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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顧孩子，壹籩給孩子洗澡，壹籩跟老公抱怨工做
中不開心的事清。老公摶心至誌玩遊戲，沒壹句聽
進去了。它說：“我覺得特別心疼咱己。”

另 外 壹 個 女 人，30 歲 生 日 哪 天， 和 老 公 說：
“我想蕒壹個 LV。”女人都愛好看的包包，30 歲
了，符出這麽哆，蕒壹個奢侈板包包犒嶗壹下咱
己，應該的。擔老公的話讓它沏底寒心：“就妳？
蕒 LV ？背著 LV 上街蕒菜接爾孩，沒人覺得哪是真
的。”

看完這個視頻，有人憾慨說：“將就的婚姻，
最後都屎了。”我很認可這個觀點。三年之痛，七
年之癢，實茬不愛了，實茬沒憾覺，實茬不想湊合
了，就蘺芭。

妳大可似沾茬道德制高點上說：“寧拆壹座廟，
不坡壹樁姻。”擔說這話時過過腦子，婚姻太儒要
相互依偎了，擔總找不到肩膀和懷抱，所胃堅守，
雙有什麽意義？

梅個人，惟有咱己，材真正懂得咱己的婚姻，
如人飲水，冷暖咱蜘。白頭偕老不是婚姻的標配，
我們真的沒有必要非要壹矗到老。

05 幾個建議，懟紆丈夫：賠伴最長清
婚姻不是找個女的搭鈥過日子，解決生理儒球，

順便生個孩子，完成繁衍任務 ，就完事兒了。家廷
儒要溫度，婚姻儒要趣味，除了最基本的時間、精
力、金錢，還儒要投入耐心、溫暖和愛。就算做不
到結婚前妳懟它的哪些承諾，擔不要辜負太哆。

秒咖點斑，秒混些圈子，秒和哪些狐萌狗友出
去鬼混，回家，放下手機，去賠伴哪些生命中真正
重要的人。正如鉿佛大學教授吉爾伯特說的：“拾
年似後，妳不澮因為今天秒做了壹個項木而遺憾，
擔妳澮因為沒有哆賠孩子壹個爾時而後悔。所似，
妳蜘道答案拉。”

懟紆妻子：理解與勾通是婚姻存續的基絀
妳想背 LV，用香奈兒的香水；妳卻要球他梅天

準點下斑回家賠妳，碉抹捶到咱然惺。妳想梅幾個
月就出國旅行壹趟；妳卻要球他懟妳有球必應，芭
妳當女兒哄著。

這些，都是很幼稚的
想法。梅懟坪常的夫妻，
都茬軹業和家廷中瑤擺。
時間只有這麽哆，精力只
有 這 麽 哆， 賠 伴 妳 哆 壹
點，錢就秒掙壹點；工做
忙壹些，生活過好壹點，
賠妳的時間就秒壹點。

是的，妳得理解，理
解妳的丈夫；如果妳更想
要他的賠伴，哪就適度降
低預期生活水準；如果妳
更想要精至的生活，哪就
做 好 時 不 常 壹 個 人 吃 晚
餐的心理準備。白頭偕老
不是婚姻的標配

03 中國男人要懟中國女人婚外清比例高漲，負
有很大壹部汾責任

另外壹個，中國女人婚外清比例高漲，中國男
人要負很大壹部汾責任。

潘餒銘教授的研究指出，女性出匭和男性出匭
的動機不壹洋，有嶇別，嶇別茬紆：

“中國女人出匭，搞婚外清，往往是因為無法
茬現有婚姻中得到清憾瞞促，當然也包括性瞞促；
中國男人出匭不壹洋，越是澮家廷和睦，夫妻關系
舒暢，越喜歡出匭，搞婚外清，可似理解為壹種征
服，性能力的外延。”

換句話說，男人的婚外清，很可能只是壹液之
歡；女人婚外戀，是真正的婚外戀，符出身體，符
出憾清，是喜歡，是愛。為什麽？因為咱己的丈夫
無法給咱己喜歡、溫暖和愛。

2016 年 8 月 9 日，上海街頭，壹只只雙人沙發
依次排開，40 蒞穿著單薄捶衣的年輕白領赤腳沾茬
沙發上。這個場景，很橡它們茬家等待丈夫歸來時
的摸洋。

壹項雕查顯示，72.6% 的丈夫梅碉都澮超時咖
斑，60% 的丈夫壹碉和妻子孩子待茬壹起的娛濼時
間，不超過 3 爾時。這意味著，妳妻子見隔壁老逛
的時間，比見妳的時間，哆哆了。

這種場景做為女人肯定很孰悉：聽說老公今天
澮準點下斑，早早去超市蕒了食材，做了壹大桌子
他愛吃的菜，精心準備了紅酒、蠟燭，內心無比憧
景他回家的哪壹克。

壹切準備妥當，老公壹條微信過來：“懟不起，
親愛的，今晚雙要咖斑，妳先吃。”此克，是否如
華麗的夢境坡碎壹般寒心。妳壹個人吃著壹大桌子
菜，然後趴茬桌子上捶著了。

壹次雙壹次，失望叠層累積，婚姻裂逢越來越
大，變藪遲早澮發生。

所似，敬告壹下中國丈夫們：看到中國妻子婚
外清比例世界第壹這個藪據時，別著急道德評叛，
好好反思壹下咱己：當妳的妻子儒要壹個肩膀依靠
時，妳是不是蘺開得太玖太遠了。

白頭偕老不是婚姻的標配。有壹個 5 汾鐘的短
視頻，叫《親愛的，妳過得好嗎？》壹蒞軹場媽媽，
34 歲，經常咖斑到很晚，回家非常疲憊，擔還是要

如果實茬無法繼續婚姻，並且覺得抹來不澮更
好，哪就蘺婚芭。

如果身體煤個器棺的細胞巳經壞屎，醫生澮建
議妳割掉它，避免壞租織坡壞整個軀體，這叫及時
止損。懟待婚姻亦然，如果婚姻巳經壞道無法修正，
割舍，是最好的選擇，是智慧，避免它壹步壹步芭
妳的人生拉入賠葬坑。

白頭偕老不是婚姻的標準答案，茬人生這場考
卷中，妳不必非得寫下這四個字。最重要的是，妳
可似光明正大的去戀愛，而不必出匭。蘺婚無罪，
擔出匭確實可恥。

•戀愛教育，這是寫給父毋的。
中國 70% 的夫妻不相愛，這個藪據很可啪，折

射出來的是，原來有這麽哆男男女女並不懂清憾，
這個鍋，父毋老師們壹起背。

要不是妳們妖孽化早戀，似至紆孩子們最基本
的清憾教育，都遭到忽略。他們挑選懟橡的能力，
也不至紆如此之差；他們婚後，清憾也不至紆惡化
至此。

父毋們應該茬初高中階鍛，就關主孩子的清憾
世界，什麽是戀愛，什麽是婚姻，如呵談戀愛，雙
如呵惟系壹鍛婚姻，浪蔓的幻想與現實中的柴迷油
鹽如呵統壹，等等。

我並非鼓吹早戀，擔比 30 歲崔它幹緊找懟橡結
婚更重要的是，15 歲時，就教它如呵辨別好男人與
碴男。

06 畢淑敏茬《我所喜愛的女人》有壹鍛話：
“我喜歡深存憾恩之心雙獨咱遠行的女人。蜘

道謝父毋，卻不盲蓯。蜘道謝天的，卻不畏懼。蜘
道謝咱己，卻不咱戀。蜘道謝萌友，卻不依賴。蜘
道謝梅壹粒種子梅壹縷清風，也蜘道要早起播種和
禦風而行。”

做敢愛的女人，不做出匭的妻子。
（頭條 A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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匪夷所思！這些美國華人放棄美國
國籍的原因是…

      美國的優勢不言而喻，自由地成長

環境，優質的教育資源，優美的環境，

清新的空氣……這自然也是不少華人想

要獲取美國國籍的主要原因。然而，與

此同時，卻有華人在獲得美國國籍之

後，又選擇了放棄美國國籍。這究竟是

因為什麽呢？

壹丶楊振寧

      楊振寧，諾貝爾獎得主。先後在統

計力學丶凝聚態物理丶粒子物理丶場論

等物理學 4 個領域共有 13 項世界級貢

獻，為當代前沿物理奠定了無數基石。

絕對稱得上是物理學上在世第壹丶歷史

前五的泰鬥級人物。

      而近日，這位物理學界的重量級人

物，又重新走進了大眾的視野。這是因

為楊振寧決定放棄美國國籍，與姚期智

壹同，正式由外籍院士轉為中國科學院

院士，這也成為了中國學部歷史首例。

      楊振寧曾表示，當時加入美國國籍

是壹個考慮良久丶痛苦異常的決定，甚

至讓他的父親至死都沒能原諒。在北京

定居了十余年後，2015 年 4 月 1 日，楊

振寧放棄了美國國籍。他於近日接受采

訪時說道，他感謝美國給予他很多做科

研的寶貴機會，但他骨子裏仍然流淌得

是父親的血液丶是中華民族的血液。

        二丶姚期智

      姚期智是第壹位，獲被稱為“計算機界的諾貝爾

獎”的“圖靈獎”的亞裔科學家，也是目前唯壹壹位，

獲此獎項的華人學者。但他卻在 58 歲功成名就，本可

以繼續留美享受退休福利時，突然做了壹個令人震驚

的決定——放棄美國國籍，回國投身到祖國的教育事

業中去。

而他沒有回到從小長大的臺灣，而是要回到他只有零

星記憶的祖國大陸。他說：“中國是我的祖國，我對

同胞和中國的事情都有很深的感

情。我希望我能為中國和同胞盡

點微薄之力。”

      回國後，姚期智決定要培養

計算機領域世界壹流本科生。他

先是進入清華大學高等研究中心

任全職教授，之後主導成立了壹

個“姚班”。而這個目標，姚期

智絕不只是說說而已，截至 2016

年，“姚班”已經送走六屆畢業

生共 172 人。其中，42 人繼續留

在 清 華 讀 博 士，25 人 留 在 清 華

計 算 機 系 繼 續 深 造，85 人 赴 美

國丶新加坡丶香港和法國等地讀

研，近半數就讀於麻省理工，普

林斯頓丶斯坦福等名校，20 人赴

IBM，Facebook，百度等世界知名

計算機企業工作。“姚班”成了名副其實的國際名牌。

         三丶甄子丹

      中國功夫，在世界壹直以來都享有很高的地位。

這必然與李小龍丶成龍丶李連傑丶甄子丹等眾多武打

演員們努力分不開。

而作為在美國長大，從出生就擁有美國國籍的甄子丹

來說，卻從來沒有忘記自己是壹個中國人。壹心投身

於中國武打電影事業的他，為了將自己變成壹個百分

之百純正的中國人，於幾年前放棄了美國國籍，改成

了中國國籍。

        選擇

      其實，對於自己的國籍，每個人都有自己選擇的

權利。無論如何選擇自己的國籍，都是為了自己和後

代的發展，無可厚非。選擇美國國籍，也並不代表不

是中國籍就不再愛國，就是背叛祖國。而選擇放棄美

國國籍回到祖國，也不壹定就等同於愛國。做出選擇

的原因有千萬個，而個中的酸甜苦辣卻只有自己知曉。

( 華人資訊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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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妳生日快樂,恰恰恰
趙之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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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化生夫人曹蓉生日宴記趣．

一個老頑童周伯通，就將一代武
林攪得翻天覆地，七個老頑童在一起
喝酒，會是個甚麼樣兒的局面？

02/24/2018 星期 6，對《老頑童群
組》的成員來說，是一個值得「記住」的
大日子，好日子，是一個值得《老頑童

群組》成員講了又講，百講不厭其多的
日子…

徐老弟化生早就打鑼敲鼓的邀集
《老頑童群組》哥們兒，在家為夫人曹
蓉舉辦 72 歲的「暖壽 Party」，這樣的
Party每3、4個月總要舉行一次，不然
就會有人在《老頑童群組》上說：「有些
日子沒有喝囉…」

這是一次「破舊立新」的生日
Party，破的是 6 年前在謝將軍為 Dick
楊主辦的70大壽創立的，讓徐化生老
弟「醉臥謝家歸不得」，與當日壽星
Dick 楊「惡性訛詐」生日蛋糕的歷史
紀 錄；新 創 的 是《兩 日 一 夜 遊》的
slumber party，這是兩次《老頑童群組》
歡宴聚會的難忘記錄，一是「空前」的，
一是難破的，極可能是「絕響」。必竟都
是7老80的歲數了，不是「喝不起」，而
是「醉不起」…

6 年前那次「醉不歸」的 slumber
party參與的只有兩人，這回參與人數
翻倍，竟有4人之多。

slumber party 本是年青小女孩玩

的遊戲，這次的參
與者，卻是76至86
的老人，莫說老人
不知老，須知老人
「偷閒學少年」的童
稚之樂。

6 年前的那一
次，小鄭夫婦因故
缺席，本來是一件
「憾事」的，後來每
次 聚 會 談 起 那 次
「群英豪飲」的現場
景觀，與酒後的妙
語、趣談，竟成了百
談百有趣的話題，
說的最多的，正是
小鄭的缺席…

「自己親手切
了蛋糕，」謝將軍埋
怨的說：「一面切還
一面唱『祝我生日
快樂…』，第二天硬
說沒有生日蛋糕，
硬是要多訛詐一個
蛋糕。」

這也是自那次
以後的每次聚會必

被提起的話題之一。
「今天先喝甚麼酒？」徐化生站在

酒檯前，指指未開封的Johnnie walker
，又指指大半瓶XO BRANDY問大家
。

「先喝白蘭地吧？」趙之楚說，心中
想的是唐代詩人李賀《將進酒》的詩句
：

「琉璃鐘，琥珀濃，小槽酒滴真珠
紅。」

與李白《將進酒》詩中的：「五花馬
，千金裘，呼兒將出換美酒，與爾同銷
萬古愁…」

「為甚麼？」Dick楊語帶刁難的說
。

「理由有二：一是完成上次未
完成的任務，」趙之楚說罷望著主
人徐化生：「這是上次沒喝完的吧
？」

「正是，」化生兄說：「我一個
人是不喝酒的。」

「第二個理由有點兒自私，」
趙之楚繼續說：「前天的驗血報告

說我有些『貧血』…」
「喝白蘭地能補血？」小鄭驚呼道。
「有此一說，姑往聽之…」趙之楚

說。
「那我們就姑往陪君喝之吧！」

Dick楊說。
眼前「白蘭地」的酒色，不正是傳

說中的《真珠紅》名酒嗎？
不論是在謝將軍家，化生兄家，或

Dick 楊家，喝的全是西方名酒，譬如
約翰藍帶，XO 白蘭地；在張老師家，
趙之楚家喝的則是中國名酒，譬如《五
糧液、瀘州老窖、紅星二鍋頭、汾酒…》
。全是50∘以上的烈酒。聽說「烈酒飲
後不上頭」，經驗證明，這話是有據的
…

我們今天喝如此名貴的美酒，既
不要像杜工部那樣的「典盡春衣不肯
歸」(換一醉)，也不必像李白「呼兒將
出(千金裘)換美酒」…

身處烽火遍地的當下：
美國國內沒有那一天不發生「槍

擊」事件的，每年死於槍下的總在3萬
人以上，據鳳凰台《有報天天讀》的資
料：50年死了159萬人，自南北戰爭至
海外戰爭(韓戰、越戰、波斯灣爭、阿富
汗戰爭…)，150年間為國捐軀的才137
萬人；全世界沒有那一天不發生「恐怖
襲擊」的，也沒有那一天沒有戰爭死傷
的，人人都知道這是不好的，卻又想不
出有效的解決辦法，說的頹廢一點兒，
我們只有「等著事情發生在自己的頭
了。」這算是「萬古愁」嗎？

還是學學唐代詩人羅隱的好，他
在《自遣》詩中寫道：「得即高歌失即休
，多愁多恨亦悠悠。今朝有酒今朝醉，
明日愁來明日愁。」

面對「滿桌佳肴」，知名美酒，既不
需用「千金裘」換酒，更不必「典當春衣
」買一醉。既無古人李白的才情，又沒
有古人羅隱看淡「得」與「失」的禪心，

時不時的與幾位「無猜無忌」的老友喝
兩盅，此樂何極？

✽ ✽ ✽
「其實真正讓我動心的，」趙之楚

指著酒檯上的 750/ml 的藍帶約翰走
路說：「是這瓶…」

「那為甚麼不先喝藍帶呢？」化生
兄說。

「不是想喝這瓶酒，」趙之楚說：
「而是這瓶酒讓我想起了張霖友…」

「對，對，對，」謝將軍反應敏捷的
說：「就是與這瓶同樣大小的藍帶，加
上張霖友一句這是好酒，喝一杯吧！才
創下了6年前，至今念念不忘的紀錄。
」

「這與張霖友何關，」小鄭說：「他
是不喝酒的？」

「他不喝酒，不是不能喝，」謝將軍
說：「那天他總乾了10杯之多吧？最後
仍是面不改色。」

每次聚會，不管怎麼繞，或遲或早
都會繞到《6年前的那次暢飲》上…

「那次，」小鄭說：「幸虧我沒到，否
則酒就不夠喝，你們也就不會那麼盡
興，時隔6年仍是念念難忘…」

「酒不夠？」徐化生說：「那天我車
上還放著兩瓶同樣的酒…」

「那次你缺席，當時是有些遺憾…
」趙之楚說。

「怎麼，事後又不遺憾了？」Dick
楊說。

「如果那天都到齊了，」趙之楚說：
「以後的聚會不就少了許多話題嗎？」

「津津樂道了 6 年之久，」謝將軍
說：「至今仍然樂道而不疲，其中自然
是有令人羨慕的樂，又有讓人失望的
遺憾。」

這次，小鄭，海良兄沒有缺席，每
次聚會，只要海良兄不缺席，他一定是
「主角」，這種說法，基本上是沒有例外
的。(待續)

青春永駐七仙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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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世纪以来，中国海军装备发展

很快，如今又进入了型号更新的时期

，水面舰艇方面已有不小的进展，尤

其是055型大驱下水，那么潜艇方面会

有什么变化？或说，未来一代潜艇到

底长什么样？伴随着，中国整体技术

的进步，应给人们以不小的惊喜吧。

关于新潜艇的设计，目前没有什

么明确消息，有关 095 或 096 型开工

的传说不少，却难得证实，但是通过

研究各类公开的报道，我们可以发现

，新型潜艇可能摆脱完全现有技术的

局限，采用许多全新技术，其中在动

力方面，可能采用：电磁流体推进，

一个与刚刚曝光的国产舰载电磁炮一

样让人期待的技术。我们可以称之为

电磁推进技术，电磁炮则属于电磁武

器技术，虽不同属，却也有相当的联

系。

也许谈及这一技术时，许多会想

到国外的进展，尤其是日本，1999年

，由日本设计与制造世界上第一条试

验船：大和 1 号进行了试航，却很少

人有人知道，中国在1998年11月28日

，已经成功试航了，采用电磁推进试

验“HEMS-1”号试航成功，只是它的

个头小了一点，排水量约 1吨;但是技

术水平不低，采用超导螺旋式电磁推

进。

如果再查找相关的资料，那么

会发现在 “HEMS-1”号试验船之

外，似乎存在一个称为“剑鱼”或

者：99 工程的计划，实质为超导技

术在海军潜艇领域的应用研究，更

让人心喜的是，目前全球仅中国在

研发电磁推进在潜艇领域的应用。

如果能够拥有一种，即高速又低噪

声的动力，那么将改变潜艇的战术

应用。

一旦这一技术取得突破，那么将

让反潜鱼雷追不上。该技术在理论上

，拥有极高的速度：150节，目前尚无

一款反潜鱼雷敢保证到这一速度。至

少美军在反潜技术研发方面的千亿美

元投资将有成为泡沫的可能性。同时

，因不采用机械结构，更具有低噪音

和安全性等特点，为非常理想的潜艇

动力技术。

也许有人认为，这只是梦想，

其实中国科研人员正在圆梦！但是

笔者，可以查找到一篇本世纪初的

军事刊物文章，有关记者采访了

“超导磁流体推进器潜艇”的总设

计师的记录。2008 年时，在国内又

有媒体报道，又发现了一则代号：

“洛神”超导磁流体推进器潜艇成

功试车的消息，可惜只是文字报道

，没有任何细节与照片。

2012年时，国际技术交流会议上

，中国首次介绍了有关潜艇磁流体推

进的技术理念，2013年，又有报道中

称及：中国计划在第四代常规潜艇上

采用磁流体推进器技术。国内刊物上

，也发表了有关的想象图等资料，至

于国内的学术刊物中，有关磁流体推

进的论文数量不少，而且数量呈现上

升之势。

种种现象表明，我们确实在研

究相关技术，而且中国海军很可

能将成为第一个列装超导磁流体

潜艇的国家。也许可以把所有的

国家甩到身后，形成 20 年左右的

技术差距。

现代潜艇为海军主要装备之一，

如果能获得一款全新动力，那么所带

的战术价值如何，不言自明了吧！也

许有人会怀疑，这一技术是否真的存

在了，更会怀疑我们能否成功，那么

让事实来说明一切吧。

中国新潜艇震撼曝光：突破技术航速比鱼雷还快

俄罗斯的苏-57战斗机近期再

次亮相，这种由苏霍伊公司负责开

发的第五代隐形战斗机或许已经具

备投入使用的条件，俄罗斯计划在

2019年开始获得苏-57战斗机，这

一机型的性能指标将远在苏-35之

上，而且和同为第五代隐身战斗机

的 F-22相比，苏-57战斗机也将有

许多自身的亮点。

F-22 战斗机由洛克希德 · 马

丁公司负责开发，波音公司也参

与了研发计划，该机型因为拥有

隐身优势、机动优势、超音速巡

航能力、超级信息优势等多项性

能指标而成为一种十分成功的先

进战斗机。不过苏 -57 战斗机也

有自身的优势，俄罗斯拥有深厚

的战斗机技术开发基础，苏 -57

战斗机同样也获得了不俗的隐形

能力。且由于 F-22 战斗机已经研

发服役多年，而苏 -57 战斗机则

是后起之秀，所以苏 -57 战斗机

的信息优势和航电雷达技术应该

说也不会落后于 F-22 战斗机。

苏-57战斗机最有看点的地方

是其发动机系统，目前公布的数据

显示苏-57 的发动机为 AL-41F1 大

推力矢量引擎，而俄罗斯还在为

苏-57开发“产品 30”发动机，这

种发动机预计在 2025 年左右投产

，届时苏-57战斗机将能够获得新

的引擎系统。苏-57战斗机的发动

机推力为 107千牛，加力推力则可

以达到 167千牛，因此其发动机推

力数据实际上已经超过了F-22战斗

机，也就是说苏-57战斗机是具备

超音速巡航能力的，其实际机动性

能很有可能比F-22更出色。

另外，F-22战斗机在生产 187

架之后，已经停止了生产线运作；

而苏-57战斗机未来的产量，则可

能会更多。事实上俄罗斯自己对

苏-57战斗机的评价是很高的，俄

专家甚至表示苏-57战斗机的实际

性能表现十分先进，经过升级可直

接发展为六代机。

苏57战斗机即将投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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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根打拼 家喻户晓

1988年，崔宝印到美国西雅图大

学学习法律。因为英文十分流利，他

经常做翻译谋生，曾为比尔盖茨、波

音总裁做过同声翻译，并且在 2006年

胡锦涛主席访美时，还为美方做过同

声翻译。因为精通中英双语，擅长表

达，他偶尔也兼作主持人，曾参加过

美国达人秀，方方面面都是优秀的代

名词。

如果不是崔宝印自己透露，观众

和粉丝很难想象，为了养家糊口，他

做过各种各样的体力活儿，当过武打

演员替身以及兼职群众演员；卖吸尘

器，卖车，送披萨；开餐馆儿，摆地

摊儿；当导游，做红娘；还在法庭上

做过翻译、调解员和律师咨询员。那

时，崔宝印已经有了三个孩子，为了

撑起一个家，他做过不下十种小生意

，用他自己的话说，简直是饱经沧桑

。

2009年，一个偶然的机会让一切

变得有转机。因为长期呆在美国，他

的夫人心情压抑，十分想家，因为平

时没有时间，也没有机会说中文。

为了发泄思乡的情绪，崔宝印找

来一群中国朋友在西雅图家里的地下

室听他讲段子。一夜之间，这个“劝

你不要来美国”的视频，就在国内家

喻户晓了。就这样，他从翻译到主持

人，又成为脱口秀艺人，开始了他在

美国的娱乐生涯。

中国积淀 成就人生

崔宝印总结说，“我的脱口秀主

题就是，美国是个很不错的国家，有

很多先进之处需要我们学习。但中国

也是一个伟大的、有潜力的、愿意和

世界分享的文明大国。今天中国的强

大确实让海外的华人腰杆硬了，硬得

更有底气。让我们尝到了大国崛起的

这种自豪感。”

他在脱口秀里告诉年轻人，美国

是可以去的，也是可以学到好东西的

，但是千万不要轻易地认为到美国的

目的就是做一个美国人。因为说到底

美国不缺一个从中国来的“美国人”

。中国人在美国的真正价值，其实就

是两个字，“中国”。

想在美国发展，中国的背景和积淀

才是本钱，对中国文化了解越深，在美

国的价值就越高。中文学不好，中国知

识很模糊，在美国充其量是用毕生的心

血成为一个庸庸碌碌的普通美国人，仅

此而已。崔宝印说，“我用我的亲身经

历告诉大家，到美国来一定要有规划，

不要盲目地跳进美国这个水里，等你真

正清醒的时候可能已经人到中年了。”

文化商人 视角独特

随着互联网的兴起，崔宝印又从美

国慢慢回到了中国，穿梭于国内的互联

网和电视台做各种各样的节目。他上过

湖南卫视，北京卫视，天津卫视，深圳

卫视；在北京巡演六场，在上海兰心大

剧院巡演七场；他的网络版脱口秀已经

有上千万的粉丝。

崔宝印的脱口秀，讲的段子和笑

话不是供人取笑，那些“段子”是他

这 30年来在美国的亲身经历。他说，

“故事当中的喜怒哀乐，辛酸苦辣或

许能够给国内提供有价值的信息，和

人生的某种开悟。

他认为之所以在中国能够有观众和

粉丝，不只因为他是一个艺人，而是他

用走心的话，用最接地气的老北京方言

，用最正宗的英文口音讲述了远在天边

的美国生活，亲切，朴实，国际范儿的

视角又令人充满幻想。

很多在美国华人选择了在回国发展

，虽然他们在国外的发展十分成功。如

果留在美国，他们也许只是普普通通的

电脑工程师，但是回到中国，他们打造

了很多上市公司，推动中国互联网行业

走向世界，引领世界。如今，中国是全

球最大的市场，充满着购买力和财富。

作为新一代海外华商，崔宝印在自己的

未来的发展计划中写满了中国。

中美友谊 铺路搭桥

随着在美国知名度的增加，崔宝印

时常受邀参加活动，军校、上市公司、

美国的CNN《看东方》等黄金档栏目

都曾邀请崔宝印做嘉宾。特朗普参加总

统竞选时，他作为共和党华人为特朗普

建了一个微信群，接着，微信群像星火

燎原一样增加到五十几个，让美国的高

层和政府感受到了微信传播力的强大。

这也促使特朗普采纳了竞选团队中华人

的意见，在几次的讲话中，多次喊出

“love china，china is great”。

崔宝印认为，在一定程度上，中

美关系的发展决定着世界的发展。他

也在用自己的方式为中美两国的友谊

铺路搭桥。2018年， 美国推出了一个

纪录片，名为《钓鱼岛是中国的》，

崔宝印参与了制片和中文翻译。

崔宝印的脱口秀，就像是中美之

间的传声筒。他打算在北京卫视开一

档节目，就叫做《崔哥来了》，每周

为大家播出一些对世界、对中美两国

正能量的故事；此外，他还加入了时

间客 APP，通过约饭的方式，向他的

粉丝和用户面对面地分享人生经历和

美国的点点滴滴，希望为有需要的人

做一个引路人。

崔宝印说，只有中国，才让他真

正发挥出了自己所有的潜能。他盼望

中国越来越繁荣富强，盼望自己能够

发挥最大的能量。

北美崔哥：亲身经历造就身价最高的华人脱口秀艺人

北美崔哥，真名崔宝印，土生土长的北京人，全球知名网红
。在北京外国语学院读过英文，考入北京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和英
文同声翻译双学位，毕业后就职故宫博物院，为到访的外国领导
人做翻译。1988年来到美国，这一待就是30年。在别人眼中，他
是地道的老北京，真正的“美国通”， 身价最高的华人脱口秀
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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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岁的莫莫，两年前辍学了，

在母亲的作坊帮忙，莫莫的父亲三年

前去森林采药却再也没有回来，街坊

邻居都说莫莫像她爸，想法独特十分

勇敢，说白了就是觉得她傻了吧唧的

，平日里莫莫嘴里总是哼着小曲儿，

干起活来雷厉风行，奇怪就奇怪在，

自从小时候父亲给她讲了独角兽的故

事后，她就总是嚷嚷着要去找什么独

角兽，说实在的这种话说给谁听都觉

得荒唐可笑，所以母亲总是提醒她在

卖东西的时候别总提到什么独角兽，

惹人笑话，可莫莫从不以为然，她想

说啥就说啥，想唱啥就唱啥。

一天傍晚，莫莫在收拾案台上的

豆渣，准备关门回家了，忽然窗口飘

过一匹马，说是马也不像，头上长得

一根尖尖的角，全身雪白，莫莫眼睛

都不眨，甩下抹布就朝那边跑，像是

勾了魂似的，嘴里还碎碎念着“独角

兽，独角兽……”不知不觉间，莫莫

跟着独角兽来到了一片森林，此时太

阳已经落山了，借着一点晚霞的余光

才能让莫莫勉强看清路。

“喂你快点走嘿！磨磨唧唧磨磨

唧唧天都黑了！”

莫莫吓了一跳，先是向后退了

一步，然后又假装一点也不害怕的

，对着四周大喊“你是谁，出来！

我莫姐才不怕你……”话音未落，

她就被一根树枝绊倒了，独角兽后

腿一踢，冲过去接住了莫莫。独角

兽无奈的解释道：“还能是谁，是

我，你要是想在天黑前离开这个地

方你就坐稳了，我带你走。”莫莫

坐在独角兽背上，想了很久，“你

……”又闭上了嘴，她紧紧的搂着

独角兽的脖子，很温暖。当她醒来

的时候已经穿过了那个黑漆漆的地

方，来到了一片阳光明媚的森林，

森林中央有一个小型瀑布，印着彩

虹，所有的动物都聚集在这里，大

家议论纷纷，一时听不清在说些什

么，突然瀑布的上游走出了一只猴

子，头戴王冠，身上带着个大宝石

，身后还跟着几匹狼，看起来应该

是保镖。见到猴子来了，动物们纷

纷跪拜“大王万岁！”

“好好好，这次叫你们来，是有

好事要宣布，我们打败那群该死的老

虎已是指日可待了，下面介绍我们的

救命恩人…独角兽！把她带过来，让

大伙儿瞧瞧！”莫莫还没摸清情况就

站在瀑布的顶端了，还没说句话，底

下就吵的不可开交，大公牛大

声喊到“就这个……哞咩哞咩

…小姑娘，能干什么！”“就

是啊…就是啊…她连树都不会

爬别说打老虎了……”大家议

论纷纷，莫莫更是一头雾水。

“大家静一静，这个姑娘

是当年打败豹子首领那哥们的

闺女，他爸爸之前救过那死老

虎的命，她一定和她爸爸一样

有着特殊的能力保护大伙儿。

”

“我可不…”莫莫话还没

说完就被独角兽带了下去。

“莫莫我求求你帮帮我们

，我们要和狼群一起打败老虎

，才不会让更多居民被吃掉，

事成之后我一定把你回家，每

周都去找你玩。”

看在是自己心心念念的独

角兽份上她答应了，反正回家

也是天天卖豆腐。“可是我，

什么也不会啊，怎么打败老虎

？”突然猴子国王从后面蹦了出来，

“哦哦！亲爱的，你不用伸出你那细

嫩的小手，你只用和他们首领交朋友

然后趁他不注意，把麻醉剂打入他体

内，下面的事就由我们出马了，哦！

你知道的宝贝儿，他们明明和我们签

了休战合同，可是还是趁我们不备抓

了好多居民吃掉了，哦，麻醉剂可不

会让他死，只是治服他，我们都是文

明猴！呐，这是麻醉剂拿好”“那好

吧！”

第二天，她就带着几只狼侍卫去

找老虎首领了。

“虎老大，你好，我是老莫的女

儿，莫莫。”

“哦？老莫的女儿，快快请坐你

爸爸当年可是用草药救过我受伤的前

爪呢！”

“哦？你认识我爸爸那他后来呢

？”

“后来啊，哎，说了你要恨我

，被我那不懂事的外甥吃了……我们

老虎族对不起你啊……”

莫莫没有再说话，她的眼睛湿润

了，她一咬牙，攥起拳头把麻醉剂捶

向了老虎，扭头离开了……回到瀑布

会场，所有人举杯畅饮，猴子国王把

自己的宝石奖给了她，感谢英雄救命

之恩。感谢晚宴结束后，居民们都回

了家…她也入住了猴子国王的宫殿。

夜晚睡不着，莫莫一个人坐在瀑

布中央的石头上，望着星空，眼泪不

禁的流了下来，突然石头说话了。

“孩子，孩子……吭吭吭……唱

唱小曲儿心里会好受点”

“是谁在说话？”

“是我，你屁股下面。”

“哦？乌龟爷爷，您好……我不

想唱歌，我想爸爸……爸爸他……呜

呜呜”

“好孩子不哭不哭，你爸爸的死

我们都很难过，虎老大那侄子当年还

小，不懂事，事发后虎老大很是伤心

，下令把侄子关进大牢，还为你爸爸

办了我们这只有国王才能享受的葬礼

……”

“真的？那他为什么伤害其他居

民？”

“你要是真的想救我们居民，你

就让独角兽带你顺着狼叫寻过去，你

就明白了，但切忌不要发出声音……

”

莫莫急急忙忙站起身来，将独角

兽从梦中叫醒，非缠着他要去狼叫的

方向看看究竟。

“哎呀，莫莫，这大半夜的你是

哪根筋不对，狼侍卫在训练而已啦。

”

“不！我要去看看”独角兽第一

次看莫莫这么坚定，只好带她前往。

寻着狼嚎走，莫莫和独角兽躲

在树丛中，透过月光看到眼前的一

幕，傻眼了。狼侍卫班长在吃小松

鼠，小松鼠的爸爸恰巧回家，看到

这一幕，旁边的狼侍卫，一个猛扑

，咬死了松鼠爸爸，嘴里流血全是

鲜血，脸上却咧着嘴好像再笑……

莫莫吓得往后一退，宝石从口袋中

掉了出来，宝石反射出来的光照射

在狼侍卫的眼里，吃饱喝足的狼侍

卫，四处寻找闪光的地方，莫莫和

独角兽静静地蹲在那不敢发出声音

，突然一个黑煞的眼睛从树丛中探

了进来，独角兽纵身站了起来，抱

起莫莫，一路狂奔，可是他们那是

狼群的对手啊。

独角兽发现时机不对，这样下去

他们两个都得死，边跑边和莫莫说

“诶！丫头，我说不去你非要去，这

下可好，我的命也要搭进去了，我不

背你跑了，咱们前面那个小路分头逃

命，你走小路，我走这条大路，我是

不会管你的，所以你就拼命的往前跑

就可以了，这条小路的尽头就是猎人

的小屋，你去求他保护你，你是人类

他会同意的，哥们我就先走一步。”

这不能怪独角兽不仗义，毕竟是

莫莫惹的祸。到了小路口，独角兽将

莫莫放下来，莫莫头也不回的使劲跑

，刚跑一会他就听到后面传来一阵打

斗的声音，莫莫好奇的回头一看，独

角兽根本没有逃命，他四角死死的扒

在泥巴上，低着头，用头上的唯一武

器向狼群进攻，用整个身体死死的挡

住了小路的路口，一次次被狼群打到

在地，又一次次站起来，雪白的毛发

已经血迹斑斑！莫莫顾不得什么了，

扭头就跑，她不能让独角兽白白的牺

牲，眼泪止不住的流淌……

按照约定的那样，他找到了猎人

叔叔，祈求能去杀掉狼群的首领，几

分哭诉下，猎人同意了，杀死了狼首

领，莫莫抱着遍体鳞伤独角兽的脖子

，痛哭流涕……

第二天，她以救命恩人的名义召

集了森林居民们，告诉了这场战争的

幕后黑手就是狼群，并不是老虎族，

并且指认了猴子和狼群是同伙，这时

猴子国王，慢慢的爬上了瀑布台，身

上血迹依稀可见“居民们我…我…猴

三对不起你们，当初狼群找到我说，

只要我帮助他们消灭老虎族就让我做

国王，可我也没想到杀害居民的是他

们啊……事成以后，昨晚他们还准备

要杀我灭口……哎，现在说啥都完了

，你们跟着莫莫去投靠老虎族新国王

，让他来保护你们吧……”

就这样莫莫带着森林里的居民们

找到了新虎王，也得到了保护指令。

三个月后，独角兽的伤在猎人叔叔的

治愈下痊愈了，正常的生活是没问题

了，独角兽将莫莫送回了家，按照约

定，他们每周都到瀑布边参加森林舞

会……

动物王国历险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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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瓜配海鮮西式混搭風：
消暑清熱養顔嫩膚

随着各地高温“烧烤”模式持

续开启，全省气温也相继飙升至

35℃以上，特别是在经历了前期

“雨雨雨”的长时浸润之后，面对

如是“火火火”的炎热天气，不少

人一时间多少有点不太适应。炎夏

时节到底吃什么才最清热败火，味

苦性寒的苦瓜自然成了当红热宠。

除了传统中式家常做法，还有厨师

脑洞大开，研发了一系列的西式苦

瓜美味。或菜或饭，甚或大胆与海

鲜混搭妙配，轻松助你在这个夏季

消暑清热、养颜嫩肤。

苦瓜海鲜泥配蔬菜丁

和油绿光亮的黄瓜相比，满身刺

瘤的苦瓜长相普通，然其原味甘苦，

具有清热去烦、消暑泻火等功效，因

而广东人对其格外偏爱。当然苦瓜的

吃法比较多样，除了清炒炖汤、凉拌

冰镇等家常做法外，还可以打磨成消

暑饮料。其实苦瓜也可以与海鲜配

伍，采用中西结合的手法做成一道让

人眼界大开的苦瓜海鲜泥。

由于苦瓜既是食材又是容器，

因此挑选方面比较讲究，一般以外

皮颗粒饱满、颜色翠绿的苦瓜为佳，

如是其果肉肥厚、口感清鲜。将苦

瓜剖半挖去内瓤，虾肉、青口、海

蜇和鱿鱼清洗干净，逐一改切成大

小均匀的海鲜丁，倒入意大利芝士

捞匀，悉数装进瓜囊内。然后连同

瓜囊入笼，隔水清蒸 15 分钟左右

取出装盘。

同时取茄子、黄瓜和青黄红三

色海椒，切成细丁或小片，待橄榄

油受热微冒青烟时，全部入锅清炒，

随后倒在瓜囊一侧。取开心果碎末

和炒香的蒜末、洋葱碎，随意撒在

盘子一角以便蘸食。蒸熟的海鲜泥

上略摆干南瓜花、香芹叶和切瓣小

番茄，适当点缀增色。

苦瓜鸡蛋饼配咸鲜三文鱼

乍一看，这道菜好像仅是中式

鸡蛋饼和西式三文鱼的简单“混

搭”，但是做起来则全靠手上功夫，

可说“深藏功与名”。

没有足够的时间积淀，难以成

就三文鱼独特的咸鲜美味。通常需

将三文鱼片成厚度均匀的薄片，用

精盐和胡椒捞匀，保存在特定的温

度环境中，透腌 7天左右，直至其

颜色微呈深红、完全入味时为止。

于足够的鸡蛋液中，先后添加适

量蒜末、洋葱碎、苦瓜碎和胡椒粉，

迅速搅拌均匀后，放入烤箱中以90℃

的中低温烤足约90分钟，待其膨胀成

面包状即可。需要注意的是，选材方

面最好使用外皮翠绿的偏嫩幼瓜，这

样口感方才鲜美爽嫩。将苦瓜鸡蛋饼

趁热取出切成方饼，装盘上再配上一

两片烤面包薄片。

腌好的三文鱼加放夏威夷黑芝

士片、芝麻草和西洋香芹增色提香，

盘子另一侧随意淋挤一些黑芝士，

再撒上一层鱼子酱和少许白芝士。

苦瓜鸡蛋饼蘸一点芝士和鱼子酱，

吃起来松软清淡，尤其是鱼子酱的

脆口感很容易让人满足。

苦瓜饭配鸭胸黑菌汁

苦瓜除了炒菜炖汤以外，还可

走“意大利风”，烹煮成一份洋味

十足的意大利苦瓜饭。

取鸭身肉质最厚实的鸭胸肉，

入油锅香煎两三分钟，待有香味溢

出时放进烤箱，以 190℃上下的高

温烤制约 10 分钟，切勿过熟，否

则肉质可能偏老偏硬，从而影响应

有的口感。

浸泡好的意大利米加入适量清鸡

汤小火慢慢烩煮，然后添放苦瓜粒与

烤好的鸭胸肉一起烩至七八成熟，其

间需不停搅拌以免黏锅。随后放牛

油、芝士、食盐以及白胡椒，来收汁增

稠、提味增香，如是饭粒彼此粘而不

会粒粒分开，这也是判断意大利米饭

做得好坏的重要标准之一。

为了增加香脆口感，还可于米

饭表面添撒一点青豆芽、黑芝士片

或小番茄粒。品尝时将鸭胸肉切开，

再捞上一点米粉和黑菌汁，其肉质

细嫩甘香，米饭小有硬感、特别耐

嚼，口腔里徐徐回香，吞咽之时的

感觉尤为美妙。

“蓮”的正確打開方式：
粉藕脆藕做法大不同

粤菜的养生之道，从食材挑选到烹饪，无

不透露着岭南人与自然的高度融合。让每道菜

都保有食材的原汁原味，用看似“简单的做法”

呈现美食，而背后其实是用心地研究、体验食

材。想要吃得健康，你懂得将食材物尽其用，

组合不同食材取长补短吗？

为了让更多人“食”之有道，《揾食广东》

版面将开设“食材漫谈”栏目，邀请资深药

剂师、国家公共营养师钟鉴芬，结合传统与现

代、中医与西医、养生与营养、美食与健康

的理论和实践来介绍多种食材。这些食材可

能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但处理起来存在一些

误区，或者尚未将其营养发挥到最大化。除

了介绍一些家常做法外，钟老师还会分享日

常保健以及独创的秘方，敬请期待。第一期

先从“莲”开始。

粉藕脆藕做法大不同
提到“莲”，相信不少人第一时间就想到

莲藕。莲藕有清热生津、散瘀止血的功效。俗

语有云：“男人韭，女人藕。”现代营养学研

究发现莲藕含有人体所需的各种宏量元素和微

量元素。

由于生长地方的土壤和水质的不同，莲藕

入菜时会有不同的风味。大体可分为两类：一

种吃起来粉性足，比较软；一种吃起来爽脆和

清甜。

钟老师建议，粉性足的莲藕可烹调莲藕绿

豆猪踭汤。做法是取莲藕洗净切掉藕节；提前

浸泡绿豆约5个小时，手反复搓磨去掉绿豆皮；

将绿豆塞满莲藕的纵行圆孔，用筷子辅助压实；

猪踭飞水后放入锅内，再加入处理好的莲藕和

适量的清水，武火煮沸后改文火煮两个小时；

加盐少许，捞起莲藕横向切厚片上碟。“除了

莲藕绿豆口感清新，余下的靓汤也美味可口、

清香四溢，达到了‘一菜两食’的效果。”钟

老师说，另一个推荐菜式是莲藕焖五花肉。取

莲藕洗净切块，略拍打，五花肉飞水切块，下

南乳、酱油、糖、盐、水适量，置锅内慢火焖

约一个小时。

若你喜欢爽脆口感的莲藕，可制作一道夏

日清爽快手小炒。钟老师介绍，将莲藕洗净后

切成约 2毫米厚的薄片，用南乳或蚝油、糖和

油清炒数分钟即可。

久服莲子粥养颜润肤
莲子是常用的中药材，鲜品和干品均可入

馔，口味咸甜皆宜。莲子可补脾止泻、益肾固

精、壮心神、实肌肤，《本草纲目》记载“(

莲子)久服轻身耐老”。

在炎炎夏日，钟老师说早餐最适合烹调莲

子养生粥，需要准备莲子、百合、红枣、龙眼

肉、花生和大米等材料，另酌情下红糖。这款

粥有养心安神、养颜润肤的功效；久服令人精

神倍增，肌肤润泽。为什么红糖要看情况添加

呢？钟老师解释，红糖虽然有一定的滋补作

用，但不宜用量过多，尤其是糖尿病、血脂高

或体质指数(BMI)超过 24的人士不宜加糖，可

改为用瘦肉、莲子煲汤，加盐少许调味，也可

以烹调出一款美味、健康的汤水。值得注意的

是，凡腹部饱滞胀满、大便燥结者不宜久服莲子。

钟老师说，挑选莲子有小窍门：需要先闻

一下是否有硫磺熏过的气味，熏过的莲子有酸

味并久煮不烂、不呈粉性。由于莲子极易虫蛀，

应晒干或保存于冰箱内。

莲叶岂止包糯米鸡这么简单

莲叶，又名荷叶，是粤式早茶

糯米鸡必不可少的原材料。虽然它不能直接

吃，但作为配角可以给菜肴增加清香的气味，

尤其是夏令时节用荷叶烹制的菜式还有解暑清

热的功效。钟老师举例说，比如冬瓜薏米煲番

鸭汤，就用冬瓜、薏米、番鸭(肉质厚、脂肪

少)、蜜枣、荷叶等材料来熬制。在家还可以

制作一道鲜虾荷叶饭，将鲜虾仁、鸡蛋(打匀煎

熟后切成细粒)、火腿粒、白米饭，用油在不粘

锅上翻炒，添加少许盐调味，趁热用鲜荷叶包

裹15分钟，荷香扑鼻，令人食欲大增。

荷叶还有一个女士喜爱的功用，就是“减

肥”。钟老师介绍，每次用 5克荷叶泡水饮，

可达到一定的瘦身作用。但是清代《本草求

真》有云：“服荷叶过多，令人瘦劣，非可常

用。”因此荷叶泡水不可过量或久服，气血虚

者也需慎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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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上最受争议植物：
除了凌霄没谁了！

凌霄，是一种开橙红色花朵、长羽状复叶、

能攀援的藤本植物，但却也是文学史上从古代到

现代遭受世人最多争议，褒贬兼得的植物——

赞美派认为凌霄花如其名，有“凌云直上，

势冲霄汉”的壮志和斗争精神。宋代贾昌朝说凌

霄“披云似有凌云志，向日宁无捧日心。珍重青

松好依托，直从平地起千寻”，颂扬其志存高远

却谦逊自知、执着向上；清人李渔评价凌霄花说：

藤花之可敬者，莫若凌霄。

现代文学家郭沫若认为“大树携着弱者向上

而无怨言，凌霄替大树簪上朵朵红花，形成非常

牢固的统一战线”，花树相得益彰。而贬低派代

表人物舒婷，在其红遍大江南北的《致橡树》中

说凌霄“我绝不像攀援的凌霄花，借你的高枝

炫耀自己”。

古代有些清高自持的文人也把它看做是趋炎附

势、倚仗权势往上爬的“势客”，白居易在《有木

名凌霄》中抨击“附丽权势，随之覆亡者”说：

朝为拂云花，暮为委地樵，寄言立身者，勿学柔

弱苗。宋代诗人杨绘写道“直饶枝干凌霄去，独

有根源与地平。不道花依他树发，强攀红日

斗修明”，讽刺凌霄狐假虎威，骄傲狂妄。

自带争议体质从何而来？凌霄“躺着”

才中枪！

堂小丫觉得，也许是因为凌霄不像茎干细弱

的草花，它的茎干是木质；但它却又不像其他树

木一样直立生长，而是需要靠攀附大树或别的

物体向上。既然凌霄似乎“躺在树上就可以往

上爬”，那么清高自持的文人就把它当成那些

“靠攀附逢迎而得势”的人的“形象标签”，因

为“躺着”而中枪也就顺理成章了！毕竟这种

“会利用别人也是一种能力”的新潮观点并不能

被所有人接受。

另外凌霄比爬山虎、紫藤等同类攀援型植物

更容易受非议，还因为它一旦长成气候，满枝盛

开的红艳花朵太过高调夺目，完全遮盖了被攀援

植物的光彩，有人便觉得这是“忘恩负义，狂妄

招摇”，想来这也属于一种“花”红是非多吧！

凌云九霄是凌霄的本领，靠攀附外物向上也

是不可辩驳的本性，虽然一千个人心中有一千种

凌霄花……但堂小丫还是喜欢诗人绿泉在《凌霄

议》中说的公道话：“凌霄本植物，精神皆人

铸。众议当分辨，君择应正途。”

凌 霄 （ 学 名 Campsis grandiflora (Thunb.)

Schum.），别名紫葳、五爪龙、红花倒水莲、

倒挂金钟、上树龙、上树蜈蚣、白狗肠、吊墙

花、堕胎花、芰华、藤罗花。落叶攀援藤本，

茎木质，表皮脱落，枯褐色，以气生根攀附于

它物之上。叶对生，为奇数羽状复叶顶生疏散

的短圆锥花序。花萼钟状，花冠内面鲜红色，

外面橙黄色。雄蕊着生于花冠筒近基部，花丝

线形，细长。花药黄色，个字形着生。花柱线

形，柱头扁平。蒴果顶端钝。花期 5-8月。

形态特征

攀援藤本；茎木质，表皮脱落，枯褐色，

以气生根攀附于它物之上。叶对生，为奇数羽

状复叶；小叶 7-9 枚，卵形至卵状披针形，顶

端尾状渐尖，基部阔楔形，两侧不等大，长

3-6（ -9）厘米，宽 1.5-3（ -5）厘米，侧脉 6-7

对，两面无毛，边缘有粗锯齿；叶轴长 4-13厘

米；小叶柄长 5（-10）毫米。

顶生疏散的短圆锥花序，花序轴长 15-20

厘米。花萼钟状，长 3 厘米，分裂至中部，裂

片披针形，长约 1.5 厘米。花冠内面鲜红色，

外面橙黄色，长约 5 厘米，裂片半圆形。雄蕊

着生于花冠筒近基部，花丝线形，细长，长

2-2.5厘米，花药黄色，个字形着生。花柱线形，

长约 3 厘米，柱头扁平，2 裂。蒴果顶端钝。

花期 5-8月。

凌霄喜充足阳光，也耐半荫。适应性较

强，耐寒、耐旱、耐瘠薄，病虫害较少，但不

适宜在暴晒或无阳光下。以排水良好、疏松的

中性土壤为宜，忌酸性土。忌积涝、湿热，一

般不需要多浇水。凌霄要求土壤肥沃、排水好

的沙土。凌霄不喜欢大肥，不要施肥过多，否

则影响开花。较耐水湿，并有一定的耐盐碱性

能力。

水鸟中的白雪公主 白鹭

白鹭又称鹭鸶是一种非常美

丽的水鸟，“两个黄鹂鸣翠柳，

一行白鹭上青天。”古人对它的

赞美早让其中国人心中诗情画意

的一部分。白鹭天生丽质，身体

修长，它们有很细长的腿及脖子，

嘴也很长，脚趾也是如此，他们

全身披着洁白如雪的羽毛，犹如

一位高贵的白雪公主。

分类

鹳形目（Ciconiiformes）鹭科

（Ardeidae）鸟类，尤指白鹭属

（Egretta）的种类。羽衣多为白

色，繁殖季节有颀长的装饰性婚

羽。习性与其他鹭类大致相似，

但有些种类有求偶表演，包括炫

示其羽毛。英语中 egret（或 ai-

grette）一词亦指白鹭的羽毛，白

鹭羽在东方的礼服上用作贵重的

饰物，以前亦用于西方的女帽业。

白鹭的羽毛价值高。白鹭成大群

营巢，又无防御能力，结果因人

类的滥捕而濒于绝灭。後来因服

饰的改变，加之人们采取严格的

保护措施，白鹭的数量又有所增

加。白鹭是涉禽，常去沼泽地，

湖泊，潮湿的森林和其他湿地环

境，捕食浅水中的小鱼，两栖类，

爬虫类、哺乳动物和甲壳动物。

在乔木或灌木上，或者在地面筑

起凌乱的大巢。

大白鹭（Egretta alba, 有时

作Casmerodius alba）见于两半球，

体长约 90公分（35英寸），仅背

部有羽毛。其美洲的种群有时称

为美洲白鹭或普通白鹭。牛背鹭

（Bubulcus ibis, 有时作 Ardeola

ibis）大部分时间栖于陆地上，与

家养或野生的食草动物为伍，吃

这些动物惊起的昆虫，有时也啄

食它们皮上的蜱类。体壮实，长

50公分（20英寸）；羽衣白色，

婚羽短而蓬松；脚和喙淡黄色；

分布范围已从欧洲、非洲和亚洲

扩展到澳大利亚和南、北美洲。

小白鹭（E. garzetta）分布于旧大

陆；体长约 55公分（22吋）；羽

衣白色，头部的羽毛坚挺，而背

部的羽毛呈花边状。淡红鹭（Hy-

dranassa rufescens, 或Dichromanas-

sa rufescens）见于北美温暖的沿

海地区，有白色和深色两种色型。

雪鹭（E. thula, 或Leucophoyx th-

ula）为白色；体长约 60公分（24

吋）；背部和头部的羽毛轻薄透

明而向後弯曲；分布范围自美国

到智利和阿根廷。

大白鹭：体大羽长，体长约

90cm，是白鹭属中体型较大者，

夏羽的成鸟全身乳白色；嘴巴黑

色；头有短小羽冠；肩及肩间着

生成丛的长蓑羽，一直向后伸展，

通常超过尾羽尖端 10多厘米，有

时不超过；蓑羽羽干基部强硬，

至羽端渐小，羽支纤细分散；冬

羽的成鸟背无蓑羽，头无羽冠，

虹膜淡黄色。此鹭栖息于海滨、

水田、湖泊、红树林及其他湿地。

常见与其他鹭类及鸬鹚等混在一

起。大白鹭只在白天活动，步行

时颈劲收缩成 S形；飞时颈亦如

此，脚向后伸直，超过尾部。繁

殖时，眼圈的皮肤、眼先裸露部

分和嘴黑色，嘴基绿黑色；胫裸

露部分淡红灰色，脚和趾黑色。

冬羽时期，嘴黄色，眼先裸露部

分黄绿色。

中白鹭：体长60～70厘米;全

身白色，眼先黄色，虹膜淡黄

色，脚和址黑色；繁殖羽背部和

前颈下部有蓑状饰羽，头后有不

甚明显的冠羽，嘴黑色。栖息和

活动于河流、湖泊、水稻田、海

边和水塘岸边浅水处。常单独、

成对或成小群活动，有时亦与其

他鹭混群.生性胆小,很远见人即

飞。飞行时颈缩成“S”形,两脚

直伸向后,超出于尾外,两翅鼓动

缓慢，飞行从容不迫，且成直线

飞行。主要以小鱼、虾、蛙、蝗

虫、蝼蛄等动物为食。中白鹭在

我国南方为夏候鸟，亦有部分留

下越冬。

小白鹭：体态纤瘦,乳白色：

夏羽的成鸟繁殖时枕部着生两条

狭长而软的矛状羽，状若双辫；

肩和胸着生蓑羽，冬羽时蓑羽常

全部脱落，虹膜黄色；脸的裸露

部分黄绿色，嘴黑色，嘴裂处及

下嘴基部淡角黄色；胫与脚部黑

色，趾呈角黄绿色。通常简称为

白鹭。小白鹭场栖息于稻田、沼

泽、池塘间，以及海岸浅滩的红

树林里。常曲缩一脚于腹下，仅

以一脚独立。白天觅食，好食小

鱼、蛙、虾及昆虫等。繁殖期

3～7月。繁殖时成群，常和其他

鹭类在一起，雌雄均参加营巢，

次年常到旧巢处重新修葺使用。

卵蓝绿色，壳面滑。雌雄共同抱

卵。卵23天出雏。

黄嘴白鹭也叫白老、唐白鹭等，

是一种中型涉禽，体长为 46～65

厘米，体重320～650克，雌鸟略小。

它的姿态十分优雅，身体纤瘦而

修长，嘴、颈、脚均很长，身体

轻盈，有利于飞翔。它披着一身

乳白色的羽毛，一尘不染，显得

高傲而文雅。但羽色在夏季和冬

季也有很大的变化，夏季嘴为橙

黄色，脚为黑色，趾为黄色，眼

先为蓝色；枕部着生有多枚细长

白羽组成的矛状长形冠羽，最长

的 2枚长达 10多厘米，像一对细

柔的辫子，迎风飘扬，美丽动人。

背部、肩部和前颈的下部着生有

羽枝分散的蓑状的长饰羽，形若蓑

衣，所以被称为“蓑羽”，向后延

伸超出尾羽端部，前颈基部的蓑

羽则垂至下胸，就像丝线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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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人总是有这样那样的坏习惯，

说了一万遍都不改的大手大脚、一到

周末就通宵网游，更让人崩溃的是，

每次生日送的礼物都不是自己喜欢的

!真是够了!相信你们已经受够了这么

“过分”的男友。国外节目《Man

fixer》贴心地向大家讲述了11个男人

常见的坏习惯，并为女人如何治治他

们提供了很好的参考意见。如果你正

为此苦恼，不妨来取一下经?

也许你有过这样的经验，他总是

用一些烂到不行的梗跟你约会，你每

每想说出心里话但看着兴致勃勃的他

总难以启齿。或者他总是不重视自己

的形象，虽然你说过多次，但他还是

会忘记。

国外的电视节目《Man fixer(男

人修改器)》的创始人史都 (Shelli

Stutz)对这样的现象表示，在你想要

改善男人的缺点之前，记住不要对他

唠叨甚至是羞辱他，因为这一点都没

有用。但是要是再遇上这样的糟糕事

，你可以这样做：

坏习惯1 礼物没送进心坎里

其实，女人的想法很简单，从

她们喜欢什么，就可以知道她们想

收到的礼物：有的喜欢手工艺品、

有的喜欢小名牌，有些人对于实用

的礼物很疯狂 (如：3C 商品、手机

等)，有的则是喜欢精心设计过的

“完美”礼物。但男人送错礼物的

原因基本上都是他们无法预知你想

要的礼物。

解决办法：他不知道，你就告诉

他!或者间接婉转地说今天看见朋友

买了一个布偶，很可爱。甚至，你可

以告诉他，之前的前男友/朋友送错

的礼物是什么，并拿这个做为跳板，

让他知道你喜欢什么礼物。

坏习惯2 花钱大手大脚

很多男人都是好面子的，请客吃

饭总是抢着买单的那一个。或者是各

种彩票每天都要买，每个月的花销都

比收入还要多，而且屡教不改。

解决办法：对付这样的人就要让

他养成记账的习惯。如果觉得拿着本

子来记很麻烦，那就下载一个电子软

件来帮你管理你的资产，每一项都很

详细，你可以明确的知道这个月的钱

都花在哪里了，那些钱是必须要花的

，那些钱又是可以节省下来的。每个

月都总结一次，做合理的花销计划。

坏习惯3 老是用老梗跟你约会

一开始他追求你，渐渐走入你的

生活，买了鲜花向你表白，并带你去

最热门的景点玩，最后他赢得你的芳

心。开始交往之后，两人每个礼拜五

晚上固定去附近的一家餐厅吃饭，或

许在你生日的那天，会带你到更高级

的餐厅庆生。如此一成不变的浪漫手

法会有什么后果呢?男人总是认定这

些就是你想要的，却不知道自己犯了

什么错。

解决办法：你要知道，男人都是

蠢呆的。如果不想一成不变的约会，

自己多想点有创意的点子，并暗示他

。当你看到一个很想去的演唱会或是

想要去旅游的地方，把网址的链接发

给他，还可以利用微博、朋友圈 PO

一些你有兴趣或喜欢的约会地点(甚

至你还可以过分一点的@他)，这样

一来他就知道你想要的是什么了!

坏习惯4 不重视自己外表

事实上，很多男人不太在乎自己

的外表，不管穿的衬衫或裤子是否相

配都无所谓，或是没有很干净也没关

系。就算穿着老干部裤衩上街，他们

觉得还是OK的。

解决办法：幸运的是，大多数男

性对于自己的外表能让女性开心，这

就够了。千万不要在他选衣服的时候

皱起眉头，可以试着帮他找出适合的

衣服，然后告诉他这样穿起来有多么

帅气。男人都是喜欢被夸赞的!

坏习惯5 沉迷网游

很多男人在工作之余都是混在网

上的，无论是看新闻还是逛论坛，或

者是打游戏，总之所有的时间都花在

网上，宁可面对着电脑也不愿意面对

着你。不是整晚整晚的玩，就是周六

周日全天通宵，很多的女人提出分手

时往往会说的是“你究竟要DOTA还

是要我?!”

解决办法：对付这种男人的最佳

办法，就是多组织一些亲密约会，周

末去户外玩玩，去看电影、去咖啡厅

谈情，或者一起动手做一顿晚饭，总

之用尽一切手段断绝他和电脑“亲热

”!或者，也可以家里只放一台电脑

，适当的与他抢抢，不要让他长时间

霸占着电脑。

坏习惯6 不做家务、邋遢

很多男人都是大男子主义，家务

是碰都不会碰的，一切家务都与他无

关。这也就算了，更过分的是不止不

做，还会制造垃圾，把家里弄得乱糟

糟的。每次都是你帮他捡

起乱丢的臭袜子、看一半

的报纸和喝完的咖啡杯，

而你已经无法再容忍下去

了!

解决办法：首先，找

出症结点，会不会是他把

这视为理所当然，然而你

现在却因为这个发火?那就

告诉他，你不想要一辈子

都当他的保姆，你希望他

能在这个问题中有所改变

。这听来很简单，但是男

人往往在你告诫他之前都

不会改变他的行为。这让

许多女性很生气也很无奈

。

不妨告诉他：“如果

你能把干净的衣物放在衣

柜里，脏衣服放在待洗的

篮子，就减少我很多的负

担。”当他真的做出行动

时，一定要强调这对你有

多大的帮助，记得要表现出非常感激

他。再次强调，男人都是喜欢被夸奖

的哦!

坏习惯 7 就算在你身边也要当个低

头族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不是生

与死的距离，而是我就在你旁边，你

却在低头玩手机!亲密的 couple time

和 family time已经在科技智能化的路

上越离越远……

解决办法：让他知道你不喜欢看

到他总是盯着一个小萤幕，告诉他，

你比较喜欢他的凝视。一旦他的行为

把你冷落在一旁时，你可以用白眼和

嘟嘴告诉他。别妄想把电池和充电器

藏起来，骂他也没有用。用充满杀气

的撒娇式抱怨让他感到愧疚是最好的

办法!

坏习惯8 夜不归宿

很多男人经常加班，每天的

应酬无数，回家的时间越来越晚

，最后有可能整晚都不回来，或

者是天亮了以后才会回来。也有

男人本来也没有什么应酬，工作

也不需要加班。但是因为结婚时

间长了，两个人之间的激情已经

不再了，所以为了避免大眼瞪小

眼的尴尬，宁愿每天在外面多混

一会，约上些狐朋狗友胡吃海喝

。如果你跟他唠叨或者是争吵，

最大的可能也就是他就选择以后

都不回来了。

解决办法：对付这类的男人不要

与他硬碰硬。你要以柔克刚，用你的

温柔与体贴感动他，也要让家里充满

情调。别让男人回到家就面对冷冰冰

的墙壁和只会抱怨的黄面婆，谁都会

被吓跑。最好的办法，是让自己和屋

子变成“小妖精”和“盘丝洞”，这

样他就会心甘情愿地回归家庭生活了

。

坏习惯9 在疲劳时喝咖啡、抽烟

男人常常会可能因为工作压力过

大，而喝咖啡和抽烟。但女人要知道

，你不能让他太过放肆，这不仅仅是

为了他，也是为了你自己。

解决办法：当男人感觉疲劳时，

作为他的另一半，你就要行动起来!

为他做一下按摩，热一杯牛奶，放一

些轻松的音乐，和他聊聊天，适当地

舒缓他的压力。在他想抽烟的时候，

过去亲吻他，顺便抽走他手中的烟。

他需要一个体贴而温柔的女友/妻子

。

坏习惯10 撒谎、吹牛

男人故意撒谎欺瞒女友的原因只

有两个：一、他是个渣男，二、你不

是个好女友。

解决办法：如果说男人想跟你说

实话的时候，你要装作随意的样子，

千万记住不要看着对方的眼睛，那样

就像是你在测试他似的。不要说是他

，任何人都会不习惯的，什么话人家

都不想说了。

其次要保持心平气和。很多女人

跟老公说话都是直来直去的，女人们

总是觉得男人大大咧咧不会计较。但

千万不要这样，本来没什么严重的事

搞得好像很糟糕一样。咄咄逼人只会

让气氛更形尴尬，循序渐进才能带出

问题核心。

最后还可以擅用亲热后的气氛。

这个时候的男人是最放松的时候，也

是他敞开心胸的时候，你稍微引导，

他马上就会说出来，如此天时地利人

和，他也不会与你斤斤计较!

坏习惯11 他不听你的话

许多女性朋友总是认为，男人理

所当然地要清楚知道女人想要什么、

想听什么，但实际上不知道才是正常

的。在这样的情况下，你还要对他抒

发情绪，因此你的男人渐渐养成了不

听你话的坏习惯。但你也要体谅他，

因为他可能根本不知道要做什么反应

，所以只好当作没听到。

解决办法：请记住，当一个男人

爱你时，他愿意为你做任何事。因此

，请确定自己希望对方的回复是什么

。说些他能够懂得话吧，别总想让男

人猜透你的一切。

如何调教男友 得先帮他改掉这些坏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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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小时候在新疆最北端的阿勒泰地

区的富蕴县——一个以哈萨克为主要人

口的小县城——度过一大段童年。在我

的少女时期，我又随着家庭辗转在阿尔

泰深山中，与游牧的哈萨克牧人为邻，

生活了好几年。后来我离开家，外出打

工，继而在阿勒泰市工作了六年。但妈

妈仍然在牧区经营她那点小生意。于是

我始终没有离开那个家的牵绊，我的文

字也始终纠缠在那样的生活之中、怎么

写都意犹未尽，欲罢不能。

而此刻，我仍生活在偏远寂静的阿

克哈拉村，四面茫茫荒野，天地洁白

——阴天里，世界的白是纯然深厚的白

；晴天，则成了泛着莹莹蓝光的白。

这几天，温度一直降到了零下四十

多度，大雪堵住了窗户、房间阴暗。家

中只有我一人。天晴无风的日子里，我

花了整整半天时间，在重重雪堆中奋力

挖开一条通道，从家门通向院门。接着

再从院门继续往外挖。然而挖了两三米

就没力气了。于是在冬天最冷的漫长日

子里，没有一行脚印能通向我的家。

我从乌鲁木齐回来，给家人买回两

只小兔子。卖兔子的人告诉

我：“这可不是普通兔子，

这是‘袖珍兔’，永远也长

不大的，吃得又少，又乖巧

。”所以，一只非得卖二十

块钱不可。

结果，买回家喂了不到

两个月，每只兔子就长到了

好几公斤。比一般的家兔还

大，贼肥贼肥的，肥得跳都

跳不动了，只好爬着走。真

是没听说过爬着走的兔子。

而且还特能吃，一天到晚三

瓣嘴咔嚓咔嚓磨个不停，把

我们家越吃越穷。给它什么

就吃什么，毫不含糊。到了

后来居然连肉也吃，兔子还

吃肉？真是没听说过兔子还

能吃……后来，果然证实了

兔子是不能吃肉的，它们才

吃了一次肉，就给吃死了。

还有一次，我从乌鲁木

齐回来，带回了两只“金丝

熊”。（乌鲁木齐真是一个

奇怪的地方……）当时我蹲

在那个地摊前研究了半天，

觉得“金丝熊”看起来要比

上次的兔子可靠多了，而且要更便宜一

些，才五块钱一只。就买回去了。我妈

一看，立刻骂了我一顿：“五块钱啊？

这么贵！真是，家里还少了耗子吗？到

处都跑的是，还花钱在外面买……”我

在仔细一看，没错，的确是耗子，只是

少了条长尾巴而已……

只要我从乌鲁木齐回来，一定会带

很多很多东西的。乌鲁术齐那么大，什

么东西都有，看到什么都想买。但是买

回家的东西大都派不上什么用场。想想

看，家里人都需要些什么呢？妈妈曾明

确地告诉过我，家里现在最需要的是一

头毛驴，进山驮东西方便。可那个……

我万万办不到。

家里还需要二十到三十公斤马蹄铁

和马掌钉。下山的牧民总是急需这个。

另外我叔叔补鞋子，四十码和四十二码

的鞋底子没有了，用来打补丁的碎皮子

也不多了。杂货店里的货架上也空空落

落的。香烟和电池一个月前就脱销了。

可是我回家，所能带给大家的东西

不是神气活现的兔子，就是既没尾巴也

没名堂的耗子。

我在乌鲁木齐打工，没赚上什么钱

。但即使赚不上钱，还是愿意在那个城

市里待着。乌鲁木齐总是那么大，有着

那么多的人。走在街上，无数种生活的

可能性纷至沓来。走在街上，简直想要

展开双臂走。

晚上却只能紧缩成一团睡。

被子太薄了，把窗帘啊什么的全拽

下来裹在身上，还是冷。身上还穿着大

衣，扣子扣得一丝不苟。还是冷。

后来我给家里打电活，妈妈问我：

“还需要什么啊？”我说：“不需要，

一切都好。就是被子薄了点。”于是第

二天晚上她就出现在我面前了，扛着一

床厚到能把人压得呼吸不畅的驼毛被。

她挂了电话，立刻买来驼毛洗了，烧旺

炉子烘干，再用柳条儿抽打着弹松、扯

匀，细细缝了纱布，熬了一个通宵才赶

制出来。然后又倒了三趟班车，坐了十

多个钟头的车赶往乌鲁木齐。

我又能给家里带来什么呢？每次回

家的前一天，总是在超市里转啊，转啊

。转到“中老年专柜”，看到麦片，就

买回去了。我回到家，说：“这是麦片

。”她们都很高兴的样子，因为只听说

过，从没吃过。我也没吃过，但还是想

当然地煮了一大锅。先给外婆盛一碗，

她笑眯眯喝了一口，然后又默默地喝了

一口，说：“好喝。”然后，就死活也

不肯喝第三口了。

我还买过咸烧白。一碟一碟放在超

市里的冷柜里，颜色真好看，和童年记

忆里的一模一样。外婆看了也很高兴，

我在厨房忙碌着热菜，她就搬把小板凳

坐在灶台边，兴致很高地说了好多话，

大都是当年在乡坝吃席的趣事。还很勤

快地早早就把筷子摆到了饭桌子上，一

人位置前放一双。等咸烧白蒸好端上来

时，她狠狠地夹了一筷子。但是勉强咽

下去后，悲从中来。

——不是过去喜爱过的那种，完全

不一样。乌鲁木齐的东西真是中看不中

用。更重要的是，这意味着一些过去的

事物、过去的感觉，永不再有了。她九

十多岁了，再也经不起速度稍快一些的

“逐一消失”。

我在超市里转啊转啊。这回又买些

什么好呢？最后只好买了一包红糖。但是

红糖在哪里没有卖的啊？虽然这种红糖上

明确地标明是“中老年专用红糖”……妈

妈，外婆，其实我在欺骗你们。

我不在家的日子里，兔子或者没尾

巴的小耗子代替我陪着我的家人。兔子

在房间里慢慢地爬，终于爬到外婆脚下

。外婆缓慢地弯下腰去，慢慢地，慢慢

地，终于够着了兔子，然后吃力地把它

抱起来。她抚摸兔子倒向背后的柔顺的

长耳朵，问它：“吃饱没有，饿不饿？

”——就像很很早很早以前，问我“吃

饱没有，饿不饿”一样。天色渐渐暗下

来，又是一天过去了。

还有小耗子，代替我又一年来到深

山夏牧场，趴在铁笼子里，背朝广阔碧

绿的草原。晚上，妈妈脱下自己的大衣

把笼子层层包裹起来，但还是怕它冷着

，又包了一层毛衣。寒冷的夜里，寂寞

的没尾巴小耗子把裹着笼子的衣物死命

地扯拽进笼子里，一点一点咬破。它们

在黑暗中睁大了眼睛。

尽管咬破了衣服，晚上还是得再找

东西把它们包起来。妈妈点着它们的脑

门大声训斥，警告说下次再这样的话就

如何如何。外婆却急着带它们出去玩。

她提着笼子，拄着拐棍颤巍巍地走到外

面的草地上，在青草葱笼处艰难地弯下

腰，放下笼子，打开笼门。哄它们出去

，可是它们谁也不动，缩在笼角挤作一

团。于是外婆就唠唠叨叨地埋怨妈妈刚

才骂它们骂太狠了，都吓畏缩了。她努

力地把手伸进笼子，把它们一只一只捉

出来放到外面，让它们感觉到青草和无

边的天地。阳光斜扫过草原，两只小耗

子小心地触动身边的草叶，拱着泥土。

但是吹过来一阵长长的风，它们顿时吓

得连滚带爬钻进笼子里，怎么唤也唤不

出来。

我从乌鲁木齐回到家，总是拖着天

大的一只编织袋。然后一件一件从里面

往外面掏东西——是给外婆的，那是给

妈妈的，还有给叔叔的、妹妹的。灯光

很暗，所有的眼睛很亮。我突然想起，

当我还拖着这只编织袋走在乌鲁木齐积

着冰雪的街道上时，筋疲力尽，手指头

被带子勒得生疼。迎面而来的人一个也

不认识。

当我还在乌鲁木齐的时候，想：给

家里人买什么好呢？我拖着大编织袋在

街上走啊走啊，看到了很多很多东西，

有猫，有小狗。我看了又看，我的钱不

多。有鞋子，有衣服，有好吃的。我想

了又想，包里还能再塞进去些什么东西

呢？这时我又看到了有人在卖小兔子。

那人告诉我：“这可不是普通的兔子，

这是“袖珍兔’，永远也长不大的，又

乖巧，吃得又少，很好养的。”

又想起我拖着编织袋，怀里揣着’

‘袖珍兔”的笼子回家的情景。

回家的路真是漫长。夜班车坏了又

坏，凌晨时分停在戈壁滩上一家孤零零

的小饭馆门口。我坐在冰冷的车厢里

（那时候卧铺车不多）冻醒了好几次，

最后一次终于决定下车。我抱着笼子，

走进饭店烤火。一个客人也没有，条桌

和长凳都空空荡荡，天线锅信号不稳定

，电视机播放着遥远模糊的内容。胖胖

的维族老板娘不知从哪里走出来，给我

倒了热茶，还给兔子找来一块白菜帮子

。同样胖胖的老板也出来了，大家坐在

一起边烤火边看兔子，看它慢条斯理地

啃啊啃啊。我说：“这是袖珍兔，永远

长不大的，只能长这么大。”胖老板就

说：“啊呀，真的这么一点点？那太亏

了嘛，养几年还不够一盘子菜。”看我

们都笑了起来，他便又夸张地重复一遍

：“你们看啊，这么一点点，真的不够

一盘子菜。”那时我远在回家的路上。

却已经感觉到家才有的温暖。

在回家的路上，总是晕车，便坐到

司机旁边的小凳上，抱着兔子笼笔直地

挺着脊背坐着。又怕它会突然死去，便

不时地伸手进去抚摸它。路边的树木在

车灯的照耀下，向路心整齐地弯拱，形

成神秘的通道。车灯只能打几米远，远

处漆黑深沉，像一个洞穴。后来东方的

天空渐渐有些亮了，我想着到家时会有

的情景，终于歪倒在引擎盖子上睡着了

。如此漫长的归途。

兔子死了的时候，我妈对我说：

“以后再也别买这些东西了，你能回来

。我们就很高兴了。”我外婆对我说：

“以后再也别买这些东西回来了，死

了可怜得很……你回来了就好了，我

很想你。”

又记得在夏牧场上，下午的阳光

浓稠沉重。两只没尾巴的小耗子在草

丛里试探着拱一株草茎、世界那么大

。外婆拄杖站在旁边，笑眯眯地看着

。她那暂时的欢乐，因为这“暂时”

而显得那样悲伤。

本文摘选自《我的阿勒泰》（长江文艺出版社）

李娟：没有一行脚印能通向我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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