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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日本人! 我完全同意" 食在中国# 的说
法!我这么多年留在中国的最大理由就是为了吃$

比如!夏天的露天烤羊肉串配上啤酒!永远是那个
季节最美味的选择$ 到了寒冷的冬天!涮涮肉味香
浓的手切羊肉!再蘸上中国风味的芝麻酱!真是香
啊!连最后的羊肉汤也不能错过$

中国各地的香肠也是天下绝品! 地道的四川
农村麻辣香肠如果跟啤酒或红葡萄酒搭配! 也是
美味极了$ 还有烧饼! 从外面咬下去层层酥脆!

真的可以跟著名的法国牛角面包一较高下$ 对了!

中国街头随处可见的手擀面! 对我来说也是一个
奢侈品$ 在日本! 手擀面必须去高档专卖店才能
吃到! 价格也很贵$ 但让我纳闷的是! 很多中国
人并不是真的 "会吃%$ 在日常生活里! 中国人不
太重视吃的情境安排! 不给日常吃饭以应有的社
会地位$ 而在日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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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
都很重视吃饭时间$ 吃饭既是享受的过程! 也是
家庭和朋友交流的场合$

在日本!晚饭是家庭的中心活动!而且!吃饭必
须是有始有终的$ 无论多忙!大家都会先坐下来一
起说一句"谢谢!我要吃了%才能动筷子$然后!再好
好欣赏热乎乎的菜!夸一夸妈妈的好手艺!再聊一
聊今天过得如何$ 在所有人都吃完之前!谁都不可
以离开饭桌! 最后要一起说一句 "真是顿佳肴!谢
谢%!大家才站起来!收拾桌子并准备饭后的茶&甜
点和水果$

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虽然餐桌上的菜都做得
很丰富很美味!却缺乏一种"欣赏%吃饭的气氛$ 好
像对忙碌的中国人来说!吃饭唯一!或许最大"的目
的就是赶快把胃填满$ 完成这项任务!每个人立刻
站起来离开饭桌!似乎只是一件无头无尾的生活小
事$对我来说!这样的吃法!好像只有在军队里或监
狱里才会发生!与高质量的中国菜太不匹配$

中国人对日常吃饭不重视的习惯! 一直延伸
到学校里$ 最近! 我心疼地发现! 我上小学的孩
子! 每天中午就花#$分钟的时间看着同学的后背
吃饭! 而且被严格禁止聊天$ 难怪他们不喜欢吃
学校的饭$

在日本!吃饭是小学生们渴望的黄金时间$ 学
校午饭时间是%&分钟!接下来还有二三十分钟的休
息时间$每个学校都有厨房!能供应热乎乎的饭菜$

饭点一到! 当天的值日生会穿戴上纯白的围裙&口
罩&帽子!把大桶拿到教室里!并把食物盛在每个同
学的碗里$

吃法也有学问!不能偏食和剩饭$ 吃饭时为了
方便同学之间说话!会把课桌重新拼成五六人一起
面对面的样子$ 大家坐好后!会一起高兴地喊一声
"谢谢!我要吃了%后一起吃饭!有时还会先介绍当
天的菜谱或应时蔬菜$ 吃完饭也跟家里的规矩一
样!必须等到大家都吃完!才开始收盘$

我的记忆中! 学校午饭时间是一天中最轻松&

最快乐的美好时光$ 从教育的角度讲!这样的午饭
安排!可以从小培养孩子用正确的态度吃饭!学会
感激四季的自然恩惠!了解饮食文化!并培养自理&

劳动的习惯!对于孩子的一生是大有益处的$现在!

很多中国人开始说!生活应该慢下来$我想!也许中
国人可以先从慢下来吃饭开始$有这么多足以傲视
全球的美食!为什么不好好享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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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情百态

冷暖人间

春晚上!看见主持人介绍到胡文传时!我
从沙发上坐起来!看他站起来的姿势!看他脸
上几乎空白的表情$几个月前采访他时!他说
过每次领奖! 站在台上! 心里头特别受折
磨((("我愧对我儿子!我站都站不起来%$

($$(年)月*日! 胡文传和儿子一起抓完
螃蟹回家!儿子头上沾满了泥!他让儿子去村
里的大水塘洗洗!没过多久!正在做饭的胡文
传听到呼救声$他向一百米以外的水塘跑去!

水面上有五个孩子在挣扎!能看到儿子的头!

一声"爸爸%没喊完!就沉下去了$这几个孩子
中!儿子凯明距离岸边最远!胡文传连鞋子都
没脱就跳下水!向儿子游去的时候!被其他几
个落水的孩子抓住$ "下水后这几个孩子有扯
我肩膀的! 有紧拉我的! 还有一个孩子沉底
了!我从水底下扯了一把把他捞上来$ %

我问)"你当时不能够带着这些孩子!再
去接近你儿子吗' %"不能接近了$ %

他身上挂着四个孩子的重量! 其中最大
的已经十六岁!他想要去救自己儿子!只有一
种可能(((就是把这些手从自己身上掰开$

他转身带着他们往岸上游!得先把人放下来!

才有气力往前游$ "我不是不想救我儿子!但
孩子太多了$ % 他对着儿子的方向大喊了一
声)"坚持一会!我能找到你$ %

水面上已经什么也看不见$ 把四个孩子

送上岸后!胡文传又跳下水去!和赶来的村民
一起寻找儿子!晚上#$点多!凯明的遗体才被
打捞上来$ 孩子抱住了一块石头! 沉到了塘
底!两只小手里死死地攥着两团塘泥$

胡文传和妻子一个星期没有出家门!亲
戚朋友!被救家庭的人守在门口!他谁也不让
进门!亲手为儿子做了一个简易的棺材!把娃
娃读过的书!得过的奖状一并放在里面!葬在
了池塘另一边的小树林里! 与自己的家隔着
池塘相望!下葬时!他把家里仅有的两床被子
都盖在儿子的身上$ "他死去什么都没有!我
作为一个父亲!觉得心里愧疚$ %他和妻子夜
里盖着旧棉絮! 没法睡着的晚上! 痛苦的时
候!他在黑暗里用手死劲地抓着铺下的干草!

把草都抓起来了$ 他卖了家里的一百五十斤
稻子!给儿子刻了一块小墓碑!上面刻着"坟
前流下千滴泪!悼念爱子寄九泉$ %"你是想让
他知道!你爱他' %"是$ %

五年后!他有了女儿!却是先天性心脏病
患者!除夕!他把她搂在棉袄里!说)"你要坚
持$ %她向他微笑$

茫茫大雪!他走十几里路!去废品收购站买
了只旧摇篮!给孩子睡$ 大年初五!还是失去了
才四十七天的孩子$他把孩子的眼角膜捐献了!

是安徽的第一例!捐献的时候!连接收的机构都
找不到! 他心里只有一个想法)"把她的命留下

来$ %"你觉得不捐献就永远失去了她' %"是$ %

从女儿的事中!他知道中国每年有约#&$

万名患者等待接受器官移植!只有#+,万人能
有幸实施手术$全国十个试点城市中!南京被
曝至今无一例自愿捐献!($##年一年!全国只
有不足#$$人完成了器官捐献!为了让更多的
人受益!胡文传想自己创办一个慈善组织!给
眼角膜等器官的捐受双方提供一个公益的平
台$他自己只是一个农民工!住在三十多平米
的房子里!连张写字的桌子都没有$他工资七
百块时! 有时候拿出来两百块给更穷的做不
起手术的人"我不忍心!还是不忍心$ %"但是
这么多年你受的很多苦! 就是因为你不忍
心$%我说$"是孩子给我们带着走了这条路$%

采访的时候!胡文传说到!他常常被请去作
报告!每次谈到过去都痛哭一场$ "那你愿意一
次次说这些吗'%我问时心里多少有个自己的预
设$他的话让我意外又难受!他说"我愿意!只有
在这个时候我能哭一场!也是个释放$ %

上次杨武案时!有各种评论!也有拿这件
事当各种武器来交战的! 史航说了一句)"别
因为觉得自己手里攥着牛逼的道理! 就拿别
人的祸福荣辱来打比方$ 世间不缺你这个比
方$ 咱们行走世间!靠的就是心软!心软能拯
救世界$ 要是我们也练得心硬! 能拿别人下
棋!拿别人打比方!那!就太可惜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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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场进化手记

一位朋友的儿子在国外找到一份待遇不
错的工作$ 于是这对刚退休的父母喜气洋洋
地决定越洋探亲$ 刚工作不久的儿子自然还
谈不上买房!和年轻同事合租在一处$两房一
厅的房子虽不算小!但父母来了!说什么也不
能凑合$于是在网上看租房信息!又开着车满
大街跑!终于相中了景区一处临湖的大房!外
带草坪和花园$他准备为父母零租十天半月$

打电话与房东联系!约好看房时间!一辆带拖
斗的小卡车准时停在路边$

不期然从驾驶室里慢腾腾下来的竟然是
一位步履蹒跚的老太太!对着年轻人诧异的目
光笑了一笑! 带着老年人才有的天真和调皮$

年轻人跟在老人身后走进院子!老人看脸还算
精神!但腿脚显然不大利落了$打开房门!三间
房加很大的厅!一天才要五十美元$ 年轻人脑
子里算了一下账!同样的地段和房子!月租也
要一千七八!而老人零租!即使天天有房客!一
个月满打满算也就是一千五而已$

零租麻烦!还降低房租!为什么' 年轻人
说出了心中的好奇$老人耸耸肩说!钱于她而
言已没有太大的意义$她有退休金!有医疗保
险!花钱的地方不多!况且!她毫不忌讳地提
到了自己的年龄(((((八十六岁! 这个年纪
即使真想花钱!也没有多少花钱的地方了$年
轻人小心地问道)您不把钱留给孩子吗'老人
说!她没有孩子$ 年轻人又问)万一您生病了
呢' 老人说!病了有医生嘛$ 再说她还有一个
外甥!几年前她曾生过一场大病!还多亏了外

甥照顾! 但当时的一位年轻房客也帮了不少
忙呢$他常常在下班后或休息日去探望她!除
了为她买必要的生活用品! 还会挤出时间陪
她散步聊天$知道老人喜欢鲜花!年轻房客上
门时常常会带上一束! 两人也由此成为忘年
之交$ 后来那位房客因为工作关系调离这座
城市!临走时!老人不舍地拿出一把家门的钥
匙交给对方! 说希望他不要忘记这里也有一
个家!而这个家的门永远为他敞开$

这样边说着话! 年轻人边随老人在屋里
巡看$ 老人用不太灵便的动作随手撤下床单
和沙发套!说要带回家清洗$然后来到花园开
始清扫落叶$年轻人急忙上前帮忙!自然又是
一个不解) 既然如此! 何不将房子找个长租
户!也省却了打扫的劳累'老人说!整理房间&

清理花园也是一种乐趣! 她现在就很享受这

种乐趣$如果将房子长租出去!她就不方便再
进来整理房间! 当然更不能为这个园子种花
锄草了$而房子是她的宝贝!这个宝贝带给她
别人无法想象的快乐$ 因为租房让她认识了
许多人!这些朋友不仅给了她温暖!也让她觉
得自己活得还很有"用处%呢$

年轻人的关切大约越发激起了老人的谈
兴!她历数零租的好处!比如一年中会有不同
的人来这座城市旅游! 通过租房很自然地结
识了各种各样的人! 她特别提到这里住过的
加拿大一家人! 他们从十年前开始每年都会
来此地度假!而每次度假都会提前"预订%她
的房子$ 对老人而言!这样的朋友情似亲人!

而重聚的日子就是她的节日$ 知道年轻人将
在这里接待来自中国的父母! 老人很自豪地
讲了早年去中国旅游的经历! 说中国是个美
丽的国家! 家里至今还挂着她在黄山拍摄的
照片$

朋友夫妇在成为租客的十多天里!多次
见过这位美国老人$ 每到傍晚!她会准时开
着小卡车来收取垃圾$ 老人一头银发化着淡
妆!尽可能掩饰着腿脚的不太灵便$朋友在的
时候会迎出去攀谈几句$ 他们在很短的时间
已成朋友!在动身回国前!特意给老人留下一
封信!除了感谢!还有祝愿$

归来的朋友讲起这位老人很是感慨$ 人
家八十六岁了还能如此独立!自得其乐!自己
刚刚退休!比起她来只能算是"中年%$怎样过
好晚年!这位老人就是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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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随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