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油条，我老家的老一辈人，叫油
炸果子。

近日，从网络上看到一篇介绍全
国各地早餐的文章。一句“无论南北，
哪里都少不了这个全国普及度最高
的小吃——— 油条”，让我很有些感慨。

想起了两个小故事。
一个是多年前听来的。上世纪60

年代，某生产队的社员在大田里集体
干活。中间歇息的时候，一个五十多
岁的老光棍仰面朝天躺在地堰的斜
坡上，先是看着天上的云彩出了一回
神，突然就问一旁的年轻人道：“你们
说，现在那些当大官的都吃什么？”

“你说他们都吃些什么？”年轻人
故意反问他。

他翻身起来，打着手势，一本正
经地说：“叫我说，他那办公桌的抽屉
里，肯定一个放着桃酥，另一个放着
油炸果子。要是饿了，就拉开抽屉，想
吃桃酥吃桃酥，想吃油炸果子就吃油
炸果子！”

从此，这人得了个“油炸果子”的
外号。

另一件是亲身经历，而且终生难
忘。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我们那一带
的农户有饲养母猪的习俗。除攒粪
外，每年卖两窝小猪，是一家的重要
生活来源。我家也是常年养着一头老
母猪，每年都要卖两次小猪，而且都
是要卖到百十里外的潍县、昌邑或东
营附近的县里去。集市上的小猪好
卖，价钱高。但是，父亲不会骑自行
车。结果就是不愁养，就愁卖。每次卖
小猪都得请人，十分不便。所以，我刚
学会骑自行车不久，就承担起了卖小
猪的重担。

我十七岁那年秋天，第一次跟随
同村人去潍坊附近、离家七十多里的
大柳树集卖小猪。赶集那天，全家人
半夜三更起身，灯笼火把，做饭，给小
猪喂食，抓小猪，绑车子……沙土公
路，上岭下坡，带着百十斤的活物摸
黑行路，艰难可想而知。由于动身早，
刚出太阳不久，我们一行就赶到了集
上，占上了摊位。那天运气不错，小猪
很快卖掉，价格也很理想。近午，一行
几人都饿了。怀揣着一摞票子，还有
临出门时特别带上的粮票，底气十
足，兴冲冲地来到饭店，准备犒劳一
下自己。

集市虽然不小，但唯一卖饭的供
销社饭店里的饭菜却单调得很。饭不
过是要用粮票才能买的馒头、火烧、
面条等，菜就是一两毛钱一碗的大杂
烩。这很不符合我们的目标。所幸，那
天竟然有油条。据说，这饭店里的油
条隔五天才炸一回。我们运气好，赶
上了。虽然这油条是用大油炸的，白
拉拉的，表面还有不少零星的白点
点——— 冷却的腥油，但这稀罕物还是
吸引了我们的目光。略一商量，意见
相当一致：不过了！就来顿油炸果子！

一人一捆，花一斤粮票，分量一
斤还多。白开水一泡，风卷残云一般
下肚了。

油条一次吃个够，在那个年代，
本是件很值得夸耀的事。但不幸的
是，那一天晚饭我一口没吃，第二天
还反胃、恶心、难受。

有好多年，不敢再吃油条。
如今，又多吃了几十年饭菜后，

对油条重新有了感情。感觉豆浆油条
的确是不错的早餐，所以时不时就吃
一回。到豆浆店里，叫一杯豆浆、一根
油条，方便实惠，吃得也挺受用。

不久前，在豆浆店里碰到一个有
趣的小场景。一对年轻夫妇带了个六
七岁的小男孩来吃饭，小孩子面对豆
浆油条，咕嘟着嘴不肯吃，爸妈劝他，
小孩子人不大，出言不俗：“想让我吃
这油条？你们想得倒美！我要吃薯条
鸡块！”

看上去，这孩子不像是吃伤了豆
浆油条的。

□张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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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

做一个有趣的人

台湾著名诗人余光中在
《朋友四型》里把人分成四种
类型：第一是高级而有趣，第
二是高级而无趣，第三是低
级而有趣，第四是低级而无
趣。他把有趣和无趣作为分
类的标准，可见有趣对一个
人来说是多么的重要。

英国社会对一个人评价
的最高标准是看这个人是否
有趣。英国著名物理学家和
宇宙学家斯蒂芬·威廉·霍金
说，“人生如果无趣的话，就
是一场悲剧。”作家贾平凹
说：“人可以无知，但不可以
无趣。”在工作生活中，我们
常常会遇到一些人，通过交
流接触，感觉对方言谈举止
得体，活泼有趣，与他们在一
起总是感到话题不断，很舒
服，很开心，如沐春风。这些
人心态平和，大方自然，即使
遇到不顺心的事，他们也会
淡然处之，用一个自嘲或一
个玩笑，就化解了各种尴尬
困境。乐观、豁达、善良、感性
是他们的特质，他们温润、诙
谐、雅致，呈现给别人的总是
发自内心的微笑，是从骨子
里散发出来的魅力。

一个人有趣不是与生俱
来的，真正做到并不是一件
容易的事，因为有趣必定要
有成熟的灵魂做支撑，而这
需要漫长的修行和磨炼。有

趣的人除了有良好的生活习
惯、高雅的兴趣爱好，还要有
一种不怨、不怒、不愤的开阔
胸襟和饱读诗书、明晓世事
的通透情怀。他们清楚自己
有多少能力，也很清醒地知
道自己的弱点。他们会在充
满艰辛的生活中经常打磨自
己，从容地吸取养分，不断地
增加能量。

有趣的人喜欢幽默。他
们时时处处都能挖掘到工作
和生活中轻松的一面，并以
愉悦的方式来表达，让人们
在不知不觉中体验到欣喜，
释放出压力。现代心理学理
论认为，幽默能使人产生一
种伙伴感，能一下子拉近人
的感情，可以缓解矛盾、调节
关系，使得人与人交往更顺
利、更自然。幽默不仅仅是搞
笑，而且是一种机智，是敏锐
心灵的随机应变，能使人们
平淡的生活充满情趣。

有趣的人从不吝啬自己
的微笑。世界上著名的希尔
顿饭店有一条秘诀，那就是
把微笑作为这个世界上既简
单又容易做，不花本钱并且
行之有效的经营之道。微笑
富有感染力，一个微笑往往
带来另一个微笑。微微一笑，
看似简单的动作，经常做到
并不容易。人生不如意十之
八九。生活就像一枚硬币，有

正面和背面，与其怨天尤人，
还不如坦然去接受。有趣的
人总是拥有“一切皆有可笑
之处”的心态，摒弃冷漠和忧
伤，即使生活有一万个理由
哭泣，他们也要用一万零一
个理由去微笑。微笑是他们
的本领，也是他们战胜一切
困难的法宝。

有趣的人对一切容易产
生好奇。好奇心是有趣的源
泉。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本·
迪恩博士完成的最新研究表
明，对身边的人和事产生好
奇，可以让你的生活更加丰
富多彩。如果说这个世界上
有保持年轻和变得有趣的奥
秘，那就是好奇心。据生理学
印证，好奇心可以刺激大脑
持续不断地分泌出多巴胺，
使人兴奋和有活力。充满好
奇心的人往往更有生活情
调，更容易坦然地接受挑战，
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他们
都能找到生活的意义和乐
趣。但好奇心是很脆弱的，特
别是在追名逐利中，许多人
的好奇心往往被压力或失败
所扼杀，一旦失去了好奇心，
这些人就会变得麻木、消极，
如果再让他们进入陌生的环
境、面对陌生的事物，就会排
斥甚至恐惧，而不愿意去尝
试。

有趣的人懂得赞美。俗

话说“良言一句三冬暖”，赞
美如温暖的春风，能化成无
形的能量。社会心理学家
说：在人的内心深处，最渴
望的是他人的赞美。赞美是
处理好人际关系的润滑剂，
是一种鼓励，也是在人们心
灵深处植入的内生动力。赞
美不需要华丽的语言，只要
用真诚的语言由衷地赞美
那些闪光的亮点，就会让人
感到温暖，激起向上的力
量。一个有趣的人，除了会
赞美，还会对一切不同给予
尊重。他们明白，尽管人与
人之间有这样那样的差异，
但人性在很大程度上是相
通的。在有趣的人眼里，每
个人都是平等的，没有高低
贵贱之分，他们知道顾忌别
人的尊严，懂得用包容心去
成就别人，而不是轻易去责
备别人。

有趣来源于生活，随时
随地发生在生活的每一个层
次、每一个角落。一个有趣的
人，注定是一个热爱生活的
人。有趣是分寸，是积累，是
新奇，是一种软实力，也是一
种达观的生活态度。有趣与
知识、地位、金钱不是正比关
系，知识多、地位高、腰缠万
贯的人，不一定有趣，而学识
少、地位低、并不富裕的人，
也不见得就没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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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伏天里，溽热难耐，夜
不能寐，在没开空调的房间
里，我顿觉时间都是黏稠状
的，一丝一缕粘满了柴米油
盐，一呼一吸充斥着炙烈的
蒸腾味和烟火气。

凌晨，对门的住户家里
传来拳打脚踢的“砰砰”巨
响，震得楼板发出“咣咣咣”
的回音，我的手也跟着抖了
几下，不禁后背发凉。对门住
户是租的房子，男人送外卖，
女人做微商，孩子上幼儿园
中班。每到周末都会来很多
老乡聚餐，先听到搬啤酒的
瓶子碰撞声，再听到出出入
入的脚步笃笃声，然后沉寂
一段时间，又传来骂骂咧咧
的声音，夹杂着外省的方言，
最后以啤酒瓶子的破碎声和
剧烈的打架声收场，深夜时
分不禁让人惧怕。其实，他们
很快就会恢复平静，老乡们
醉醺醺地摔门而去，男人紧
跟着出门，楼梯口抽支烟。第
二天，门口处高高摞着几箱
空酒瓶，其他就像什么都没
发生过一样。晌午头才见男
子出门，肿眼泡，低着头，我
印象中从来没见他正眼看过
人，闷着头竹竿一般往前闯，
真为他送外卖捏把汗。或许，
这就是他们每周一次的自我
排遣和狂欢。

晚饭后遛狗的老人是与
闺女吵完架出来的，她坐在
马路牙子上，俨然心里憋着
一团火。看上去她年过七旬，
头发花白，穿着浅灰色短袖
褂，收拾得利索干净。“只要
我活一天，谁也甭想赶走我
的‘豆豆’！”旁边的卷毛狗懂
事地摇摇尾巴，原地转圈，好
像听懂了主人说的话。有路
人上前询问，她急促地说道：

“闺女不让我养狗，要给我送
人，我哪能舍得？老伴走了十
多年，它跟了我十多年，它就
是我的孩子！”说着说着，她
的眼里有泪水溢出，扯起衣
角抹了几下。又补充说，“闺
女过得也不好，离婚后一直

没再找着合适的。我卖了以
前的老房子，买了一套小的，
将来老了就去养老院，谁也
不拖累。”她抚摸着卷毛狗的
脑袋，喃喃地说道，“今天地
面温度高，会烫伤你的爪子，
乖宝贝，咱们不散步了，回家
洗澡去！”她试着起身三次才
站起来，在大家的目送中，牵
着狗狗向家的方向走去，脚
步比出来时轻盈很多。

午饭的点儿，我从外面
回来，阳光肆虐，空气中弥漫
着烤焦的气息和化粪池的恶
臭。再次遇见那个拾荒者，他
身着条纹T恤，一看就是脑血
栓后遗症，半边身子歪斜着，
走路时脚踢踏着地面，左胳
膊就像牵吊着，一走一顿，在
单元楼前的垃圾桶旁停下
来。树叶纹丝不动，没有一丝
风，好像再热一度人就能晒
化了。他打开蛇皮袋子，伸长
脖子，或许看到什么值钱的
东西了，他缓缓弯下身把垃
圾桶推倒，垃圾一股脑儿滚
落一地，汹涌着刺鼻的气味。
我这才注意到他戴着手套，
拣出几个饮料瓶和易拉罐，
又拖出一袋子过期的食物，
吃力地装进蛇皮袋子。衣服
已经全部湿透了，他似乎已
经习惯。听小区里的人说，他
一个人在院里租房，每天凌
晨5点就过来捡垃圾，一天至
少三趟。望着他贴着墙根趔
趄而去的背影，我忍不住鼻
腔酸涩。

天不亮，去路口买早饭。
最喜欢他家的豆腐脑，一直
没涨价，还是老味道。他四十
多岁，秃头，从我上学时他就
在这里摆摊，转眼二十多年
了。最初，他卖豆腐脑的同时
也炸油条，长桌板凳摆开，成
为一道风景，忙起来抢不到
座，有些民工就端着碗站着
吃。几年前，我去省立医院拿
药碰巧遇见他，才知道他媳
妇被确诊患上乳腺癌，正在
化疗，赚的钱全搭进去了，还
借了亲戚十多万元。最终，他

没能把女人从死神手里拽回
来，背负的外债靠他卖早点
慢慢还。媳妇去世后，女儿嫁
人，在老家干饭店，不愿再跟
着他。他相了好几个对象，都
没成，最近摊位前又出现了
一张年轻俊俏的面孔，比他
小八岁。他卖豆腐脑、八宝
粥、茶鸡蛋，女子给他打下
手。有老顾客不明就理地问
道：“怎么换老板娘了？”他低
头盛粥不吱声，女子脸上写
满了不自在。他也不知道能
否留住女子组建个家，但日
子还得向前过。就像他卖出
的一碗碗热腾腾的豆腐脑，
麻汁辣椒，五味俱全，这也是
生活的味道。

作家阎连科在回忆老家
的大伯时说，“终于就在一瞬
间，明白了我的父辈们在他
们的一生里，所有的辛劳和
努力，原来却都是为了活着
和活着中的柴米油盐、生老
和病死；是为了柴米油盐中
的甘甘苦苦与生老病死中的
挣扎与疼痛。”读到这里，我
感同身受。造物主的苦心安

排和仁慈悲悯，似乎我们永
远都是后知后觉——— 冬天嫌
冷，夏天嫌热，困难时嫌家里
人口多，富裕了又嫌烦恼多，
永无餍足。直到遇到生死之
事，一通手忙脚乱后，跳脚拍
案，“这水深火热的生活啊，
我爱死你了！”

那个没有太阳的中午，
我去送父亲最后一程。殡仪
馆门口的保安见我坐轮椅，
特例允许开车进去。透过车
窗，我瞥见他一手持额温枪，
一手端着面条，粗瓷碗，宽面
条，可能是凉面，已经坨成了
面疙瘩。离开时走的另一个
大门，天空阴着脸，头顶的乌
云翻滚，就像刚烧开的沸水。
风刮得呼隆隆作响，连我心
底的成吨悲恸也被吹得来回
滚动，那是对亲人的眷恋，那
是对生活的叩谢。

一半是火，一半是冰，柴
米油盐，挣扎与疼痛，这就是
生活的本来样子。在这个多
雨而炙烤的庚子盛夏，我更
加理解了活着的意义和深
度，也更加勇敢地直面未来。

活活活
着着着
中中中
的的的
柴柴柴
米米米
油油油
盐盐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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