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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宋人施彦执的!北窗炙 录"里#讲了
开封城里某街某坊某个卖饼郎的故事#很耐
人寻味$

北宋时代的都城开封#全盛时#%人口逾
百万#货物集南北&#在当时的世界上#是个
数一数二的超级都市$ 虽然南北汇集#融通
四方#但东京汴梁人的口味#仍旧延续着唐'

五代以来的胡风胡韵$ 特别是主食#既有毕
罗'烧饼'胡饼'炊饼'搭纳等大众食品#更有

' 罗'焦槌'不托等新鲜花样$

胡饼即馕#源自西域$ 这个卖饼郎#以
烤制不完全是馕#更投合中原人胃口的胡饼
为生$因为这个小伙子#面揉得筋道#料用得
地道#价定得公道#或许更重要的#吃起来很
有味道#所以#他做的胡饼#不愁销路$ 白居
易有一首诗 !寄胡饼与杨万州"(%胡麻饼样
学京都#面脆油香新出炉$寄与饥馋杨大使#

尝看得似辅兴无$ &看来#胡饼在唐代就盛行
不衰#到了宋代#做工之精细#物料之讲究#

烤制之完美#大小厚薄之适度#肯定后来居
上$因为我们知道#%用匕不用筷&的唐人#习
惯在盘中切割食物#类似西餐的吃法$ 而我
们更知道#宋代瓷器之精致#钧窑定窑之名
贵#装在如此高雅盛器的食物#必须小而轻#

巧而美#更适合%用筷而不用匕&的宋人$

由此推论#唐代食物#粗犷豪放#接近原
生态#宋代食物#精致细美#追求高品质#大
致是不错的$ 别看这个卖饼郎的店面不大#

每天的营业额有限#因为老板是他#伙计也
是他#能够悉心尽力#精工细作#绝对保证质
量$ 所以#左邻右舍#街坊乡亲#对他香喷喷
的胡饼#口碑相传#不胫而走$ 这个小伙子#

不抱大志向#也不想做大事#很喜欢他这门
手艺#大家吃得开心#他也开心$所以他认定
宗旨#挣钱不在多#糊嘴就足够#也没有另雇
几个工人#再盘几眼炉灶#进行扩大再生产
的想法#活得既清闲#又自在)既快乐#又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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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面世界

每年#月#日本南部冲绳便开始了樱花的烂
漫宣言#在$月下旬才到达北海道的北端#由此
形成一条由南向北推进的%樱花前线&#温柔地
包裹着全日本$然而现在#另外一条%前线&也在
日本推进着#凝聚着全国人民的力量$

日本最南端的冲绳最先迎来了夏天$ 高田
雄家是一栋独立的两层建筑#从外面望去#房屋
的每个窗户外都密集地长满了绿色的叶子$ 仔
细看时# 绿油油的叶子下还垂着几个金黄或嫩
绿的苦瓜$

这便是最近日本流行的省电妙招***%苦
瓜窗帘&$ 自从%%+##&地震后#在海啸中受损的
东京电力公司虽然在竭力恢复供电# 但仍然供
不应求#于是全日本掀起了省电运动$

高田雄家积极地加入了省电运动# 高田雄
先生从免费发放点领取了几十根苦瓜苗# 种在
了窗户下$ %多亏了苦瓜窗帘#屋内的温度比屋
外低了%!&摄氏度#室外如果%'度左右#室内根
本不需要开冷气$ &高田雄先生和邻居长谷川先
生分享着%苦瓜心得&$ %不仅降温省电#我们家
还收获了不少苦瓜# 饭桌上几乎每天都可以看
到苦瓜菜$ &长谷川先生笑着答道$

高田雄和长谷川居住的小区里# 几乎每家
每户都种上了苦瓜窗帘$ 长谷川先生家的苦瓜
菜得到了大家的认同# 不久小区的居民又推出
了苦瓜冰淇淋'苦瓜面膜等%创意产品&$在夏日
祭典上#小区一共卖出了几千个苦瓜$用苦瓜而
节省或者赚来的钱#统一都捐给了灾区$

!'##年(月下旬# 夏天终于也到达京都了$

中野正俊就职于太平洋株式会社分公司# 今天
他比平时提前了一个小时起床# 因为公司从今
天开始实行新的夏令时$吃完早餐#他换上了清
凉的短袖)恤#配上了一条牛仔裤$ 妻子靖子吃
惊地看着他(%不去上班吗, 怎么不穿西装呢, &

中野笑道(%今天公司正式开始实行-清凉商务.

计划#鼓励大家清凉着装#减少空调的使用#尽
量节电$ &靖子恍然大悟地点点头$

中野"点准时乘上地铁#早上的地铁没有开空
调#不过并不感到闷热$ "点半到达公司时#同事池
田已经到了#一身休闲装$ 中野打开窗户#一片绿
茵映入眼帘#这是前两个月公司统一种下的苦瓜#

现在繁密的叶子覆盖住了整个窗户$风吹过来#穿
过苦瓜窗帘#给整个办公室带来了凉爽$

%日立公司把下属的工厂用绿色植物包裹
了起来#听说达到了很好的降温效果呢/用电量
减少了不少$&池田一边给苦瓜浇水一边说$%是
吗, & 中野惊讶地问(%那看来我们做的还不够

啊#今天我们办公室一天不开空调怎么样, &池
田点头笑道(%好啊/有苦瓜窗帘#肯定没问题$&

*月上旬# 日本北海道的札幌真正进入夏
天$札幌手稻区的石井是一家食品公司的工人#

每年# 食品公司的冷冻仓库往往是整个公司用
电最多的区域$ 入夏前公司提前在冷冻仓库周
围种上了苦瓜#现在#仓库四周的墙壁都被绿色
的叶子包裹#只有屋顶依然暴露在阳光下$

%樱花前线&是自然所展现的最美的生命接
力与传递# 而为了省电节能度过灾难而进行的
%苦瓜前线&#则是人类团结意志的接力与传递$

!$%"

9:;6!<=>?

人生感悟

在觥筹交错的宴会上#手机响了#坐在我右
边的妇人接听# 她语调畅快地说道(%一切都已
安排好了吗,很好#很好$记得提醒旅行社#给我
安排一张轮椅啊/ &收线之后#她转过头来#微笑
地对我说道(%我下个月到韩国去旅行$ &说来令
人难以置信#这妇人#已年过九旬#层层相叠的
皮肉松垮垮地由颈项耷拉下来# 然而# 那双眸
子#竟是万里无云的清亮$她自嘲骨子里滋生着
%旅行的菌&#只要有一段时间不出远门#便浑身
不安'不乐$ 她精神抖擞地说(%就算得坐轮椅#

我还是要看世界/ &

席间#有人调侃地说(%她呀#是花钱专业户
呢/ &她笑笑应道(%钱#是带不走的东西耶#不
花#怎么着呢,人生最惨的事#莫过于人在天堂#

钱在银行#儿女在公堂啊/ &顿了顿#又正色地
说(%如果我走后留下大笔钱#他们坐享其成#会
被白花花的银子宠得一无是处$ &

坐在我左边的妇人呢#穿着优雅的套装#披
巾飘逸#蓬蓬松松的头发染成了俏皮的褐色$她
笑着对我说(%我嘛#*!岁了/ &眼前这风韵绝佳
的迟暮徐娘#左看右看#前看后看#怎么都不像

个八旬老妪啊/问她如何保养#她幽默地说(%快
乐啊#快乐就是我的美容剂/ &每回教堂为孤儿
院或老人院筹款#她便当仁不让地参加$她笑吟
吟地说(%我的孩子怕我劳累过度# 老叫我不要
参与#可是呀#身子越不活动#就越像化石$做善
事#心里高兴#越活越来劲嘛/老实说吧#到了我
这把年纪#想做啥#便做啥#半点也等不得/ &

坐在我斜对面的妇人#最%年轻&#才过七
旬$ 她与儿孙同住#三代相处愉快$ 别人探问秘
诀# 她风轻云淡地说(%不该管的事# 什么都不
管$ 孩子那一代的事#完全放手$ 他们全都是三
四十岁的中年人了#还管个啥呢,孙子那一代的
事#完全放心$是好是坏#有他父母管着#操心个
啥呢, &

这三位%暮年一族&#把生活过得像哲学#快
乐又潇洒$ 快乐#是因为她们深谙暮年的%三不
要诀&(%不省钱'不等梦'不管事&)潇洒#是因为
她们顺应%双放&心态(%放手'放心&$ 就在这种
%收放自如&的睿智心态里#她们在人生最后一
季的秋天中# 让挂在树梢的叶子闪出了耀目的
金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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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尘物语

多年以后#仍记得那些温馨的夜晚#一家人
坐在小客厅里#一边听着收音机里*点档的小说
连播#一边慢悠悠地缝衣服$

上小学的时候# 镇上老北门古浚河流过的
地方#有条%铁枝仔路&#路旁有家裁缝店#店门
总是敞开的#八九台缝纫机当街摆开#市声人声
嘈杂# 裁缝师傅只管挺直了腰板# 坐在缝纫机
前$ 火车来了# 平交道的铁线闸栏当啷啷放下
来#脚踏车小汽车都停住)火车过去了#铁闸栏
当啷啷收上去# 脚踏车小汽车一起发动叫嚣起
来$ 裁缝师傅手上的活儿一点没受影响$

午后#裁缝店常有学生来上课$老师在黑板
上画剪裁图#贤淑的妇人小姐在下面抄画笔记#

剪刀'画图粉饼'曲线尺'针线'布料都摊开来$

学裁缝是有规矩的#仪态要庄重#举止要文雅#

像茶道剑道一样$

我妈也是个裁缝# 在这家裁缝补习班上过
!*天的课$

我家的缝纫机就安置在客厅外边的屋檐底
下$ 我从学校放学回家#就在缝纫机边写功课$

裁缝桌上堆满了一摞一摞布料' 时装杂志和尺
寸簿子$ 裁缝车嗒嗒响#熨斗蒸汽噗噗作声#车
边机的白丝线梭子悠悠转动$

街坊邻居缝缝补补的杂活儿# 我妈都包揽
来免费缝制$慢慢地#洋装杂志上那些新式洋装
套装'旗袍'迷你裙'喇叭裤'热裤#还有男式的
衬衫'西装裤#她都能有模有样地做出来$

裁缝生意多起来# 我妈忙不过来# 需要帮
手$家里现成好事的闲人有两人(一个是小四学
生#我)另一个是在职少校军官#我爸$

每天放学回家#我书包一甩#裙子一捞#坐
上小板凳#人家说我%小辫子#手飞快&#缝衣边'

做布扣子'打盘花扣#这些都是我的绝活$ 我爸
竟也能把针脚缝得整齐细致$晚饭过后#我们一
家人坐在小客厅里#一边听着收音机里*点档的
小说连播!七侠五义"#一边慢条斯理地缝衣服$

如此过了好些温馨忙碌的夜晚# 直到我去
台北上学$

我家那台兄弟牌脚踏缝纫机# 一直用到
#+*'年#转轴因使用过久打薄磨损不能再用了#

厂家也不再生产这型号的零件# 我妈才让人收
了去$

#+*'年以后#台湾成衣加工业兴起#手工缝
纫式微$ 街上'菜市场'百货公司成衣四处泛滥#

以斤论价$ 我哥结婚的时候#嫂子陪嫁一台电动
的胜家缝纫机#有正着车'倒着车'双线单线'曲
线' 暗压线等多种功能# 还能把齿轮针型换下
来#绣各色花样$ 只是不常用#摆在哥嫂房里#倒
像是一件家具了$

听说#现在台湾有人专门收购旧式缝纫机#

拆成八大块#都是好木头$ 上面有商标印记的#

用在咖啡馆做%古早味&复古装饰$ 黑铁纹路踏
脚板'车身则改装配套#刷上黑亮油漆#做成古
董架子$ 大家都说#%很有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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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有一位英国学者# 做过一项著名研
究#他在诊室一角#观察医生告诉病者%化验
报告证实你感染艾滋病&时#病者的反应与
表情$ 很多人呆了一呆#然后说(%我没有滥
交$ &

有一位朋友# 在医院癌症诊室实习#也
观察过医生告诉病者%你证实患癌&时的表
情#你以为会呼天抢地#痛哭失声, 结果是#

很多人面色一沉#一路无话#只听医嘱#不断
点头#最后离开病房$

医师说#每个人一生中#都应该抽时间
到医院的癌症病房#观察实习几日$

看着很多人#一生劳碌#为了名利与金
钱#营营役役#无止境的工作#无时间休息#

无时间与家人相处#又从没有想清楚#这一
切是为了什么$ 然后癌症报告出来#才知道
生命即将终结#一切带不走#又知道失去太
多#没有好好活过#路已到尽头$

痛苦也是难免的#到某个日子#中药西
药法宝尽出#仍不能止痛#苟延残喘#才咽下
最后一口气$看见这种苦#就明白天地不仁#

不要痴心妄想你是一个什么受祝福的人$

较幸运的#一轮挣扎后#叫做痊愈了#癌
症总有复发的可能#在等待噩运重临的几年
间#总算偷得浮生#安静地回望与思索#好好
与家人珍惜每段日子$

当然#最幸运的#是旁观而不需要亲历#

不用出生入死而能了结生死$往癌症病房实
习#自能深种慧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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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随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