲍鱼特有胶质的腻感。

干蒸烧卖是广式茶点的“四

大天王”之一，搭配四大海味之

首的鲍鱼，堪称绝配。制作干鲍

烧卖的鲍鱼选择个头小一点的，

同样经过日煲夜焗的“炼丹式”

炮制后，再放在传统的干蒸烧卖

上蒸熟。烧卖本身的鲜虾肉鲜香

爽口，搭上甘香而有嚼头的小干

鲍，别有一番风味。

美研究發現：
每日壹杯茶

有益心臟健康

最新研究发现，每日一杯茶，对人的心脏

健康有好处。

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医院的米勒医生(Elliott

Miller)说：“我们发现适度饮茶的人冠状动脉

钙化进展缓慢，出现心血管情况的风险也较

低。”但是，米勒也指出，还未能证明喝茶与

心脏疾病风险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

据报道，在这项研究中，米勒和他的研究

团队对一项始于2000年而目前仍在进行的研究

得出的资料进行分析，该研究共有超过6000名

参与者，有男有女。研究刚开始的时候，所有

参与者都没有心脏疾病。

研究人员对这些参与者的资料进行了追

踪，观察过去的十几年哪些人患上心脏衰竭、

中风、胸痛或死于其他类型的心脏疾病。他们

还通过CT扫描比较了5年前后参与者的血管钙

沉积情况。

研究发现，在研究期间每天喝一杯茶的人

发生重大心脏疾病事件的风险比不喝茶的人低

大约三分之一，而喝茶的人(每天一杯到三杯不

等)其动脉血管的钙化程度也更低。

研究人员表示，他们目前还不清楚喝茶为

什么会对心血管健康有益，之前研究发现茶叶

中含有黄酮类物质，或许可解释茶叶对心脏的

保护作用。

一直以为婆婆是个大大咧咧马大哈式的人，

所以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不能确定婆婆是否看穿

了我的小“秘密”。一想起那天秦阳那双亲昵地

搭在我肩上的手，我的脸就变得火辣辣的烫。

秦阳是我们公司里的“电脑排版师”，长了一张

典型“好男儿”的俊俏脸蛋。刚进公司时，我还常常

拿这个腼腆的小弟弟开玩笑，可时间一长，我渐渐发

现他看我的目光和别人不一样。虽然强装笑脸地警告

他：“可别乱动坏脑筋，你要再小两岁，在旧社会我

的年龄都可以当你妈了。”可我的双腿却在他充满杀

伤力的注视下悄悄打颤。想不到他比我更厉害，悠悠

地吐出一句：“在旧社会，你的年龄做我的童养媳正

好。”我知道我是逃不过这“姐弟恋”的劫了，但是

在秦阳牵起我手的一刹那，尚存一点理智的我还是没

忘了矜持地来上一句：“再给我一点时间。”

聪明的秦阳当然懂得我的心思，毕竟我是有

家有室的人。老公不但事业有成，更重要的是他

待我温存体贴，全然没有成功男人的那副花花肠

子。但秦阳会来事，会逗人开心，而老公整天只

知道挣钱养家，相比之下，我的感情天秤开始渐

渐转向秦阳了。

被婆婆撞见，是我生日的前一天。秦阳说要

送我一件生日礼物。在那家熟悉的小店，秦阳为

我挑了一只漂亮的银手镯。那款手镯的风格正是

我心仪的。也许是我的心情特别好，所以，当秦

阳随意地把他的手搭在我肩膀上的时候，我居然

没有表示反对。

接着，秦阳提出要去“可颂坊”为我订一个

生日蛋糕。沉浸在秦阳那暖暖的笑容里，我竟然

没注意身边那个正在买面包的老太太居然是我婆

婆。偶然的一转身，竟和婆婆打了一个照面，我

吓得浑身一哆嗦，而秦阳那条该死的胳膊，此时

正死死地搭在我肩上，让我躲也不是，甩也不是

。我勉强挤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脸，颤颤巍巍

地叫了一声“妈”。“咦，小云，你也在这里买

面包啊？你不用买了，你看我已经买了你最爱吃

的红豆包。”婆婆仿佛并没注意到秦阳的那只

“咸猪手”，而是满脸欢喜地向我示意手里刚买

的面包。趁着婆婆的注意力都集中在面包上，我

悄悄地挪动了一下身子，机灵的秦阳也识相地放

下了他的手。“妈，我晚上加班，来和同事买点

儿点心。晚饭我不回来吃了。”我硬着头皮强作

镇定。“好，你去加班。尽量早点回来，我还给

你做了皮蛋瘦肉粥呢，回来再吃点。”

可是那几天家里就是风平浪静，无论婆婆还

是老公对我的态度都跟平时没什么两样。

可我还是做贼心虚，时不时地想着要从婆婆

嘴里打探出点什么来。机会来了，那天老公不在

家，我和婆婆两个人守着电视看选秀节目。我瞟

了一眼电视，装作无意地说：“现在的男孩怎么

都那么帅，个个长得跟明星似的。”婆婆乐了：

“现在的孩子条件好呗，吃得好，穿得好，见的

世面又多，哪像我们以前跟土包子似的。”“就

是。妈，你看那天碰到的我那个同事长得就

挺帅的。”我决定主动出击，一探婆婆的口

气。想不到，婆婆皱了皱眉，寻思了好一会

才想起来：“哪个同事？哦，蛋糕店遇到的

那个。我倒没注意他的脸。”我松了一口气

，拿起茶杯喝水。不想婆婆又开口了：“不

过，我看他的腿有点短，好像上身长了点。

身材不怎么样。”我突然被呛了一下。婆婆

关切地问我：“小云，你怎么了？没事吧？

”“没什么，水喝得太猛，呛着了。”我故

意做出满不在乎的样子，心里却备受打击：

不会吧，秦阳，居然是个短腿先生？我的眼

光不会这么差劲吧。

现在想想，婆婆说的那些话绝对是个

“阴谋”。你想，连人家的脸都没看清，怎

么倒把人家的腿看得那么仔细？可我当时是

真傻了，一下子就掉进了婆婆设的圈套。第

二天一上班，我就盯上了秦阳的双腿。整整

一个上午，我的眼光就像不粘胶似的，粘在

了他的腿上。还真别说，我越看越觉得秦阳

的腿短了些，和上身不成比例。可他那天偏

偏还穿了一条新买的低臀牛仔裤，还献宝似

的在办公室里走来走去，自我感觉超好。要不是办

公室有那么多人，我一准会冲着秦阳大喝一声：

“快脱了你那条牛仔裤，简直叫人惨不忍睹。”

中午，秦阳约我一块出去吃午饭。我都不愿

意去，借口做报表来不及推托了。我叫了外卖回

来吃。边吃还在边琢磨秦阳的两条腿。说实话，

我自己都不明白怎么会对秦阳的腿那么耿耿于怀

，想来想去，大约还是因为我太在意秦阳的外貌

了。本来，我和秦阳就不是一个年龄层次的人，

我经历过的那些对他来说就像天方夜谭。而我对

秦阳喜欢的那些漫画啊、电脑游戏啊也都嗤之以

鼻。和秦阳在一起，除了喜欢他的甜言蜜语，也

只有他的年轻帅气能满足我那可怜的一点虚荣心

。想到这里，我自己都有点怀疑：要是秦阳没了

这点优势，我还会喜欢他吗？

还没等我“自我检讨”完毕，婆婆又有了新

主意。那天下班回到家里，婆婆笑眯眯地凑了过

来：“小云，你那个同事有对象了吗？”我一时

没摸透婆婆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只好老老实实回

答：“好像没有吧。”“那正好。”婆婆一拍巴

掌，“我同事正托我给她的女儿找个对象。小姑

娘其他要求没有，就是要男孩子长得帅一点。我

看你那个同事就挺合适。”看着婆婆乐颠颠的样

子，我也只有跟着一阵傻笑，却不敢说半个不字

。要是我提出反对意见，那不是不打自招吗？

可是，我才把婆婆的提议跟秦阳一说，他就

跳了起来：“你什么意思？是不是想和我分手，

那也拜托你找个更好的理由。”我懒懒地白他一

眼：“你以为我愿意啊？要不是你自己那天的表

现，我才懒得管这些事。”秦阳愣了一愣，转而

委屈地说：“那好吧，见一面就见一面。不过我

丑话说在前头，这可全是为了应付你婆婆，可不

是我的本意啊。”

相亲的那天，我也被婆婆硬拖着去了。尽管

心里一万个不乐意，可婆婆说的也在理啊：“你

是男方的介绍人，怎么能不去呢？”说实话，女

孩子长得还真不错，秀气的小脸，小巧玲珑的身

段。婆婆兴奋地看看她，又看看秦阳，脸上的皱

纹笑成了一朵花：“两个孩子还真般配。人家常

说什么来着？金童玉女。相信阿姨的话，你们两

个人真合适。我看人最准了。”听了婆婆的话，

我真是满肚子的不乐意。什么金童玉女，这不是

戳我的心窝子吗？我看看女孩，害羞地低着头，

没说什么话。再看秦阳，正做出一脸的憨厚傻笑

状。哼，见了美女，原来也是这副德行。我冷冷

地白他一眼，强装笑脸，拉起还在那里絮絮叨叨

的婆婆：“妈，我们走吧。让他们两个人好好谈

谈。”可一边走，我还一边偷眼回头瞧瞧。想起

婆婆刚才的那番话，心里不禁酸溜溜的。

婆婆管闲事还真管到了家。10点多，又迫不及

待地打电话给她那个同事进行“信息反馈”，一边

打还乐得一边直拍大腿。挂了电话，就见她喜上眉

梢。“这事有戏。女孩子对小秦可满意了，说他约

会完了一直把她送到家门口。还说他懂事体贴，将

来一准是个好老公。”我嘴里附和着：“那是，那

是。”心里却恶狠狠地把秦阳骂得狗血喷头。那天

，还一脸气愤地不肯去相亲，可一转脸，就向着人

家小姑娘大献殷勤。还不是看着人家年轻漂亮，就

动了心。真是典型的两面派。

第二天一早我就在电梯口遇到了满面春风的

秦阳：“心情不错嘛。”“那当然。”秦阳没听

出我挖苦的口气，还得意地一点头，“圆满完成任

务，这下你婆婆不会再怀疑我们了吧。”“我婆婆

是不怀疑了，可我怀疑你了。”“怀疑我？怀疑什

么？”秦阳一脸诧异地看着我。“你对人家可真够

体贴的，约会完了还送到家门口。人家现在对你可

是赞不绝口啊。”“那是基本的礼貌啊。再说了，

我演戏也得演得像一点，是不是？”秦阳讨好地看

着我。我却冷冷地白了他一眼：“演戏？哼，我看

你是演得走火入魔，弄假成真了吧。”“你这人怎

么这样？”秦阳满脸不悦，“叫我去相亲的是你，

现在不高兴的又是你，你到底要我怎么样？”“什

么怎么样？问你自己，到底想要怎么样。”我挑衅

似的看着秦阳。电梯停了下来，出来的人都好奇地

看着我和秦阳。秦阳拖住我的手：“有事到办公室

去说。”“我不，我就要你现在说清楚。”“你到

底要我说什么？”秦阳再也忍不住了，也发起了小

孩子脾气。看他虎着的脸，我更是来了劲：“说清

楚你和那个女孩到底怎么回事？”“我和她能有什

么事？真是不可理喻。”秦阳恨恨地看了我一眼，

一甩手，进了电梯。

我和秦阳闹翻了。尽管我也知道自己的举动

有点无理取闹，让人忍无可忍。可一想到秦阳和

那个女孩坐在一起时的模样，我就气不打一处来

。婆婆说得没错，他们两个在一起看上去是挺般

配的，尽管我表面不以为然，可说心里话，在那

个女孩出现的一刹那，她的年轻、她的青春已经

让我嫉妒，让我相形见绌。虽然我骄傲地为自己

找着借口：“哼，秦阳这个小短腿我还看不上呢

。”可我心里明白，他还是和那个女孩最合适。

那天晚上，我回到家倒头就睡。一觉醒来，早已

过了晚饭时分。起床后，来到客厅，老公还没回家，

婆婆独自坐在电视机前看戏剧频道。“妈，这是什么

节目？”我强装欢颜。“沪剧《碧落黄泉》。他爸爸

生前最喜欢的戏。”我一愣，很少听婆婆谈起去世的

丈夫。尽管她30多岁就守寡，但印象里她永远是大大

咧咧，没心没肺的样子。在她的嘴里几乎听不到过去

，听不到苦难，她永远是开心地笑着往前看的一个人

。“我还记得他临走前我陪他去看的最后一出戏就是

这个。那天看戏的时候还高高兴兴的，谁也想不到几

个月以后他就被查出了肝癌，那么快就走了。”婆婆

若有所思地看着我，“所以，做人真的应当好好珍惜

。百年修得同船渡，千年修得共枕眠。夫妻一场不容

易。”夫妻一场不容易。我的脸慢慢红了。婆婆不是

一个喜欢说教的人，难得见她这么深沉，细细咀嚼

我忽然明白聪明的她其实早已把一切尽收眼底。

“小云，你饿了吧？我给你做了鸡汤，我去

给你端一碗。”不一会儿，婆婆就把一大碗香喷

喷的鸡汤放在了我眼前。我大口大口地喝着，眼

睛却悄悄地湿了好几回。我觉得自己真傻：有这

么温暖的一个家，有这么一个好婆婆，有一个疼

我肯为了我拼命挣钱的老公还不够吗？还要去追

逐什么姐弟恋，婚外情？

我给秦阳发了一条短信：“分手吧。因为我们

真的不合适，你应该寻找属于你自己的幸福。”秦

阳没有回信。但我想他一定认真看了我的短信，也

认真思索了我的话。因为一年以后，我收到了他结

婚的喜帖。而新娘，就是婆婆介绍的那个女孩。喜

宴上，婆婆的脸又笑成了一朵花：“我说得没错吧

。我早看出来了，这两个孩子般配。”

婆婆撞见我婚外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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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有一只珍贵的玉镯，是母亲

给她的。到小城后，见家徒四壁，

她摘下了玉镯。是的，在这样的地

方哪里用得着戴玉镯啊？

不久，她怀孕了。见她反应厉害，

他跑到附近的山上为她摘山杏，不料

一脚踩空，从山上摔了下去。这一摔，

几乎摔掉了她和他的未来。她常常这

样想：如果他不去摘山杏呢？可是，

这个世界从来没有如果。

他瘫了，家里的一切都靠她。

父母来接她，她拒绝了。

为了给他治病，她卖掉了那只

镯子。

他们在小城过着贫苦的日子，

她当中学教师，他病退在家翻译一

些书。她早没了大城市姑娘的骄傲，

低下头来料理一切，和小菜贩讨价

还价、买廉价的衣服……与当地的

女人已无二致。

大夫说他不可能再站起来了，

可她还是坚持给他按摩，十几年如

一日。并不指望奇迹发生，只希望

他的腿不萎缩。

35岁那年，她听说有位大夫针灸

工夫好，但要翻过一座山才能见到那

位大夫。她找来一辆平板车，每隔两

天就拉着他翻山去扎针。风雪中，她

弓着背，艰难地往前走。他看着她的

背影，哭了：下一辈子，我再也不要

遇到你，为了我你太苦了。

奇迹是一年后出现的。他的腿

居然有了知觉，慢慢能走了。好事

成双，他写的论文在国际上获奖。

有许多人来找他，他也四处讲学，

同时讲这十几年自己在轮椅上的生

活，讲自己背后的那个女人。

法国请他去讲学 3年，他犹豫

了。她说：去，一定要去！这是千

载难逢的机会。

这时，36岁的她已初露沧桑，

黑发里有了白发，眼角堆起了皱纹。

衣服永远是过时的，身体有些发胖，

再也没有了当年的样子；而他，正

是风华正茂的时候。

法国，是多么浪漫的国度啊！

有人担心他一去不回，问她：你不

怕吗？她轻轻摇头：不怕。她说，

他和她的爱情如果经历了这么多还

这么脆弱，那就一定不是爱情。

3年后，他准时回来了，留在了

北京。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小城接

她，但没有告诉她准确的到达时间，

只是说这一两天回来，想给她惊喜。

谁知下了火车，他就看见了她。

他惊喜地跑过去：你怎么知道

我乘这趟车？

她说：我每天都在这里等你，凡

是从北京来的车，我一辆也不会错过。

这次，他说：来生，我再也不

会让你爱，因为你的爱让我心疼，

你的爱实在太苦。

她却说，爱情从来都是苦的，

如果爱是一朵莲花，最美丽的爱一

定是那清苦的莲心，一直苦到心里，

然后才能有那朵美丽的莲花。

楊麗萍俯草地作畫
鳥語花香似處仙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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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刚鹦鹉（Psittacidae）：

产于美洲热带地区，是色彩最

漂亮艳丽的鹦鹉，也是体型最

大的鹦鹉，属大型攀禽。共有

6属 17个品种。具对趾足，每

只脚有 4只脚趾 2前 2后。该科

鹦鹉尾巴长，看似镰刀状的大

喙只有凤头鹦鹉可与其相比。

以水果为食，食量很大，有力

的喙可将坚果啄开，用舌有吸

出果肉。面部无羽毛，兴奋时

可变为红色。两性外貌相似。

是热带美洲鸟类，原生地

是森林，特别是墨西哥及中南

美洲的雨林。食谱由许多果实

和花朵组成，食量大。在河岸

的树上和崖洞里筑巢。比较容

易接受人的训练，和其他种类

的鹦鹉能够友好相处，但也会

咬其他动物和陌生人。寿命达

65年。有些种类可学会用柔和

的声音模仿说话。但很多情况

下会像野生鹦鹉那样尖叫。

形态特征

金刚鹦鹉是色彩最艳丽的

大型鹦鹉。共有6属17个物种。

该科的鹦鹉尾极长，镰刀状的

大喙只有凤头鹦鹉堪与比拟。

面部无羽毛，兴奋时可变为红

色。两性外貌相似。是大型鹦

鹉中色彩最漂亮、体型最大的

一个种类。 金刚鹦鹉最有趣的

是它那张脸，有的布满了条纹，

像京剧中的花脸脸谱。其中紫

蓝金刚鹦鹉是其中最大的鹦

鹉，测量体长是95-100厘米。

其中绯红金刚鹦鹉的分布

范围最广。它头肩部为鲜红色，

背羽的后半部为蓝色，两种颜

色结合的部位是黄色。在同一

种类中，又数它们的体型最大，

重约1.4千克，体长约1米。

栖息环境

主要栖息在海拔 450 米至

1000米的热带森林中，经常栖

息在一千米以下的潮湿热带低

地。

生活习性

金刚鹦鹉社会性鸟类，喜

欢成对活动，经常聚集在 10到

30只的小群，繁殖期可以见到

40只以上的家族成员一起活动。

金刚鹦鹉很聪明，它们大声呼

叫，嘎嘎，嘎嘎的尖叫声呼应

着穿过森林树冠。通过发声在

群内进行通信，标记领地，识

别彼此。有些品种甚至可以模

仿人类讲话。

晚上集群睡在树林中，早

上可以长距离飞行，以水果，

坚果，昆虫和蜗牛为食。比较

容易接受人的训练，和其他种

类的鹦鹉能够友好相处，但也

会咬其他动物和陌生人。有些

可以活到 80岁。会模仿人温柔

的声音，但多数情况下会像野

生鹦鹉那样尖叫。

金刚鹦鹉也被称做是大力

士，主要是因为它们强有力啄

劲。在亚马逊森林中有许多棕

树结着硕大的果实，这些果实

的种皮通常极其坚硬，人用锤

子也很难轻易砸开，而金刚鹦

鹉却能轻巧地用啄将果实的外

皮弄开，吃到里面的种子。主

要食用无花果、棕榈树果实等

水果，浆果、种子、核果、蔬

菜等食物。

除了美丽、庞大的外表，

以及拥由巨大的力量外，金刚

鹦鹉还有一个功夫，即百毒不

侵，这源于它所吃的泥土。金

刚鹦鹉的食谱由许多果实和花

朵组成，其中包括很多有毒的

种类，但金刚鹦鹉却不会中

毒。在岩壁上啄食土块，这是

因为食用了尚未成熟的或者有

毒性的果实之后，为了中和毒

性而出现的行为。它们所吃的

泥土中含有特别的矿物质，从

而使它们百毒无忌。金刚鹦鹉

很胆小，见了人就飞。野外的

金刚鹦鹉通常以果实、种子及

果仁为主要食物。

日前，杨丽萍的最新推出的舞台剧《云南的响声》

正在丽江拉开帷幕。儿时就喜欢画画的杨丽萍，一直希

望自己除了能用身体创作艺术之外，也能够用色彩进行

创作。而碰巧自己最新的舞台剧需要设计剧场门面，杨

丽萍终于提起画笔实现了儿时的画画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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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婚姻觀，悄悄在變化
大概每个女孩从儿时起都会

有这样的一个梦：穿洁白的婚纱，

走过洒满玫瑰花瓣的红毯，与相

爱的人携手，生儿育女，从此王

子公主过上了幸福美满的生活。

但是随着现代生活节奏的加快，

女性自我意识的逐渐觉醒，对传

统家庭模式的寄托和依赖降低，

人们的爱情观和婚姻观也随之发

生了改变。相关调查表明，现代

社会中，不婚族这支队伍正日渐

强大。

婚姻的附属价值对我来说毫无意

义

“这个年纪了还不结婚？”

“不是我不愿意，这不是没

找到合适的嘛。”

薇薇今年 30岁了，她在上海

的一家外贸公司上班，年薪50万。

她漂亮大方，性格开朗，身边不

乏追求者，但她却单身好几年了。

身边的长辈近来也愈发关心她的

婚姻问题，但她自己并不着急。

“急有什么用啊，说不定哪天碰

到一个合适的我就闪婚了。”在

她看来找对象的关键在于宁缺毋

滥，“我想找个比我优秀的，让

我稍微有点崇拜感的男人。我现

在凭自己的能力就能生活得幸福

充实，所以我不需要婚姻的附属

价值来让自己过得更开心，我也

相信以后会遇到这么个人的。一

切就顺其自然吧。”

随着女性在现代社会中扮演

的角色越来越重要，女性自我意

识的逐渐觉醒，越来越多的女性

不愿再充当男性的附庸，也不愿

用婚姻去困住自己。如果一个男

人赚的钱没有高出你多少，又不

承担任何家务和抚养孩子的责任，

那么这桩婚姻要么你就做个吃苦

到底任劳任怨的冤大头，要么就

不结婚享受一个人的清静生活，

精神和物质，对方总得有一个能

取悦你吧？

婚姻是奢侈品，并非必需品

“没有爱情的婚姻你可以接

受吗？”

“当然不能。我可以不结婚

但我不能没有爱情。”

晶晶是一名女同性恋，她说

婚姻对她而言是奢侈品，而爱情

才是必需品。“婚姻在我看来是

一种责任，是对结婚双方以及双

方父母的责任。在我看来爱情最

重要，所以我不会对一段没有爱

情的婚姻妥协。人是为自己活的，

如果选择没有感情基础的婚姻，

这是对自己的不负责，也是对对

方不负责，更是对养自己的父母

不负责。女人不能委屈自己的。

坚持爱情至上这个观点的还

有小圆，“我想如果找不到合适

的人，一个人也挺好的，结婚不

是简单的事，有责任，有包容，

有很多问题存在。也有不少人选

择了没有感情的婚姻，这是价值

观不同导致的现象，我觉得很正

常。但是没有感情的婚姻想要维

系必须需要双方有更多对于家庭

的责任感，对于现在的我而言我

不会接受这样的婚姻，以后不好

说。”

想要自由生活，不受羁绊

“你爱我吗，爱我就娶我？”

“结不结婚和爱不爱你，这

两者并不相关啊。”

张伟和孙丽的一直是他们朋

友圈里令人艳羡的模范情侣，他

们的爱情故事也为人津津乐道。

张伟对孙丽一见钟情，然后毅然

辞职进了孙丽的公司，五年的苦

苦追寻，终于斩获美人芳心。但

当孙丽提出想结婚时，张伟拒绝

了。

他说：“我享受自由的生活，

自由的恋爱，不受任何拘束。在

我看来婚姻是爱情的坟墓，我不

想扼杀我们的爱情。结不结婚都

一样，我还是会很爱你，你到底

在担心害怕什么，难道当我想出

轨的时候，一张纸拦得住我的吗？”

可是这并不能说服孙丽，“我只

想过普通人的日子，和喜欢的人

步入婚姻的殿堂，白头偕老，也

许你觉得婚姻是镣铐，但它对我

来说是一种甜蜜的枷锁。如果你

够爱我，我希望你给我一定的安

全感，也能让我父母放心。”由

于在婚姻问题上的不同意见，两

人最后选择了和平分手。

裴多菲的诗句也许最能代表

张伟的心声：生命诚可贵,爱情价

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

我不相信婚姻能带来幸福

“为什么不想结婚呢？”

“因为我不想让我以后的孩

子和我一样。”

王颖不想结婚的理由很简

单，她见证了父母不幸婚姻的全

过程。在她很小的时候，她就亲

眼见过爸爸抱着别的女人背叛了

妈妈的情景，还有他和妈妈争吵

时互相控诉对方不忠时的不堪场

面。高中时她就决定了，这辈子

都不要结婚。

“我很爱我的爸爸妈妈，他

们对我很好，他们是好爸爸，也

是好妈妈，却并非好丈夫和好妻

子。实际上，每次他们大声争吵

咒骂时，我情愿他们离婚。也许

这样他们会过得更开心。所以我

经常在想，婚姻的意义到底是什

么呢？把两个已经没有感情的人

捆绑在一起，互相折磨？所以我

选择不婚，因为我相信我并不会

因之而得到幸福。”

暧昧就是你喜欢我，我也喜欢

你，就是不想永远在一起。

在复杂的男女关系世界里，有

一种最奇葩的关系——暧昧。

SHE有首歌唱到：“友达以上

，恋人未满。”大概是对暧昧关系

最准确的形容。这种含糊不清、若

即若离的状态总结起来，就是互相

有好感，但是因为各种原因，并没

有确定对方是“恋人”还是只是

“炮友”。

不同的人对“暧昧”这个词会

有不同的理解。

有人说，感情最美的阶段就是

“暧昧期”，敌进我退、敌退我扰

很好玩的样子。

而有的人则对暧昧深恶痛绝，不

确定恋人关系，却做着恋人做的所有

事，听起来就很不要脸的样子。

其实，“暧昧”这两个字拆开

来看，就是就是爱日未日。喜欢，

但称不上爱；存在欲望，但不愿付

出过多；怕失去，但更怕负责，不

愿进一步，又不想后退，所以反复

煎熬。

《奇葩说》里肖骁说：“我不

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当代男女在

一起之前，已经越来越少有人用追

这个动作了。我们现在比较擅长的

是暧昧……大家总是有勇气说分手

，但是总没有勇气说我们在一起吧

”。

“搞暧昧”的重点就在于一个

“搞”字。“搞”不是“追求”，

而是一种“游戏者”的态度。花时

间，花精力，用游戏的心态和手段

，诱导猎物上钩。

老司机们用经验和套路去勾搭

目标，说些模棱两可的话，做些模

糊不清的事；忽冷忽热，忽远忽近

。无视你的百转千回，无感你的真

情实意。他们只管游走在百花丛中

，片叶不沾。

搞暧昧者享受的就是这个过程

，他们的理论就是：大家都是成年

人，说什么骗不骗的，我又没说要

追你，你干嘛自作多情？

《两小无猜》里朱利安和苏菲

的相遇开始于一场孩童的闹剧，一

个精美的铁盒子就是他们感情的见

证。说脏话，扰乱课堂，在校长室

小便，内衣外穿，一个游戏两人一

玩十多年，他们什么都敢，除了承

认彼此相爱。

所以说，很多时候“暧昧”就

像是一个冷酷的心理游戏，规则只

有一条：谁动心谁死。

当然，如果最后修成正果，那么

，之前经历的种种，自然就归为“不

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的正面经历

。但大部分的结果并不会那么遂人愿

，就这么拖拽着，撩骚着，勾勾搭搭

，食之无味，弃之可惜。

之前在微博上看到过一则话题

讨论：暧昧让你受过的委屈。

有人说：连生气吃醋的身份都

没有；

有人说：两个人时亲密，多个

人时冷漠；

有人说：他伸手抱我时，我既

不敢抱得太紧，又舍不得推开......

一千个人就有一千种搞暧昧的目

的，但大抵都是逃不过以下三种。

1.只想享受权利，不想承担责任

享受作为男朋友/女朋友的权

利，至于责任和义务我想付出就付

出，不付出也没关系。暧昧的“三

不”的原则就是：不主动、不拒绝

、不负责。

我不跟你确定恋爱关系，自然

也就不需要对你一个人忠诚，一个

人可以，两个人也不错，三个人你

也管不到。

最后大不了一句话：我只把你

当朋友。

电影《暧昧不明关系研究学会

》中，林逸民和江嘉敏以“兄妹”

相称，虽然“哥哥”知道“妹妹”

爱着自己，却仍和她保持着这种看

似亲密无间的“兄妹关系”，为的

就是既能享受暧昧带来的便利，又

避免了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性。

2.放长线钓大鱼，你只是备胎而已

当爱情降临的时候我们常常以

为那就是幸福，但千万别高兴得太

早，因为说白了很可能你只是个备

胎，虽然你们可以一起吃饭喝咖啡

，一起逛街看电影，甚至一起起床

做早餐……

但你可能只是他N个暧昧对象

中的一个，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

广撒网，多敛鱼，择优而从之。

有句话说，在这个暧昧比恋爱

更泛滥的年代，单身其实是一件很

奢侈的事情。你永远不知道，谁在

跟你玩暧昧，你又套路了谁？

暧昧基本上是攒备胎最常见的

技术手段。而且，搞暧昧这件事，

跟其本身的恋爱状态也无关，在这

场关系中你随叫随到，出钱出力，

你越动情，对方越得意。

其实更多的时候，你能意识到

自己处于暧昧之中，甚至很清楚对

方只是在玩弄你的感情，可就是不

愿意结束，仍对这场被动关系心存

期待，幻想着和偶像剧一样，对方

终有一日会被你打动。

事实上你等待的只不过是一场

已经能够预知的伤害，这场感情游

戏中，认真的你从一开始就输了。

3.感情空虚，打发时间

对自己一成不变的生活感到厌

烦，很需要点不一样的东西，干嘛

好呢？去撩撩那个新来的女生好了

。既充满新鲜感，又填补了空虚，

还可以证明自己的魅力。这么有趣

的事情，何乐而不为？

“相遇的那一刻，我就知道她

不会在我心里住很久。”一位暧昧

高手曾如此坦白他的心迹。90%男

人的想法，他一旦喜欢你，并不会

和你暧昧很久。

电影《他其实没那么喜欢你》

中道出了暧昧的真相：有时我们宁

愿相信一个男人太累、太忙、太害

怕、太敏感、太紧张、太自卑、太

圣洁、太爱前女友、童年阴影太多

、家庭压力太大……

却不愿意看清很简单的事实：他

不是太忙，不是受过伤，不是有童年

阴影，不是要竞选总统，不是手机掉

进厕所，更不是出车祸得了失忆症

……他只是没那么喜欢你而已。

就像《一代宗师》里宫二说的：

我心里有过你，不怕说出来，喜欢人

不犯法，但也只能到喜欢为止了。

“从来未热恋已失恋，陪着

你天天在兜圈。”说真的，如果

你温暖不了一个总喜欢暧昧的人

，拜托请千万别费尽心力给对方

找什么高大上的理由，不如直接

潇洒地说“再也不见”，全身而

退，重头来过。

而对于那些搞暧昧者，借用

作家小岩井的话说：“对一个你

明知道他喜欢你，而你又不喜欢

他的人，请记得至少做到，不要

在寂寞的时候找他。这是对感情

的尊重，也是对别人的放过。”

我对追你没兴趣，我只想和你搞暧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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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楊絳：不趨時 不媚俗
我读杨绛，有点特殊性，

那就是基本上按写作时间顺流

而下，先看喜剧，再读小说，

最后才是诸多散文集。三十多

年前，为撰写硕士论文，我阅

读了很多上世纪四十年代的讽

刺文学，包括杨绛的《称心如

意》和《弄真成假》。可最后

成文时，这两部我很喜欢的喜

剧放不大进去。原因是，戏剧

冲突不强烈，不像其他同时代

作品（包括《围城》）那样锋

芒毕露，读起来痛快淋漓，而

是绵里藏针，温婉多情。这种

既聪明绝顶居高临下，又故作

谦卑自我节制，蕴含着某种处

事风格与审美趣味。这一点，

一直延续到她的小说《洗澡》

以及散文集《干校六记》《将

饮茶》《我们仨》等。在我看

来，这样的姿态，更适合于看

似平淡实则奇崛的散文，而不

是风起云涌变幻莫测的小说戏

剧。因此，日后文学史上谈论

杨绛，很可能主要把她作为散

文家论述。

作为散文家的杨绛，“平

淡”只是表象，“奇崛”才是

最值得关注的内涵以及力量。

薄薄一册《干校六记》，既不

同于臧克家不明大势，为五七

干校唱赞歌的《忆向阳》，也

不同于巴金直面惨淡人生、反

思“文革”惨祸的《随想

录》，保持了特立独行，但

又不摆出对抗的姿态。所谓

“哀而不伤，怨而不怒，悱恻

缠绵，句句真话”，既是写作

风格，也是一种自我保护策

略。脱离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

子的生存处境，一味唱高调者，

不太能体会杨绛文章的好处。

我在北大课堂上说过，上一代

人所经历的风浪，比我们严峻

多了；可他们中不少人挺住了，

一辈子凭兴趣读书，凭良心做

事，不趋时，不媚俗，虽略有

妥协，但较好地保存了本真的

性情。这是很不容易的。在我

看来，杨绛及其夫君钱锺书就

是这样的人物。

这世界上，有大学问的人

不多，有学问而又有机遇充分

表达出来，这样的人更少。而

更为难得的是，低潮时不卑不

亢，高峰处从容淡定，如此有

定力的人物，很值得后人敬

仰。

《干校六记》有不怨不忿

的力量

陆建德 （中国社科院外

国文学研究所副所长）

我第一次接触到杨绛先生

的文字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

到中期。最早读的是她的翻译

作品《小癞子》。写的是个流

浪汉，抱着投机的生活态度，

在呈现人物活力的同时，也有

批判的意味。

到八十年代，看到《干校

六记》，跟其他同题的回忆相

比特别不一样，蕴含着一种不

怨不忿的力量。当年知识分子

到乡下去很不容易，需要克服

重重困难。杨绛无论在什么样

的非常时期，都能够看到生活

中的价值，这让人敬仰。

杨绛对于生活有很强的观

察力。比如，在五七干校，知

识分子本来是被下放到农村进

行改造，拜农民为老师，但在

农民眼中，他们依然是“穿得

破、吃得好、一人一块大手表

的‘他们’”。这种有趣的细

节，得益于杨绛敏锐的观察

力。

我一直都在关注杨绛先生

的回忆文章，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4年出版《杨绛文集》时，

我很急切地买来去看。我写过

一些有关她姑母杨荫榆的文

章，有些细节也是通过杨绛的

回忆文章来了解的。说到这里

，我又想到杨绛先生的父亲杨

荫杭，现在大家可能不太熟悉

他了，更熟悉钱锺书先生的父

亲钱基博。其实杨荫杭在当年

的《申报》上写过很多时政短

评，读起来很有味道。90 年

代，杨绛和钱锺书两位先生还

共同整理过他的文集。

杨绛先生和钱锺书先生一

样，对文字都有精益求精的责

任感，这特别可贵。在他们的

文字中，哪怕有一点儿累赘，

都一定会去掉。看杨先生在 40

年代创作的剧本，就能感受到

她对文字的一丝不苟。她的翻

译贴切到位，风格典雅，带有

古文的味道。

杨绛先生的散文清清爽

爽，以平易畅达取胜，一点

也不事夸张。收敛的背后是

可贵的感情。反观那些充满

夸张和叫嚣的文字，情感就

不值钱了。杨绛先生用精益

求精的文字保存了文化价值。

她的文章中没有空话、套话，

表述中却体现了艺术感，提

升了中国的文字。

杨绛先生生前在外文所研

究过英美文学史。在所里主办

的《文学评论》1957年创刊之

初，就发表过杨绛先生讨论英

国作家菲尔丁现实主义的问

题。听到她过世的消息，真的

非常可惜和惊讶。在我印象中，

她小小的身体里蕴藏着强大的

生命力。我至今都还期待，她

能从医院中走出来，回到三里

河的家。

《堂吉诃德》杨绛译本影

响最大

路燕萍 （北京大学外国

语学院西葡语系讲师）

我最早开始阅读杨绛先生

的作品，是源自对钱锺书先生

的喜爱。因为中学时喜欢读

《围城》，于是在大学毕业

前，就把钱锺书先生的部分文

章以及杨绛先生的一些作品顺

带读了一些。杨绛先生的作

品，我读过的第一本就是她翻

译的《堂吉诃德》。当时我还

没有读过这本书的原文，直接

读杨绛先生翻译的版本，最大

的感受就是语言的流畅和简

洁，行文间没有一点“翻译腔”，

读起来特别舒服。

后来，对她有了进一步了

解后，我知道她其实是一个归

化类的译者。所谓归化，就是

指当翻译出来的语句中遇到一

点繁复和累赘时，她会按照中

国人汉语的表达习惯进行调

整，来适应本土读者的阅读。

而且，她的译本，并不是一次

“全译”，中间进行了一些删

节。这种翻译策略下的译本，

更适合没有阅读过很多翻译作

品的人来阅读，而在《堂吉诃

德》译入中国的过程中，对于

大多数普通读者，杨绛的这个

译本影响是最大的，直到今天

仍然值得阅读。

当然，对于杨绛先生的翻

译方法，有过争论，杨先生也

有过回复。但是从具体的翻译

细节上看，她有些地方的处理

是相当好的。在我而言，杨绛

先生是一个非常有才、聪明又

充满灵性的译者。尤其是她为

了翻译《堂吉诃德》，在50多

岁时开始自学西班牙语，这实

在令人敬佩。

说实话，最近几年，我没

有特别阅读杨绛的作品。前些

年，除了她的翻译之外，我还

读过她的散文，对《我们仨》

印象较深。因为这本书讲的是

一家三口的日常生活，呈现出

钱先生作为普通家庭成员的一

些面貌，更接近生活，亲切、

感人。

杨绛最精彩的论说是关于

人的

黄梅 （中国社科院英美

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杨绛先生的文章不似布道，

不像讲课，也不是信马由缰地

“侃大山”，而像一位朋友娓

娓叙谈，字字句句透着不同寻

常的诚意。读杨先生的文章，

能感到一种人格力量，还有一

种如闻其声的亲切感。

她的议论仿佛在谈人，又

似乎在说己，但总之是在很平

等很恳切地和读者交流读书和

做人的感想，重心不在书本，

而在人和人生。不知是不是个

人偏见，我觉得杨先生最精彩

的论说是关于人的，关于那些

形形色色的小说人物。

譬如关于堂吉诃德的“疯”

和桑丘的“半痴半黠”，关于

蓓基 · 夏普的伶俐和工于心

计，每每讲得真切、中肯、精

妙。她说堂吉诃德是“知其不

可而勉为其难”，从他斗风车

战羊群的荒唐事中看到他执着

的理想主义和献身精神，说理

想与现实结合的不易，叹他的

可敬和可悲。

不管谈论什么，杨先生

都一丝不苟地做大量的准备

工作。在她笔下，平常的字

句有很惊人的容量。比如，

《堂吉诃德和》一文中有一

段谈英国人对该书的看法，

起始一句话是：“《堂吉诃

德》最早受到重视是在英

国。”为了这句简短的陈述，

作者做了近一百八十字的长

注，说明该书的三种早期英

译本的情况等等。不是说注

释比正文长就一定可钦可

敬，而是因为在杨先生笔下

注释特别体现了作者的治学

精神。

当然，若不是得益于书，

杨先生恐怕也不是我们今天所

知的那位在各种风潮和境遇里

不失本色，不失尊严，聪慧淡

泊，从容努力的学者——这是

事情的另一面。

——经作者授权，节选自旧

文《“听”杨绛先生话文学》

上一代人所经历的风浪，

比我们严峻多了；可他们中不

少人挺住了，一辈子凭兴趣读

书，凭良心做事，不趋时，不

媚俗，虽略有妥协，但较好地

保存了本真的性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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