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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两个小孩一直在聊天，刚开始我没有注
意。舞蹈学院的小院里有一个露天咖啡馆，等
待孩子下课的父母，多半会在这里点杯咖啡，
看会儿书或者聊聊天。孩子们上课前或者下
课后，也会在这里玩上一阵子再走。这两个孩
子看起来是下了课，单独坐在一桌，远离父
母。我被她们的对话吸引了。

“你说，我爸爸为什么不能和你妈妈结
婚？”

“我猜你爸爸会嫌我妈妈太胖。”
“我爸爸是公司董事，我上周末刚参加过

他们的酒会。”
“董事是什么？”
“就是很厉害的。”
“哦，我知道了。咱们一块吃蛋糕吧。”
我往那边瞅了一眼。桌上有香蕉、慕斯蛋

糕，还有两杯饮品。那种刻意模仿成年人的，
边喝茶边聊天的阵势，让人觉得她们挺想把自
己归为优雅女士，而不是像身边那些对喷泉更
感兴趣的，跳来跳去的小小孩。

她们聊着自己并不太懂的成年人的话
题。你如果不去听，会觉得这就是两个七八岁
的小淑女在喝下午茶，一招一式的，挺认真，包
括叫服务生的姿态，她们也是研究过的。

“那你爸爸是做什么的？”
“我爸爸是专门出差的吧。”
“我有一个同学才好玩。老师问他爸爸是

做什么的，他说他爸爸会打牌。”
“哈哈哈哈。”
那是下午5点多钟。夕阳落下，周围渐渐

暗下去，北方的寒意也来了。咖啡馆里充斥着
合理噪音：小声的交谈，磨咖啡的声音，突然而
起的笑声，服务台关于点单的对话。在那种熟
悉的声音下，你可以精力集中地看书、写作、看
文件，或者随便干点什么。两个小孩的交谈本
来是淹没其中的，一个偶然的瞬间，它从这些
声音里跳了出来，我并不打算窥人隐私的耳
朵，突然就停在这场对话上，并且听进去了。

只要你出门，总能听到点故事。我这样的
公共场合偷窥者应该有很多吧。就算你已经
在一个地方待了超过100个小时，你对周围了
如指掌，你甚至都不愿意再多看一眼。可是某
一日，两个小孩的下午茶，让你开始重新去看
这家咖啡馆。带小姑娘上课的家长们，褪去一
周工作的疲惫，正在闲适地与同伴聊着天；舞
蹈学院的几个男生正在一个角落排练节目，桌
上放着几把吉他；也有摊开书本做功课的女
生，长臂长腿的，一看就是跳舞的姑娘。

而那两个小姑娘，正在谈论父亲们的职
业，显然，她们并没有搞清楚。“你爸爸要是和
我妈妈在一起就好了”，这个很多小孩都想过
的话题，旧童话一样，又重新被新一代的孩子
拿出来念叨。

一个小孩显然被叫到名字了，从我身边跑
过，黑色的带跟舞鞋发出咔咔的落地声。这应
该是她引以为豪的装备，所以故意要踩得重重
的。然后灯光亮起，咖啡馆的傍晚也来了。

一日三餐，难免有吃厌
的时候，尤其是午餐，因为午
休时间有限，写字楼附近可
吃的餐馆也就那么一些，吃
来吃去就不知道该吃什么好
了。

一日，看汪曾祺的《老味道》，会吃的老
人家竟吃出一本美食书，端的厉害。其中
聊到昆明的吃食，西南联大当年驻扎在昆
明，汽锅鸡是昆明的代表作。汪曾祺推崇
汽锅鸡到什么程度呢？就是认为它是中国
吃鸡大法中的第一名，理由是汽锅鸡最存
鸡之本味。我没有吃过汽锅鸡，看他那么
猛烈地推荐，不免口齿生津想去尝上一尝，
于是去大众点评网里找，竟然找到一家刚
开张的云南馆子，就在写字楼不远处，里面
有卖汽锅鸡。高高兴兴晃过去，点了碗云
南鲜花稻粉和一锅汽锅鸡，抿一口鸡汤，果
然好喝，有鸡的味道。虽说也知如今的鸡
味肯定是不及从前的，但它毕竟就是汽锅
鸡啊，这样吃着，仿佛觉得距离汪老的气息
近了一些，当下自是欣慰。

说起来，人有时候是会莫名陷入情绪
低潮，做什么事都提不起精神，这时，最需
学会的应该是自我调节。譬如我胃口不好
真的不知道吃什么好时，我就想着不如今
天跟着偶像去觅食？这样一想，浑身情绪

像是电脑给重启过了，倏忽就变得劲儿劲
儿的了。

有一回，读梁实秋的《雅舍谈吃》，在
《豆腐》一文里，他提到他爱吃一款“锅塌豆
腐”。什么是锅塌豆腐？就是将豆腐切成
长方块，裹以鸡蛋汁，再裹上一层芡粉，入
油锅炸，炸到两面焦，取出，再下锅，浇上预
先备好的调味汁，比如酱油料酒等，略烹片
刻，即可供食。这款豆腐的妙处在于虽然
仍是豆腐，可是已别有风味。我见食谱步
骤并不烦琐，正愁着周末不知给家人准备
什么菜，于是现学现做，依葫芦画瓢，虽然
最终豆腐被我切得炸得不怎么体面，可最
终端上来一盘“梁实秋豆腐”，瞬间自我感
觉好极了，连饭都多吃了几口。

张爱玲过去说过一句话：“从前相府老
太太看《儒林外史》，就看个吃。”少年时不
以为然，如今却深有体会，也不知是不是跟
年龄大了有关系。我读书，经常关注的就
是书中提到的美食，比如《平如美棠》里的
碱水粽子。平如写他老家江西南城，端午

节会吃一种碱水粽子，拿稻草
烧成灰，置入糯米里，打紧煮
烂，个个模样粗壮，颜色淡黄，
佐以红糖，妙不可言。看得我
馋虫大冒，于是网购数枚江西
碱水粽，依老先生的方法，以

红糖蘸食，顿觉端午有些不一般了。于是
想，食物与人的关系，是否恰同车子的两个
轮子，是必须在一起的。失去了人，食物就
没有生命力可言。而美食之所以让人牵肠
挂肚，大抵因为它承载了许多美好记忆，情
感的温度增添了美食本身的趣味。

近些日子，读了一本《民国太太的厨
房》，看到王世襄爱吃肯德基巧克力圣代
……不禁笑了。食物果然没有高下之分，
爱不爱它全凭个人感觉，再低廉的食物，一
旦对上你的胃口，你将感情注入进去，它就
变成你的山珍海味。反之则是，再高级的
山珍海味若不是你的菜，无异等同于鸡
肋。而对待食物最好的态度应该是吃得开
心。吃得开心，心情就好；心情好了，身体
就健康了；身体健康了，日子就美满了。这
样一想，就觉得改天还得继续去画名人美
食地图，去朝拜下梁实秋喜欢的北京豆汁
儿、王世襄的海米焖大葱……要是做不出
菜来，那我就炒一盘唐鲁孙牌鸡蛋炒饭吧。

那 双 鞋 是 麂 皮
的，黄铜色，看起来有
着美好的质感，下面
是软平的胶底，足有
两厘米厚。

鞋子的样子极笨，秃头，上面
穿鞋带，看起来牢靠结实，好像能
穿一辈子似的。

想起“一辈子”，心里不免怆然
一惊，但惊的是什么，也说不上来：
一辈子到底是什么意思，半生又是
什么意思？七十年是什么？多于
七十或者少于七十又是什么？

每次穿那鞋，我都忍不住问自
己，一辈子是什么？我拼命思索，
但我依然不知道一辈子是什么。

已经四年了，那鞋秃笨厚实如
昔，我不免有些恐惧，会不会有一
天，我已老去，再不能赴空山灵雨
的召唤，再不能一跃而起前赴五湖
三江的邀约，而它，却依然完好？

事实上，我穿那鞋，总是在我
心情最好的时候。它是一双旅行
鞋，我每穿上它，便意味着有一段
好时间好风光在等我。别的鞋底
惯于踏一片黑沉沉的柏油，但这一
双，踏的是海边的湿沙、岸上的紫
岩，它踏过山中的泉涧，踱尽林下
的月光。但无论如何，我每见它
时，总有一丝怅然。

也许不为什么，只为它是我唯
一穿上以后真真实实去走路的一
双鞋，只因我们一起踩遍花朝月夕
万里灰沙。

或穿或不穿，或行或止，那鞋
常使我惊奇。

如果你是一个懂得专注力的人，年
龄从来不是问题。无论你20岁、30岁或
者60岁，你都是在体验当下，你在自己的
时间里加入生命的体验。专注做点东
西，至少对得起光阴岁月。

看李宗盛亲自操刀脚本并演绎的广
告片《致匠心》，片中他一边专心做一把
手工吉他，一边画外音道：“世界再嘈杂，
匠人的内心绝对、必须是安静的。专注
做点东西，至少，对得起光阴岁月。其他
的，就留给时间去说吧。”

的确，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懂得
手艺人的好处和专注力的奥妙。做手工
的过程必须心平气和，你要丢失“快”，得
到“慢”。而一个人如果有一门手艺，他
（她）与社会的关系就会显得非常明确，
工作会变得如同修行般沉静、笃定。所
以很少感叹“匆匆那年”、时光流逝，更少
有衰老迟暮之伤感。

有言道：“精华在笔端，咫尺匠心
难。”而匠心意指“工巧之心”，其关键点
在“专注力”上。“匠心独运”这个词，也是
我在画画以后才有更深的体会。

每天晚上两
三个小时的画画
时间，是我中年之
后开发出来的“集
美时光”。先找一
幅心仪的作品，莫

奈、梵高、夏加尔、吴冠中、林风眠，就看
哪天你被谁打动了，然后开始临摹，全情
投入眼前的一笔一画，最后不想再增加
一笔了，大功告成！

望着自己的拙作，有时很满意，有时
很不满意，但是那只是“结果”，过程一律
盖上“满意”的戳。功夫在画外。过程你
已经享受了，结果只是锦上添不添花的
事情。而随着画画的深入，我的专注力
也大大增强了。这不但表现在“屁股可
以坐住了”，还体现在日常生活中更留意
观察周围事物的细节变化。

“专注力”其实是一种简单的实践
——留意新事物，积极寻找差异。无论
是关于你自己的，还是周边环境的。只
要你去观察，这就会将你置于“当下”的
状态，让你对人和环境重新敏感起来，向
新的可能性敞开，形成新的视角。可以
说，专注力决定你是生活在“世俗之下”
还是“美学之中”。

如今我们大多数人都生活在忙乱之
中，“忙得起”却“闲不住”。蒋勋一语中

的说：“所有生活的美学
旨 在 抵 抗 一 个 字 ——
忙。忙就是心灵死亡，不
要再忙了——你就开始
有生活美学。”

的确，“忙”字拆开来
看就是“亡心”，人一忙，
心就没了。也有人说忙

就是盲，忙起来，眼睛就看不见——一片
云的浮游，一棵树的摇曳，一朵花的娇艳
……

哈佛大学第一位心理学女教授艾
伦·朗格教授说：“如果你是一个懂得专
注力的人，年龄从来不是问题。无论你
20岁、30岁，或者60岁，你都是在体验当
下，你在自己的时间里加入生命的体
验。这是一种生活的艺术。衰老是一个
被灌输的概念。老年人的虚弱、无助、多
病，常常是一种习得性无助，而不是必然
的生理过程。”

年过花甲的朗格教授将自己的研究
称为“可能性心理学”，她的研究告诉我
们：我们是如何自我束缚在僵化的传统
观念以及思维模式的陷阱里。而其实，
人生中我们可以控制的部分，包括健康
和快乐，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

朗格教授指出：当我们发现自己记
性越来越差时，最现成的解释似乎就是
——我们老了，而很少再去寻找其他的
可能性，比如也许是我们失去了记忆的
动机和意图？“如果我们不是将‘变老’看
成是一种时间的遗失，一条单向的下坡
路，而是一个时间的过程，一种自然的变
化，我们会发现年老的许多好处。”

的确如此，当我听到诸如“五十肩”
“更年期综合征”“老年痴呆”之类的常用
语时，心里总有一个声音说：“我就不信
那个邪。”因为在我的人生字典里，“一切
皆有可能”。

所以，如今我虽已知天命，但并没有
觉得记忆力不如以前，身体每况愈下，而
是一切都在往“更好”的态势发展。我以
匠心抗衰老。

对于书的材质这件事，从没觉得对纸质书有
多么热爱，电子书也是一样地看。从图书馆借来
的，网上买来的，电脑上下载来的，通通一视同
仁。

可是上上个月，当我在网上看到一页网友扫
描上来的一张图，只是某本小说的第一页，亦并
不平整，有微微的偏斜，略略地失了真。可是一
瞬间有什么涌了上来，是什么，是少年时光，是多
年前我百无聊赖里翻起的一本杂志。

虽然看上去似乎不同，多年前看的只是杂志
里的节选连载，而上上个月电子版扫出的只是一
部完整小说的第一页，可是读书时抚着纸页时涌
动的感情全部涌现，我仿佛重回了年少时光，有
一搭没一搭地翻着这本杂志，杂志里别的故事都
不稀罕，唯有这一部节选的片断，每一个字每一
个字都喜欢，手头也没有别的书可看，于是独独
把杂志里这一部节选看了又看，拆开了揉碎了，
都快刻到心里去了，翌日又来一遍。

一张纸质的扫描版让我思念起曾经的纸质
岁月，那些真切的触感一一再现，那是无限渴望
阅读的光阴，一天读八本书可以倒背如流的时
光。锦样时光水样流，如今我放慢了速度，慢慢
地在一本书里迷途，看得慢，边看边忘，忘了再看
一遍，也不着急，没什么在前面等着，看书成了一
件要珍惜的事情，有渴求的书不多了。

开始想念看过的书，想念年少时看得如饥似
渴的书，重温旧书成了一桩心事。哪本书想看第
二遍，哪本书想溜第三遍，哪本书想再瞄瞄有没
有什么错过的小细节。还有哪一本书里的玩笑
话，哪一页哪一行来着，想着哪一天再翻翻，再回
去笑一遍。

看过的书成为思念的标签。年少时好奇心
重，总想更快更好地看更多的书，借完一本，再借
一本。每天都在迅疾地还书、借新的书。随着年
龄渐长，好奇的心慢慢减去，怀恋曾经读过的片
断，那些走过的世界里，遨游岁月里所有微小的
细节。

一书一世界。万千世界里，未经探索的领域
已可预见，分外思念走过的那些风景。年少时感
动的文字，仍可打动内心，喜欢过的，愉快过的瞬
间，还可以在文字的重温里再次复生。

好书不厌百回读。古人早就想得明白，重读
一百遍也不会厌倦，那是自然，快乐过的，不会介
意再快乐一遍。在没有新欢之前。

新欢迟早成旧爱。某日读到的新书也可以
在时光的淘洗中成为旧书，来日回想，旧爱最美。

我以匠心抗衰老
胡杨

两个小淑女的下午茶
郭韶明

跟着名人去觅食
陆小鹿

旅行鞋
张晓风

新欢迟早成旧爱
黎武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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