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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椒香菜要不要□何昕

说起来是快35年前了——— 现在，动
辄就是几十年前，已经到了轻易不敢
细数、不敢深想的岁数——— 毕业考结
束了，小升初也水落石出了，再进校园，
看门的大爷说什么也不让了。可同学
们总有办法聚在一起。

没有电话的日子，通讯靠的是腿。
那天，我们商量着去照一张合影，

去差不多十里之外的正大照相馆。前
后去了两次，一次是照相，第二次取相
片也是一起去的。因为很少有机会站
在镜头前，同学们的表情略显空洞。当
然，也可以理解为少年郎的忧郁，或是
离愁。

走出照相馆，就该分手了。顾大个
子突然掏出一个微型地球仪，比山楂
略大，由几个小巧的立体构件组成，是
那个年代很稀罕的智力玩具，之前我
们都从他手里抢来玩过，都能熟练地
拆开，再拼上。顾大个子飞快地拆分开，
一人手里放了一块。正好是七块。

自此散去，再未复圆。
在飞速变化的时代潮流里，小学

同学是最容易走失的。高中同学就好
了很多。因为我们有很多的约定。比如
一起去趵突泉公园看灯。还有，春天去
大佛头野炊。带的多是面包汽水，还有
吉他和口琴。改革开放四十年，我们是
重新扛起吉他的前几拨人呀。

为什么是大佛头？因为没有门票。
为什么是我们这几个？这可一句话两
句话说不清楚。小团伙里有学习好的，
也有学习不那么好的；有干部子弟，但
多出自平常人家。没人细想，年轻人的

择友观，哪有成年人的高瞻远瞩？反正
大浪淘沙，最后是这几块料沉淀了下
来。

这么些年走下来，我想，说得文艺
些，或许是因为各自骨子里的浪漫？说
得新潮些，是灵魂里共同的有趣？但如
果说得直白些，那一定是臭味相投的
爱玩儿了。

当年大考在前，也没耽误同学们
唱歌弹琴。老师在上面讲，我们在下面
写诗。高一那年，几个人印制了一期诗
歌专号———《黑色》。其实只是叫了《黑
色》这样一名儿，顶多是些青春期的困
惑苦闷罢了。可从前三十年战战兢兢
走过来的家长们望文生义，如临大敌，
不约而同地给镇压了。

观灯、春游的仪式旧例，渐渐让位

给了每年几度的喝酒和欢唱。在聚会
里，我们共享各自大学恋爱的纠结心
事，自嘲初入职场时的懵懂无奈。二十
七八岁的时候，有人做了新郎，有人做
了伴郎。接下来，伴郎们也依次晋级新
郎，老郎们则被安排去陪最尊贵的娘
家人。三十五岁那年的餐桌上，听到了
七年的痒；随后的欢唱里，某人唱了最
潮的新歌，当众被怀疑结交了小朋友。
四十出头，有人春风得意，有人梅开二
度。自始至终，我们都是彼此的见证者。

年初搬了新家，约他们去温锅，小
群里叮嘱他们：什么也别带，要拿就拿
上把吉他吧，如果还留着。

前两日，同学老周告诉我，吉他已
新买了，正在家练呢。

我心想，改天得去买个沙锤了。

□窗外风

西北的肉夹馍传到本地，经过改
良，配置除了饼和肉之外，多了两种蔬
菜：青椒和香菜，它们既能生吃又与肉
比较搭。这样一来，主食、蛋白质、蔬菜
都有了，算是不错的饮食搭配。但同时
事情也变得有点复杂，每位顾客买的
时候，都会被问同一个问题：“青椒香菜
要不要？”

不多问一句还真不行。有不吃香
菜的，有不吃青椒的，有两者都不吃的，
而我自己就曾经是那种不吃青椒的。

关于口味，有一个“十种最难吃的
蔬菜”名单流传了很长时间。除青椒、香
菜之外，还有韭菜、胡萝卜、苦瓜、鱼腥
草等等，令人难以理解的是，竟然还有
油菜！

作为资深挑食人士，我以为，口味
的喜好，除了无法左右的基因、地域原
因外，其实是可以改变的。很久以前，不
止是名单之中的青椒、胡萝卜、苦瓜，还
有名单之外的辣椒、冬瓜、牛羊肉、鸡
肉、海鲜、豆浆等等我都不吃。而现在，
除了鱼腥草因地域原因暂时无缘尝试
外，其他已经都不在话下。

所以，我对所谓好吃难吃还是有
体会的。其实难吃的关键，不在于这种
食材的味道是否真的难吃，而在于某
些原因不想吃，心理是决定因素。

以前我不吃的原因很简单：因为
母亲不吃。母亲很挑食，她不吃的东西
几乎从来不做，而且还要声明是因为
不好吃。出于孩子的本能，无条件地相
信母亲而且支持她，我以实际行动表
明自己的态度，坚决不吃。

相比之下，父亲则比较理性。没有
绝对不吃的东西，只有相对喜欢和不
喜欢。至今记得父亲对我谆谆教导循
循善诱：你先尝尝什么味道再说，别以
为不好吃就不吃了。有时我差一点就
要尝了，但还是坚持住了。哪能这么随
便就改呢，多没自尊。

这种执着直到我外出求学才有所
改变。陆续有许多在家里不吃的饭菜
摆在面前，不吃？要么饿着，要么就忍受
单调的选择。无奈之下，慢慢接受了许
多新味道，好像也没有想象的那么坏。
再后来独立生活，有一些场合是容不
得自己矫情的，吃不吃是最基本的礼

貌问题。记得有一次去别人家串门，被
热情地留下吃饭，是羊肉水饺。这对不
吃羊肉的我，算得上是一个考验。明白
已经过了可以任性的年龄，也不能像
在自己家里那般任性。那顿饭我忘了
是怎么吃下去的，只记得后来父亲听
到这件事很惊讶，惊讶于我的改变。

每一次口味的改变，必定是有生
活的改变在推动。而食物种类增加之
后，除了带来更多舌尖上的快乐，也必
然有认知的提升。因为这不断更新的
口味，去海边同学家时，没有错过最鲜
美的海鲜；和同事聚餐时，能更畅快地
享受美味；外出旅游，知道了更多风味
小吃和风土人情。更值得一提的是，孩
子因此从小接触到了更多的口味，不
必重蹈我的覆辙——— 不自知地自我设
限。

青椒也要，香菜也要。更宽泛的口
味，往往意味着内心更包容，有更多选
择的可能。大道至简，改变生活、破除执
念，说起来很复杂的事情，做起来也许
很简单，从改变口味开始，不失为一种
好办法。

【生活广记】

【都市随想】

毕业之后的仪式

以前，充满正能量的鸡汤是我的
最爱。读它，像看到早晨冉冉升起的太
阳，都是光芒和希望，读完，像打了鸡
血，瞬间满血复活。那时，看到一篇鸡汤
文就急吼吼地发到朋友圈里，以为天
下人都需要，以为所有的朋友都要励
志。

百度里说心灵鸡汤带有精神安慰
作用，中国最早的心灵鸡汤是《增广贤
文》，又名《昔时贤文》《古今贤文》，集结
从古到今各种格言、谚语。后经明、清两
代文人的不断增补，改成现在这个模
样，称《增广昔时贤文》，通称《增广贤
文》。那时候没有网络，估计口口相传的
多。但是对人们心灵的激励是一样的。
比如“相识满天下，知心能几人”，比如

“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
大众化口味，励志化包装，快餐式文本，
无需动脑就可脑洞大开。同当前的鸡
汤文有一拼。

网络时代的鸡汤文传播起来更方
便快捷，手指一点铺天盖地，只要你想
看，就没有找不到的鸡汤文。曾经，跟我
有同样爱好的微友不少，打开手机，满
屏都是鸡汤文，不知不觉中练就一双
火眼金睛，看题目就知道是不是心灵
鸡汤，看第一段就能猜到结尾的鸡汤
术语，读着读着，不仅有视觉疲劳更有
心理疲劳，到后来一看题目心里就起
腻，然后，目光开始自动屏蔽，以前逢鸡
汤文必看，现在自动过滤忽略。

想起小时候，家里很穷，只有逢年
过节才能吃到鱼呀肉呀，有一年家里
生活好了，腊月里老爸喜滋滋地买回
一个大猪头外带一盆猪下水，说过节
了，让我们敞开肚皮吃，那个大猪头给
寡淡的生活添了多少欢乐，我们几个
欢呼雀跃，终于可以大饱口福了，那些
天顿顿有肉，菜菜见荤腥。可没吃几顿，
吃惯了青菜的胃就开始跟我抗议，心

里始终有种油腻腻的感觉，连饭都不
想吃了。再后来，我们几个人见了肉都
不再抢，青菜又成了我们喜爱的菜。多
年过去，鱼呀肉呀，对我来说仍是可有
可无，对一个不喜欢吃油腻东西的人
来说，最爱是清欢。

后来想，要是那时不那么逮住肉
猛吃，也许就不会有日后的胃难受。而
心灵鸡汤也是如此，当前快节奏的生
活和无处不在的压力，也需要这种激
励味十足的“语言艺术治疗”。偶尔看
看，醒脑提神，可如果一直被浸在鸡汤
文里，就会对鸡汤文产生免疫力，如同
在美女群里混，没了初见美女的惊艳，
再美的美女，见多了也不过是普通
人。

要想让鸡汤文保持它的正能量，
还是少读、精读，免得心中起腻变成垃
圾文。鸡汤可口，适量宜人，过量了就会
伤胃伤身，适得其反。

说“不”有多难

□卡尔卡松

【职场故事】

“小W，我觉得吧，你这份给客
户提交的可行性报告，还要再稍微
改改。”看着对面的经理，一边皱眉
读着自己熬夜做出的项目分析，一
边牙疼似的挤出评价，小W第一反
应是长出一口气，连日的辛苦终于
没白费，然后就热切地问：“那我需
要稍微改改哪里？”

“除了行业背景和数据，你的
分析逻辑和结论，都要改。”经理见
小W就是不上道，干脆把话说明。

“啊！？那不就是要重写吗？”W
小姐不禁脱口而出，还好她心念电
转，强忍住了冲到嘴边的下一句
话：“觉得我写得不好就直说，说得
那么含糊谁明白！”

怏怏回到工位，就听见主管在
跟其他部门的同事沟通合作，“我
知道，这件工作是总经理安排的，
我们一定配合好，不过我还想了解
一下之前的项目进展和客户情况，
你能把以前的合同、项目进度纪要
和需求文档发过来吗？我要好好学
习一下。”

“主管，这些东西不是上周协
调会就简要听过，还要再详细看
吗？”因为知道这就是自己接下来
的工作，W小姐又忍不住问主管。

“还不是跟他们说‘不’，为你
争取时间嘛！项目报告经理没通过
是吧？”主管见到W小姐，有些恨铁
不成钢：“上周我跟你说报告写得

‘还行’，你就没听明白，那就是需
要大改，你还硬往上交，经理肯定
不会通过的。你也工作三年多了，
该听懂什么是‘不’的意思了。”

接连会错经理和主管的意，让
最近觉得诸事不顺的W小姐突然
顿悟，这不是水逆，而是自己还没
掌握“职场拒绝翻译手册”的意思。

想到自己屡屡成为办公室被
人暗笑的对象，W小姐终于开始留
心，看其他人都是怎么说“不”的。

最让W小姐不开心的，是那种
甩锅式的拒绝，即使是礼貌而充满
关切的：“哎呀，是这样的状况啊，
真是没想到，这样哈，我帮你转给
经理，我没有这个处理权限，不过
我会随时跟进，给你反馈的。”客服
部的人最擅长这种拒绝，尽管你知
道她说的“随时”，就是遥遥无期。

当然这还不是最奇葩的，还有
一些鬼扯式的职场拒绝：“给你的
付款要市场部主管签字，但是他今
天不小心扭到脚了，在家休息，我
们按流程走就是了，别着急。”

遇到跟甲方催款，W小姐最讨
厌的，就是这种无厘头的拒绝，你
们主管怎么偏挑我上门催款的时
候扭脚，明明就是敷衍！

而最让W小姐喜欢的，是组长
的点拨式拒绝：“你这次的思路和
解决办法都不错，比以前有进步，
要是在这里再增加一项这个技术，
会让这个方案更完善，更有竞争
力，你可以考虑下，我觉得你没问
题的。”

后来，W小姐知道，组长的这
种沟通方式，是国外流行的汉堡包
沟通术（Sandwich Technique），把批
评的话，像汉堡里的肉饼一样，夹
在两片表扬的面包里，让人在心里
暖暖的赞美里，舒服地接受需要改
正的错误。

“老话说得还真是没错：‘说话
听声，锣鼓听音’，在办公室，哪怕
说一个‘不’字，都没那么容易。”W
小姐想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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鸡汤可口喝多了起腻

□魏震

【人生悟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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