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抛夫弃子去旅行□毛利

前些天带小朋友去公园，园区
里没什么吃东西的地方，只有个卖
方便面的地方，有热水器，小卖部的
妹子负责撕粉包料包，再冲上水，用
叉子把盖子固定好，动作行云流水，
堪称专业泡面师。小朋友看其他人
吃得香喷喷喜滋滋，央求我也要一
碗。要了一碗鲜虾鱼板面，小朋友津
津有味地吃了不少。

想起前段时间看的《盐·糖·
脂》，感觉看到了小朋友被添加剂和
食品工业掌控的未来。我第一次吃
方便面，也是和她差不多大的时候，
从那时开始就无法摆脱方便面对味
觉的控制。

很多人可能不知道，方便面已
经60岁了，1958年8月，入了日籍，改
名叫安藤百福的吴百福发明了方便
面。

小时候在北京的姑姑家住，第
一次吃到的方便面是北京产的油炸
方便面，好像比挂面贵不少，不过棕
榈油的香味非常迷人，又比寡淡的
挂面油气足很多。现在回想一下，似
乎和华丰伊面或者香港公仔面味道
差不多。

真正造成文化冲击效果的是做
空姐的表姨在国外买的碗装方便
面，好像是麻辣牛肉口味，里面有货
真价实的肉块，泡开了就能吃，面条
非常滑爽，当时就有一种被现代工
业俘获的感觉。

后来上中学的时候，有一段时间
每天早上都在家里泡方便面吃，头一
天晚上煎好了火腿蛋，早上泡面的时
候放进去。我妈跟我一起吃了不少方
便面，虽然她其实更喜欢去街上吃肠
旺面、牛肉粉之类传统早餐，但是她
早上总是起不来，所以干脆还是享受
女儿准备好的早饭好了。直到现在，
闻到红烧牛肉面的味道，我都感觉到
一阵亲切，至于摄入了多少防腐剂和
添加剂，我就不准备去想了。

不过现在方便面倒是唾手可
得，而且没怎么涨价，但是老家的那
些传统早餐不但只有回家才能吃，
而且价格也翻了好几番，想想还是
有点后悔的，应该多吃点肠旺面和
牛肉粉就好了。真的是只有失去了，
才能感觉到可贵。

安藤百福旗下的日清方便面，
终于吃到已经是上大学的时候了，

花样繁多的味道分量却极小，感觉
只能用来塞牙缝，“出前一丁”更好
吃。中国很多厂家也出产了很多种
方便面。而韩国的方便面的面饼是
最好的，质感特别好。新加坡和泰国
的东南亚风味方便面也非常棒。

连美国也有自己品牌的方便
面，去美国的时候看到，忍不住买了
一包，吃完以后得出了结论，也许最
好吃的方便面没法最终评判，但是
美国产的方便面毫无疑问是最难吃
的。安藤百福要是吃到的话，不知道
会不会有点难过。

前几天在朋友圈发了几张在巴
黎吃饭玩乐的照片，有同学回复：你
儿子不开学吗？

开了呀。
那他怎么不去上学？
噢，他爸爸带着他回去上学了，

我一个人在玩呢。
同学回：赞。
我也觉得很赞。本来半个月的全

家旅行，忽然捡漏儿用几百块改签机
票，站在安检口，看小孩和老公走进
去，再转身，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
儿子玩了一路，一直放在我包里的一
个矿泉水瓶扔了。呵呵，你妈现在要
抛夫弃子，去做个真正的女人了。

在巴黎我有一百个小时，我没
安排任何特别的事，什么去看得到
铁塔的酒店露台喝杯香槟，什么穿
小黑裙看场歌剧，什么在米其林餐
厅吃顿正宗法餐……这些都太郑重
其事了，在这100小时里，我不想耗
神，只想尽可能恢复过来。

我去买了耳环，那种夸张风格
的大耳环曾经因为害怕小孩用手
抓，多年没戴过。我换了包，一直背
的里面有破石头、小玩具、打翻过橙
汁、装过无数小糖果的大包，换成了
一只能放下一本书的小包。还有平
底尖头鞋，只为了时髦的宽松风衣。

终于，从一个劳动妇女，变成了带有
享乐气质的女人。

然后去橘园，看莫奈的睡莲，再
去看最喜欢的野兽派。在博物馆里，
看到一个小孩，百无聊赖跟着家长，
东看西看，最后拿着手机坐在椅子
上玩。我非常开心，内心一阵暗爽，
看吧？不是什么事情都要带着小孩
一起做的。之后跟朋友一起去一家
意大利餐厅吃午餐，更开心了，因为
这家店连一个小孩的影子都没有，
座位狭小，人人大中午点一杯鸡尾
酒，要紧抓最后的假日时光。

人生总有些时刻，需要抛夫弃
子。

小孩在旁边晃来晃去，心老是
悬在箭上，就是吃一顿简单的午餐，
一会儿哎呀杯子倒了，一会儿我可
不可以先吃冰激凌，一会儿屁股坐
不住想跑出去玩。你表面要维持教
养克制嗓音，内里已经火烧火燎按
捺不住。哪像现在？和朋友哈哈哈边
吃边聊，我的天哪，没有任何后顾之
忧的感觉，甚至吃完后还能点杯咖
啡再聊一会儿，虽然跟着90后小女
生聊她们大学时代的恋情，那也比
聊小孩的幼升小开心多了。

抛夫弃子其实也不需要专门弄
几天假期，我得承认旅途中我常常

会抛夫弃子，因为每天都有工作，所
以四五点起来，烧热水，泡一杯热
茶，不加糖不加奶这种。随后打开电
脑，先捧着茶想一会儿，这就是一个
抛夫弃子的时间。在这段时间我不
是谁的妻子也不是谁的妈妈，小孩
和老公都在安睡，世界静得不得了。

从五点到九点，我是我。出门这
段时间才明白，为什么很多女作家
喜欢早起写作，到小孩上学时间，她
们又是一个妈妈了。

然后，晚上，拖着疲惫的身躯回
家，满脑子想的都是躺下来，不行
啊！小孩还精神着，还惦记要玩一会
儿。虽然很羡慕日剧里那些下班打
开一罐冰啤酒的单身女人，但已婚
女人不一样的，啥？下班你就能享乐
了？通常还有工作没做完，还要等到
小孩洗澡后讲睡前故事。

我以前年轻的时候，非常看不
懂为什么中年人喜欢喝茶？真的是
最近几年才明白，为什么世界各地
一天之中都有个茶歇时刻。这是一
个泡一杯茶，喘一口气的时刻。在这
个小小的微不足道的时间段里，你
不仅抛夫弃子，还能抛家舍业，诸多
烦恼抛诸脑后，等第一口茶入口后，
才慢慢缓过劲来，好的，我们想想下
一步应该怎么办？

【都市随想】

被方便面俘获

给亲情减负

□徐俊霞

【人生悟语】

退休几年后，老爸从老家来到了
城里，和我们住在一起。老爸生性闲
不住，要求我给他派点活。我说：“爸，
你就买买菜，做做饭，收拾收拾房
间。”菜买了，饭做了，吃饭的时候老
爸还是形单影只，我和先生中午在单
位吃，晚上经常有应酬，经常脱不开
身。

老爸一直保持着早睡早起的习
惯，我和先生在双休日却习惯晚睡晚
起，生活作息的不同让两代人都觉出
了一些不便。老爸上了年纪，身体隔
三差五出状况，我在外面成天揪着一
颗心，一天不知道往家打多少次电
话。我和老公再也不能像从前一样无
拘无束，无牵无挂，老爸似乎也没有
我们想象中快乐！

一次，我和老爸商量给他请个保
姆照顾他，老爸说：“有那闲钱还不如
让我去养老院。”我愣住了，大声反
对：“爸，你有女儿有女婿，干吗要去
住养老院？”先生也慌了神：“爸，我们
哪里做得不对，你说，我们改。”老爸
连连摆手：“你们都很好，我一个人在
家闷得慌，那家养老院有我的两个老
哥们儿，那里条件挺好的，还有人陪
着玩。”我越听越不对劲，老爸怎么像
个老小孩，他描述的养老院的好除了
他的老哥们儿，就是有人陪他玩。

我劝老爸：“爸，你闷了可以到
楼下走走，和社区里的邻居聊聊天，
下下棋。”老爸叹口气：“咱方言重，
咱说的人家听不懂，人家说的咱听
不懂。”先生赶紧坐过来：“爸，以后
我下了班，我陪你老下象棋。”老爸
咧嘴笑笑：“你们工作都忙，不能成
天光惦记着陪我这个糟老头。”“不
管怎么说，我都不会让你去养老
院。”我急了，“爸，你去了养老院，
那不是打我们的脸吗？你让亲戚朋
友怎么看我们？”老爸张了张嘴，还
想说什么，看了看我愠怒的脸色，终
归一句话都没说。

我以为这件事就这么过去了，老
爸不过是随口说说，我压根儿也没放
在心上。一天，我突然接到派出所民
警的电话，说老爸迷路了，让我去接
他回家。我匆匆赶过去才知道，老爸
几乎每天都去市郊的养老院看望老
朋友，这次是因为公交车坐过了站，
找不到那家养老院才没去成。

真不知道一家养老院对老爸怎
么有那么大的魔力，我百思不得其
解。老爸解释道：“养老院的老人并非
都是无儿无女的孤寡老人，年轻人有
年轻人的生活，老年人有老年人的日
子，住养老院没什么不好，一帮老伙
计在一块有共同语言，吹拉弹唱、下
棋健身，不像我自己一个人在家，守
着那么大的房子空荡荡的，扑克牌都
只能一个人玩。”

见我还不开窍，老爸语重心长地
说：“闺女，我知道你们孝敬我，但不
是两代人住在同一个屋檐下就是尽
孝，亲密有间也是尽孝，我这样做同
样是给我们这个大家庭减负啊！”

在老爸的坚持下，我和先生去那
家养老院做了考察，养老院的条件比
我们想象中要好得多，硬件软件配套
齐全，要求儿女一周必须探视一次，
节假日还可以把老人接回家。许多老
人虽然远离子女，却生活得舒心自
在，个个红光满面。

养老没有固定的模式，孝顺也没
有固定的模式。我最终还是决定尊重
老爸的意愿，送他入住养老院。与其
让他一个人在家孤单寂寞，不如和他
的同龄人在一起愉快地享受晚年。如
果有一天老爸想回家了，我会高高兴
兴地接他回家！

投稿邮箱：
qlwbcsbj@163 .com

纪念我的花草□范红艳

【生活广记】

受了那份盎然绿意的诱惑，我
拥有了自己的第一盆植物。它有一
个粗犷的名字——— 铁线蕨，它还有
一个婉约的名字——— 美人粉。

这是一盆怎样的植物呢？
它像一个微型的森林。虽然有

着同一个根茎，却谁也不是谁的枝
叶，郁郁葱葱的每一株，都是从那根
茎上发出来，自己往上长的。每一株
都是同辈——— 并无主干与侧枝之
分，这样一起成长的一群，很有森林
的韵味。它就放在宿舍那张独属于
我的书桌上，由于太过蓬勃，我就用
一根漂亮的丝带将其圈了一周然后
松松地打了个结。不知道是不是我
的约束惹怒了这样一个小小的森
林，它的成员们开始一个一个干枯，
前赴后继直至全军覆没。这是属于
我的第一盆花草，也是属于过我的
最漂亮的花草。

某年清明，外地的同学生了个
女儿，我去看望他们。此地的车站旁
边有一个小小的花市，为了消磨等
车的时光，我们去花市闲逛，花10元
钱买了一株看上去还算生机勃勃的

吊兰。尽管很怕麻烦，但我仍然不辞
辛劳地带着它颠簸，它却并无感恩
和珍惜之意，很快就死在了阳台上。

这次养花并不是终结。去学校的
时候，在一家花卉店很轻易地钟情了
一盆店主命名为豆瓣绿的植物———
因为我总是偏爱只长叶不开花的植
物，难免又是一次兴致勃勃的搬运。
小植物放在格子布装点的木饭桌上，
赏心悦目，让人陡增食欲。遗憾的是
它也没有伴我多久。如果说前几盆花
草生的是慢性病，这株则是一夜之间
花凋叶残，前晚的水灵突然就变成了
今早的垂头丧气——— 所有的叶子全
部蔫巴。始终搞不懂它究竟在那个晚
上经历了什么，如此迅捷的死亡让人
无法不惋惜。

以上养的，虽然被我归入花草
之列，其实都没有花，目前正在养着
的开着星星状白花的半死的这一
群，才是名副其实的禾本科花草。之
所以说是一群，是因为我现在养的
这同一种类的花已小成规模。

另外，这次养花也算是废物利
用——— 花盆都是以前的。那三个花

盆里都种了我从植物园里移植来的
俗名死不了、学名半枝莲的植物。这
三盆植物倒真是应了贱名好养的道
理——— 跟那些名叫石头、铁蛋、孬
孩、狗子的小孩一样，这三盆死不了
顽强地活下来，尽管它们今天已经
半死，但依然是我养过的所有植物
中的寿星了。

遗憾的是现在的我实在是没有
了当初养植物的心情，人家说一个
人的热情和多愁善感大都献给了初
恋情人，我养植物的耐心也大都给
了我的初恋植物——— 那盆即叫铁线
蕨又叫美人粉的微型森林。尽管开
过星星样小花的死不了已呈败相，
我却漠然地无动于衷，并不是认为
它们太普通不值得关心，而是我那
份曾经高涨的养花的兴致消磨到今
日已经气若游丝……

枯萎的都已经枯萎，养着的也
已热情不再，我给自己说以后不养
了，就让我继续喜欢那些属于大自
然的植物吧，何必非得据为己有呢？
也许，很多东西或许正因为不属于
我们，才看起来那么美。

【饮食男女】
□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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