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跑马溜溜的他
□轻井泽

【健身故事】
我的城市地标

有些朋友问我，为什么胆子这
么大，敢一个人满世界乱跑？我的回
答是，出门选一本好的导游书很重
要，有了它就有了胆量。

上个月到意大利看展览，顺便
到人们不太去的南部走走。行前，带
了一本精心挑选的台湾版意大利旅
行指南书，本想在漫长的空中好好
做功课，不承想，飞机上的电影挺诱
人，看了几部片子，睡了几小时，书
就压根没打开。

到了米兰火车站，准备搭火车
到“五渔村”，正要查询目的地信息，
才发现把放在飞机座椅前排口袋里
的导游书给忘了。这可真是让人抓
狂，接下来的行程，要全靠这本书指
引，这可如何是好。

给航空公司柜台打电话查询，
不通；只好给一个刚从意大利留学
回国的学生打电话，问在米兰是否
能买到中文版意大利导游书？电话
那边说，可以到大教堂周边的书摊
上看看。火车站离大教堂很近，几步
路就到了，除了一两本介绍大教堂
的图册，根本没有中文书。

想到了上网，不过，网上关于意
大利北部的经典旅游城市介绍很
多，而关于南部，只有只言片语。没
有办法，只好买了一张意大利地图，
让留学生用短信发来南部值得一去
的城市，在地图上标出，然后一一寻
访。

这是第一次在没有导游书的情
况下在国外旅游，如果导游书不丢，
旅行质量应该是不一样的。

其实，好导游书的标准很简单，
就是实用，具有可操作性。现在海外
一些出版社，专门请一些旅游发烧
友来写导游书，这些人整天就在这
些地方晃悠，贴着自己的亲身体验
写，针针见血，当然不同。比方说，写
到一个地方，好的要说，不好的也要
说，不能光是吹嘘。还有，信息要具
体。例如，从机场到市区有几种方
式？怎样走最方便？推荐的景点几点
开门，门票多少……如果只是引用

别人的资料，是说不上来的。
我前些年到欧洲，主要倚仗一

本《欧洲自助游》，这本书的作者去
了欧洲十多次，每去一次，就修订一
版，他还请读者随时写信给他，纠正
有变化的地方。有一次我到葡萄牙，
语言不通，也没有订房，几乎就是靠
这本书把所有事情搞定的。它说出
了火车站，会看到电车轨道，沿着轨
道走200米，会看到一座蓝色马赛克
的房子，房子一楼有一家民宿，不妨
在这里住下，通过房东，可以了解很
多事情。后来，书中说的一一验证，
感觉非常靠谱。

□孙振华

赞美一个人□辉哥

【人生悟语】

一个人为你做一件事，不管他
是为了谋生或是其他，我们都应该
抱有一颗感恩的心。有个叫张哲的
骑手，我真的想尽办法想要赞美他！
我今天真的被他感动了！

18:05，我从网上订了一份外卖。18:
40左右，软件提醒我派送成功，订单完
成，可我并没有收到。第一次电联骑手
张哲老师，我说:“张老师，我有一份外
卖是您派送的，系统显示签收了，可我
没收到啊，您是不是送错地址了？”

电话那头愣了一下:“不可能吧！我
送到了呀！是七楼没错，一个老大爷接
收的。”我说：“那肯定送错了，我家里
今天就俩女人和一个孩子。”电话那头
可想而知会有多郁闷，要知道从餐馆
到我家可是近半小时的路程。他大概
凌乱了两三秒，说：“这位老师，对不
起，可能我真的送错了，您看这样行
吗？我自己掏钱再给您买一份，半小时

之内给您送到。”
我当时真的对他没有半分怨

怼，这个时间还在工作的人，本身就
值得我们宽容对待！更何况他的态
度真的很诚恳。但是，我虽然为他的
诚恳而感动，但我并不打算为他的
错误而买单，于是接受他的提议。

大约十分钟之后，我接到一个
陌生的电话，电话里一个年轻知性
的声音告诉我，她那里有一份送错
的外卖，派送单上留有我的信息，让
我尽快取回。

我火急火燎地挂了电话，第二次
给张哲老师打电话，告诉他外卖找到
了，不需要他再花钱跑一趟了。

电话那头急促的呼吸伴着嘈杂
的背景声，他喘着粗气说：“这位老
师，谢谢你！但是，这件事情本来就
是我做错了，外卖送错很久了，肯定
凉了，而且有可能被人拆开过，卫生

可能不达标了，无论如何我也要买
一份新的补偿你。请你耐心等一下，
我一会儿给您送去。”

话没说完他就挂了，我内心的暖
却久久不能平复。就像在连日雾霾的
地方一脚踏入了青海西藏，湛蓝的天
空雪白的云朵让人豁然开朗。这样的
人一定是太阳洒落在人间的光，用真
诚的小宇宙温暖别人的生活。

他准时到达，汗水浸湿了半边的
衬衫，呼哧呼哧大口喘着粗气，脸上挂
着质朴的微笑，我竟感动得无言以对。
转身拿起两瓶朋友家自己做的水果罐
头塞到他手里，告诉他无论如何一定
要收下，因为他真的让我很感动。

一个人为了你做一件事，不管
他是为了谋生或是其他，我们都应
该抱着一颗感恩的心。这颗感恩的
心，一定也会给你带来前所未有的
美好和豁达。

98687人报名，只有3万人最
终有机会站在北京马拉松的起跑
线上，这就是今年再次刷新中签
新低的北京马拉松。而我的朋友
Z，正是这幸运的三万分之一。

自2015年中国马拉松元年标识
开始，跑步突然成了一项非常高级
的运动，Z也是在那个时候，选择给
自己加贴上“跑者”的标签。2年时
间里，以马拉松为代表的跑步，业
已发展成为一个规模上亿元、上百
万人参与的大众运动，但似乎现在
还在坚持跑步的，真的就是爱上这
项枯燥而自虐的运动了。

翻看Z的朋友圈，发现2年前，
还在用着咕咚、小米、Nike等各种
手环的朋友们，波澜壮阔地在微信
上彼此晒着跑步轨迹，监督着打
卡，交流。发布的文字里，也都是配
速、最大有氧、乳酸门槛这些不明
觉厉的跑步术语。

但只两个雾霾、雨雪、湿冷的
秋冬，就能让之前喧嚣热闹的跑步
大军，掉队得七七八八。其实说起
来也很好理解，当你每次跑到肌肉
血糖耗尽，乳酸堆积的酸疼无力感
袭来，你肯定心里在想，仅仅为了
跑够10公里去发个朋友圈，就把自
己折腾得五脏移位、生不如死，为
啥要这样虐待自己呢？

所以，2年的时间，足够淘洗掉
那些盲目跟风的假跑者，留下真正
喜爱这项运动的人，比如Z。

对于为什么会坚持跑步，每个
人都有各自的理由，有人就是单纯
地为了减肥，保持身材；有人则渴
望借此走出身心的舒适和倦怠，来
一场与自己的对抗。但我想，无论
是什么理由，都比“再跑2圈就可以
发朋友圈”的社交虚荣，更有力量。

听Z说，在一场大汗淋漓的马
拉松后，大部分人都能感受到内心
的平静和愉悦，这是内啡肽和大麻
素大量分泌带来的神经奖赏，而
且，每次痛苦地奔跑四五个小时
后，那种征服大地和身体的成就
感，会让人有上瘾的感觉，过几天
就想要再跑上一次。

而在我为数寥寥的跑步体验
里，最大的感受是枯燥：遥遥无期
的终点，机械重复的迈腿，不断流
失的水分和体能，都让我感到不
安。然而也正是如此，跑步时，我会
更关注自己的节奏和身体感受，渐
渐排除外界的干扰，聚焦自己的心
跳和节奏，甚至连码表和手环都不
需要查看，就知道何时需要调整步
幅和频率。

在和Z就跑步的交流里，他也
是这样引导我：“别给自己太大的
目标，即便哪一天不想跑步，骑骑
车、散散步也是好的；同样，也不用
在意那些心率、速度、姿势，用最舒
服的方式运动，让你觉得把压力都
释放出来为止。”我想，就是这样的
念头，让Z坚持了2年多，直到达到
了能够挑战马拉松的程度，也只有
坚持跑步2年多，才让Z有了对跑步
这项运动如此深刻的理解。

目前为止，为跑步赋予意义，
输液鸡汤最有效的，还是村上春
树，在他的跑步的12个哲学思考
里，有一条是“跑步这东西和意志
没多大关联。能坚持跑步，恐怕还
是因为这项运动合乎你的要求：不
需要伙伴或对手，也不需要特别的
器械和场所。”

没错，人生本来如此：喜欢的
事自然可以坚持，不喜欢的怎么也
长久不了。当度过了对跑步的虚荣
和狂热，还在继续奔跑的，差不多
都是真爱了。作为爱好的跑步如
是，作为职业的工作，又何尝不是
这样呢？

□黄小意

【都市随想】

【边走边看】

吃茶、看花、炖银耳羹。我要说我
的白露是这样过的，你们会打我吗?

银耳一朵、冰糖10克、莲子6粒、燕
窝2两(此处为臆想)……我是根据朋友
圈里某人发的“如何炖燕窝银耳羹”来
做的。银耳一朵，那么大一个，要不要掰
开只用一半，不好拿捏。莲子6粒是不是
有点少了，不合我豪迈的脾胃。我们博
大精深的饮食文化里，很少有什么两
朵三粒这么计较的，我们都是“少许”

“若干”好不好？然后，我就很写意地将
一坨银耳、一把冰糖、一把莲子扔进锅
里，炖一炉没有燕窝的燕窝银耳羹。料
不够时间凑，三个小时一分都不能少，
少了汤不稠，且等汤好，我出门去了。

夏天的花虽多，我因为长夏腿
疼，没有出门错过花盛期，秋天出来
遇见花草，就兴奋得装腔作势。丹桂
香气在中午最烈，正走得倦意上来，
一股子香气就这么直扑到脸上来，找
了好一会儿才在十步开外找到一株
桂花，小得像灌木，倒是棵黄金桂。

秋天是桂花的季节，此时正浓正
香正艳。去年白露节气，去莫干山。遇
台风来，到达的时候，台风前的雨已
开始下了，山上空无一人。我拉着行
李箱，走在水雾濛濛的山上，仿佛走
进简·爱的呼啸山庄，时间被潮气和

阴郁拉长成好几个世纪。幸好遇到房
后这棵高大的桂树，肩比房顶，清烈
的香，冲散了潮湿与水汽，人也顿觉
神清气爽了，就住这儿吧。到房间里，
姑娘送来一杯桂花茶，说是祛湿的。
喝一口，心也安定了，这是我过得最
香艳的一个白露了。

白露三候，“一候鸿雁来；二候玄
鸟归；三候群鸟养羞。”归去来兮，今年
的白露，一个节气里我从济南去北京，
然后下江南，再到祁连山，一直辗转在
外。领略到同一个节气里不同的城市
风景。拍了不同的花草，遇到相异的风
景，也不枉了这一季的风尘。

那天在北大，偶然进入中国哲学
暨文化研究所，这里有一间汤一介先
生的办公室，简陋至极，一桌一椅，一
对沙发，然后就是书架。在这极简的环
境中，汤先生做出那么大的学问。办公
室窗外有一棵玉兰，艳红的果实藏于
叶间。同行的朋友第一次见玉兰果实，
大呼小叫一番，竟然从地上寻到一个
落果。玉兰果实较少见，落果更是难
得，我收集了两年都没有入手一枚。好
在朋友知我爱“寻花问柳”，把宝贝给
了我。这树与汤先生对视过多次，果实
也非同凡响吧。我千里迢迢从京带回，
如今果实开裂，里面的种子更加红艳，

放在茶席上，喝一杯白露茶吧，里面有
哲学的气质，有九月的朝露与夜霜。

你一定会嘲笑我的文艺腔了。可
是，我有另外一个世界非得用这种腔
调不可。当花草树木占据你心一隅后，
世界也突然以另一种姿态呈现了。高
楼大厦、车水马龙隐去，生机勃勃的一
草一木浮现。你每到一个地方，你看到
了花草，遇到了树木。当他们在酒店推
杯换盏时，一株正在开花的曼陀罗用
白色的裙围向你招手，它的刺果正在
成熟；当他们在商场讨价还价时，你正
站在五角枫的旁边，对着它阳光下的
叶片发呆，叶脉像哲学家的思想一样
揭露着世界的本质……这时的城市不
再是街道和楼宇，而是花朵、树木，朝
霞与晨露。对我来说，那里如果没有植
物，即使有最高的楼，最豪华的居处，
最美味的吃食，也是灰头土脸的。每次
遇到新的植物，我都对那座城市产生
新的好感，仿佛一次次在那里发现新
地标似的。

一花一世界，这小小露珠，收藏了
日月山川，也见惯了风云变幻，所以才
有这气象万千这寂静悠远的禀赋吧。
露珠凝然不动，又倏忽滴落，荷叶轻
颤，白露、秋分已过，我的银耳羹也该
换成苋菜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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