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几天冰箱坏了，赶紧换了一台。于
是想起旧友岩明。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我们家砸锅卖
铁买的第一个电器不是彩电而是冰箱。因
为儿子出生了，最紧要的不是看电视而是
吃东西。两口子都是“唯物”主义者，牢记
先哲教导，先得保证吃喝拉撒，然后才能
看戏听歌。因此，在攒的那点钱只够买一
个大件的前提下，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冰
箱。当时冰箱有四大名牌，雪花、香雪海、
万宝、双鹿。海尔才刚露头角，在这个圈里
还数不着。现在这四大名牌都见不到踪影
了，但那时是紧俏品，不好买。幸而有朋友
岩明，他在医疗器械站，和制冷企业联系
较多，帮着买了个万宝冰箱。155升，双门
无霜，豆绿色的，很耐看。

冰箱买回来当然不能放到厨房里，而
是和家家户户一样，摆在客厅最显眼的地
方，来人可显摆，没人来自己看着也舒坦，
就像现在买了一件老贵的小叶紫檀或黄
花梨。最关心的是什么，用电量。没事就计
算“开几停几”，当冰箱启动时，看着表，开
多长时间，砰的一下，停机了，又在等着看
何时启动。万宝冰箱是风冷的，比直冷的
费电，接近开一停一，老是不停机，有点郁
闷。其实后来换了直冷冰箱后才发现，风
冷的虽然费点电，但比起经常冻成一个大
冰疙瘩，需要停机除霜，还是要省心。

冰箱买了后，岩明经常到我家里来，
来了第一件事就是看冰箱，像是售后回
访。他也知道这个冰箱比较费电，好像觉
得这事办得不够漂亮，显得有点内疚。有
时进门就直奔冰箱，撅着宽宽的屁股，拉
出冰箱最下面的储水盒，呼呼地端着跑到
水池子旁把水倒掉，说这个很必要，只有
这样才可以节电。其实这个储水盒里的水
倒不倒和节电毫不搭界。但他这么用心细
致，追求完美，着实让我很感动。

我和岩明并非发小，是在下乡时知道
了他。因为他和知青哥们儿小蛋儿是同
学，小蛋儿经常说他的文学修养很高，和
我有一拼。还给我看他写的信。果然，一笔
好字，有文采，半文半白，很流畅。我一看，
自愧不如。但自尊心摆在那，也不能服输，
端着架子不置可否，心里默默佩服这位奇
人。后来我上了大学，进了科班，岩明就觉
得我特是个人物，于是我也结交了这个小
个子、宽屁股，有一对鼓溜溜大眼睛的朋
友，来来往往反而比小蛋儿更近乎。

他经常写一些济南名胜的游记在报上
发表，如铁公祠、兴国寺之类。那时没有网
络，没有百度谷歌，查个资料很难，只能泡
图书馆，查到了也不能剪切，得一个字一个
字地抄记下来，然后再加工，写成文章。所
以他写这些东西很辛苦。写了拿给我看，我
写不了也看不懂，实在说不出一二三。他就
拜托让我找个老师指点，捞不着上大学，期
望间接地受点教育，“私淑”一下。

找谁呢？得找个教写作的老师。那时
大学中文系旗帜鲜明地说不培养作家，教
写作的老师不多，也没大有地位。有个教
散文的老师整天念叨和杨朔在葡萄架下
喝过茶，被同学们哂笑。因此要找个能帮

他的老师还真不容易。我印象好的是一位
姓陈的老师，工农兵毕业留校，很努力，也
喜欢写游记之类的东西，曾领着我们到大
明湖大段背老残，唬得我们不轻。我把岩
明写的东西给他看，满心希望他能指点指
点，给他帮助，或者能灭他一道，体现大学
老师的水平。谁知过几天退回来，只说写
得不错，动了几个标点，一个字也没改，弄
得我很没面子。岩明惴惴地问老师有什么
意见，我给他说了，没意见，很好。他还不
信，满脸狐疑，似乎我在嘲弄他。
是金子肯定发光，不会老在医药站干

推销员。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一家省级新
闻单位公开招聘采编人员，岩明没有任何
背景，没有学历，就凭着自己的本事考了
进去，变成了人人羡慕的新闻工作者。

我得插一段，岩明文笔好，可不是个
文弱书生，很聪明很风趣，社交能力很强。
脑袋瓜子反应极快，语速也很快，说事拉
呱眉飞色舞，只要有他在就有哈哈的笑
声。他经常拿小蛋儿开心。小蛋儿在我们
堆里就算是聪明有本事的，但与岩明比，
却显得老实木讷，成为他嘲讽的对象。记
得他讲小蛋儿帮人打家具的事，就很有
趣。上世纪七十年代谁家孩子结婚，家具
都是自己做，木匠很吃香，干木匠的人特
别多。小蛋儿也能推推刨子拉拉锯，经常
搭帮做家具。有一次小蛋儿和几个同学去
给朋友帮忙，忙了一天，朋友的父亲请他
们吃了饭，又要给他们泡茶喝，小蛋儿很
感动，实在不好意思给主人再添麻烦，于
是连忙推辞，很真诚地说：“大爷，别倒茶
了，又没吃什么好东西。”搞得主人顿时尴
尬无话接茬。于是“没吃什么好东西”成了
名人名言。直到现在，好朋友请吃完饭要
泡茶的时候，我们都会开玩笑地说“又没
吃什么好东西，喝什么茶”。

岩明当了记者之后，先搞新闻，又搞

专题。凭他的智商和功底，一直干下去完
全可以成为一个名记或者名编，在新闻界
风光一番。但也许他太聪明，太能，这样的
人往往不满足，老想一夜成名或一夜暴
富。于是不安分，没有定力，不像我们老实
巴交的有个饭碗就搂着不放。上世纪九十
年代初各行各业都兴经商下海，他也没耐
住寂寞，停薪留职到海里去了。那时候下
海，其实已经晚了三秋，就像炒股在高位
接了最后一棒，发财的不多，套牢的不少。
我身边也有几个朋友，当时没耐住，非要
下海，结果没挣着钱，当官也没份儿，公家
的福利房也捞不着，竹篮打水，最后只能
灰溜溜地腆着脸找原单位领导要求上班，
让人家不待见。岩明的情况我不清楚，但
一晃十几年泥牛入海，再没有消息。

虽然如此我并不怪罪他。我对朋友一
向很宽容，不图非得关键时候两肋插刀，
也不非得追求高山流水，梅兰竹菊，在一
起觉得有趣就很好。酒肉朋友也不错，有
酒有肉聚在一起吹牛，昏天黑地地玩；没
有酒肉了，如鸟兽散，这也不是什么大错，
人之常情。朋友一场，曾经快乐过就很好。
我从不感慨世态炎凉。我身边这种朋友很
多。你手中有权能办点事的时候，整天黏
在身边，一旦失去了位置和权力，几年甚
至十几年都不照面儿。有一天又用得着
了，腆着脸敲门打电话，说从来没有忘了
你，一大堆的理由。对此，我从不计较，会
打着哈哈就像天天见面一样，依旧还可以
是朋友，能帮忙尽量帮忙。

所以，十几年了，我和岩明虽再没有
往来，但我记着的还是我们快乐相处的时
候，记得他到家里来直奔冰箱，撅着腚拉
开储水盒倒水的样子，记得他讲的那些
段子。说不定哪一天，门铃一响，门口站
着的是岩明，我会很开心地把他迎进来，
把十几年不见的缘分续上。

前一段时间母亲过生日，恰逢周末回
娘家，因为她爱吃甜食就顺路买了一个蛋
糕带回去。蛋糕包装得很精致，搭配着蜡
烛和生日帽，一下子就有了节日的气氛，
我心里暗暗地构思着母亲戴着生日帽，吹
个蜡烛许个心愿的样子。每年的生日她都
会刻意淡化，我也时常会稀里糊涂地忘
记，今年既然有心记得哪怕只是吃个蛋糕
也希望能多一份仪式感，给她的生命中留
下甜蜜的回忆。

母亲见到蛋糕果然很开心，利利索索
地把包装给拆了个干净，拿起叉子就要品
尝第一口。我急忙上去阻拦她，“妈，说好
的一会儿吹个蜡烛许个愿呢，再等等，等
其他菜齐了咱再开始吃。”

虽然有点悻悻然，但母亲还是忍住了。
终于，晚餐的菜备齐了，我们把蛋糕

摆到桌子的正中间，点上蜡烛，仪式正式
开始。母亲被安排着戴上生日帽，闭上眼
睛，准备许愿，我顺势拿起手机想要记录
下这重要的一瞬间。可是！可是就在我将
要按下快门的一刹那，一只迫不及待的手
突然出现在了镜头里，蛋糕造型上最美的

图案被这手中的切刀不偏不倚地一分为
二。正在我愕然的一瞬间，蛋糕又被迅速
地切分成数个小块，下手的人不是别人，
正是父亲。

我无奈地看着眼前这玫红色的气氛
瞬间化为乌有，一场精心炮制的仪式还没
有开始就已经结束。再看看此时的母亲，
她似乎格外感激父亲迫不及待的“援手”，
迅速摘下头顶的纸帽，如释重负地坐在了
椅子上，欢天喜地地给大家分发蛋糕，我
是一脸的无奈。

经此一事，我突然间明白，父辈中的
绝大多数不在意也不擅长生活中的种种
仪式，在他们看来这些所谓的仪式感，就
是形式主义，是小资格调的矫情，生活不
应当沉浸在这样的风花雪月之中，与其挖
空心思制造浪漫的氛围只为拍照留念一
下，倒不如实实在在地大快朵颐。我也仿
佛明了，所谓生活中的仪式感不是一朝一
夕、突发奇想之下就能建立起来的，它需
要习惯的积淀和情感的滋养。

细想之下，内心里忽视甚至排斥这些
仪式感的人何止是父母。老友相聚时，话

匣子一开就止不住，时常忘记拍张照片留
念，事后想起方觉遗憾；外出旅行时，心生
欢喜、流连驻足，却往往忘记用相机记录
下一瞬间的美丽，时隔多年后的回忆竟也
无从抓手；翻看朋友圈，朋友点滴的记录
与分享让你瞬间能描画出几年来他们生
活的变化成长，自己的主页却是空空荡
荡、雁过无痕。

可是当对仪式感的追求并没有根植于
心中，日子如水般滑过时，真的是没有一丝
丝痕迹吗？也许没有了仪式过程的记录，脑
海中浮现点滴片段的回味更能让我感到温
暖；没有了对仪式的精心谋划，更能触摸到
生活本身的热度，发现瞬间的美好；没有了
对仪式感的刻意追求，生活中的简约主义
会带来内心的丰厚与充盈。

生活中何苦要追寻所谓的仪式感呢？
又何必鄙夷喜欢营造仪式感的生活方式
呢？生活中本就是极简主义与精致主义的
并存，我既欣赏仪式感中创造出的美好，
也愿意遵从内心精简的选择。生活本身没
有对与错，选择真正适合自己的生活方
式，才是应当思考与探索的过程。

生活中的仪式感 □李天骄
【快意人生】

淘书札记
□张强

我有藏书癖，一般没事会
到书店买书或到地摊淘书。

所谓淘书，顾名思义，相当
于在河里许多沙中去“淘”金，
经过千寻万找，“众里寻他千百
度”，最终发现了“宝贝”，另外
还有捡便宜之意。一般逢集热
闹的日子，有摆书摊的，就去碰
碰运气，看看能不能遇到好书。
有好书，就几本合起来多买，或
者五折，或者一本5元、8元，比
书店的书便宜好多，但照样能
读。看到非常心仪的书，就和老
板砍价。有的文学书，如小说
集、散文集，还有些理论性的哲
学类书，都是有人搬家、调走或
文化单位处理的，被小商贩上
门一并收购后，再摆地摊零售，
很具有珍藏价值。

“老板，这几本30块钱行
吗？”我终于挑好8本书，问书摊
老板，他一看差不多，爽快地答
应了。回家清点“淘”回的书，像

《菜根谭》《爱的密码》《读书》
《论语》《笔走中华》《文学概论》
等等，都具有较高的阅读和珍
藏价值，心里喜滋滋的。

其中淘来的《菜根谭》一
书，对我来说就是一本宝书。

《菜根谭》是明代洪应明所著的
一本论述修身、齐家、治国、平
天下的语录，是向世人劝善的
书。该书名“菜根谭”，寓意“人
生咬得菜根香，则百事可做”。
此书一经问世就经久不衰，被
称为是“一部有禅、有道、有情、
有趣、可以陶冶性情、修身养性
的宝典”。

淘得该书前，1992年8月，我
参加工作不久，在新华书店买过
此书，但后来不知何时弄丢了。
以后又去当地书店再买，书已卖
完。一直希望再得到一本《菜根
谭》，今日重得该书，令我大喜过
望，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
全不费工夫”。这本书成为我床
头静读默念的“枕边书”，愈读愈
明白处世的深刻道理及修身之
重要：“淡中知真味，常里识英
奇”“得意须早回头，拂心莫便放
手”“大智若愚，大巧似拙”“只要
工夫深，铁杵磨成针”……字字
珠玑，句句玄妙。愈读愈感到自
己的无知、浅薄和狭隘。

通读该书再经过内心“消
化”而转为我身体和思想灵魂
的“一部分”，每每工作生活中
有了困惑，在此书中均能找到
答案。《菜根谭》给了我智慧和
力量，它成为我人生前进中的

“参照物”和“标尺”。与《菜根
谭》的这段书缘，令我对淘书情
有独钟且乐此不疲，并希望自
己将此爱好继续发扬。

【岁月留痕】

【人生百态】

□崔秋立

旧友岩明

【下期征文预告】

思 念

命题嘉宾：谢有顺（著名
文学评论家、中山大学教授）

命题说明：四月荡漾的春
风里，多少思念的脚步叮咚作
响，踩痛大地和乡愁的心跳。蛰
伏在深冬厚土下的情愫，急需一
场以春天为名义的出走。这奔流
成河的思念，是王安石的“春风
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
也是崔护的“人面不知何处去，
桃花依旧笑春风”……欢迎写下
你的思念故事，与大家分享。

征文要求：1000字以内，
文体不限。来稿请尽量不要用
附件。

投稿邮箱：qlwbxz@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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