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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急流城在美国密
歇根州，十月底，大急流
城往往就开始下雪，一
直到次年四月，雪也很
难化完。有的时候，即
使在五月，从高速上一
路开过去，还是可以看到道路两侧树林间
的残雪。在最冷的日子里，道路也结冰
了，每天都可以听到翻车的新闻。于是，
住在大急流城郊外的人所幸避免出门，大
多数空闲时候，只坐在客厅，把废旧的纸
张扔进放着木柴的火炉，看火焰升起又暗
下。

无尽的暴雪、没有树叶的树林、冬天
的火，这是大急流城。

密歇根州在美国的北侧。这里是美
国的五大湖区，再往北或者往东一些，就
到加拿大了。到了秋天，到处都是红色的
枫叶。看见枫叶变红，我们就会去买雪地
靴，等待第一场不知道什么时候会下下来
的暴雪。

来大急流城是因为上学。傍晚从机
场出来，上了高速后，很快就只能看到荒
野。于是，越来越暗的天色里的荒野，成

为了大急流城给我留下的永恒记忆，而大
急流城郊外居住近一年后，终于离开这里
去芝加哥时，也因为突然看见人群和高楼
而觉得新鲜。

一个外来者，只要能够接受和雪天一
样平静的生活，就能接受大急流城。我并
不觉得这种生活有多么寡淡，相反，在开
始下雪之后，这样的状态逐渐成为习惯。
四个年级，几乎没有少数族裔，绝大多数
学生从小就相识。一天的课结束之后，去
学生组织，看到的是这群人；周末参加聚
会，是这群人；偶尔去超市，碰到的是这一
群人。是这样的一群人在一起消磨时间，
共同度过漫长的冬天。

一直待在一起，是我们能想到的度过
冬天的最好方式。大急流城在平原中间，
于是，就连滑雪这样最基本的冬季户外运
动也失去了可能。如果我们去户外，就是

去结冰的湖面散步。到
了冬天，望不到头的密歇
根湖上会结起厚厚的冰，
冰面上再盖上雪。走在
上面，脚印深深浅浅。

但更多时候，我们还
是愿意待在室内，去彼此家里，弹琴，看电
影，或者只是坐着说话。有朋友家的院子
中会放着热水浴池，大家就穿着泳衣泡在
热水里看雪。圣诞之前，我们会顶着暴
雪，去林地里砍圣诞树。用电锯锯倒一棵
松树，几个人一起把树搬到车顶拴好，小
心地迎风开回去，而在之后的几天，房屋
内都会有一种奇特的松树气味。

这种气味是快乐的，让人想到树下的
礼物。

夜晚经过树林，可以看见所有的树干
都被雪地的荧光照亮，在密林之中，可能
就有一户人家，养着一或两匹马。这是典
型的、大急流城的冬季夜晚：屋外被雪照
亮，屋里被火焰照亮，一些从小就认识的
朋友正在一起，往壁炉里增添新的树枝，
慢慢等待夏天。

以什么样的方式进入城市，影响着你对那个
城市的记忆。

从高速公路出去，想着美好的晚餐绕行50多
公里奔去的那个城市，你记住的是它讲究的吃
食。从机场出来，大冬天里给了你满眼绿色的那
个城市，再去的时候你依然被它的绿惊讶到。而
乘船抵达的那个城市，你想起来的永远是年代越
久越有风情的租界的老房子。

每一个城市都会以它特有的面貌留在我们
的记忆里，你想要提取的时候会发现，这场记忆
与你看到它的第一眼有关。也就是说，交通工具
载你到目的地，把你扔下来，然后你开始独自行
走，用眼睛和脚步去打量这里的时候，你到底看
到了什么。

这几年我看到过的第一眼是这样的：
在香港过关后，我记住的是很年长的出租车

司机，很耐心地给3岁的小朋友解释方向盘左右
的问题。在小姑娘说“你们这里好奇怪啊”的时
候，告诉她，以后你见到的奇怪还有很多很多。

在丽江，下飞机后很方便就坐到了去古城的
公共汽车。古城的石板路让行李箱的轮子行走
很艰难，呼呼啦啦的，好像整条街都能听到有新
客人来了。

吉隆坡是个中转站。你多半不会专程到吉
隆坡旅行的，最多待上一天。所以，我会想起那
个著名的美食街，用乱七八糟的方式去做海鲜，
真有点暴殄天物的意思。

清迈的第一眼在酒店里。“榴莲与宠物不得
入内”的提示牌，以及各家酒店都有的霸气泳池。

这些你从A城抵达B城的转折点，于你而言，
就是这个城市的入口。当然，B城会给你很多入
口，但你看到了什么它说了不算。多年以来这里
的居民保留下来的一个习惯，城市里遗留下来的
一块墙壁，当地司机给你讲的一个故事，迅速就
能建立起你与那个城市的关联。

而你所看到的，当地人多半是看不到的。他
们在这里生活了多年，对从街头窗户上探出来晾
晒的内衣习以为常，对从早市回来说着最地道的
方言的老人熟视无睹，对专属于故乡的食物有种
与生俱来的认同，对外地人趋之若鹜的周末集市
也觉得稀松平常。

只有新近抵达的人，才会以“第一眼”的姿态
去认识这个城市，他们拿着相机不断地拍。那个
人在路口拍TUTU呢，很专注的样子，每过一辆，
他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咔嚓一下，然后转身寻
找不一样的，继续咔嚓。他的身边，是穿行而过
的当地人，连看都不会多看一眼。

再想想自己抵达一个新地点的感受吧。看
到自己经验之外的场景，或美的，或丑的，或不一
样的，都忍不住去记录一下，然后把这些你对它
的观察收入记忆的仓库。

当然，随着时间的流逝你会丢掉很多，甚至
会遗忘当初你想刻意记住的。但是，抵达那个城
市你所看到的第一幕，通常还在那里，它像一个
城市的DNA一样，迅速导入了你对那个城市的
所有记忆。

一个城市的DNA
郭韶明

一字招牌两字幸福
黎武静

大急流城，漫长的冬天
张熠如

从前，有个脾
气很坏的小男孩。
一天，他父亲给了
他一大包钉子，要
求他每发一次脾气都必须用铁锤
在他家后院的栅栏上钉一颗钉
子。第一天，小男孩共在栅栏上钉
了37颗钉子。

过了几个星期，由于学会了控
制自己的愤怒，小男孩每天在栅栏
上钉钉子的数目逐渐减少了。他
发现控制自己的坏脾气比往栅栏
上钉钉子要容易多了……最后，小
男孩变得不爱发脾气了。

他 把 自 己 的 转 变 告 诉 了 父
亲。他父亲又建议说：“你如果能
坚持一整天不发脾气，就从栅栏上
拔下一颗钉子。”经过一段时间，
小男孩终于把栅栏上所有的钉

子都拔掉了。
父亲拉着他的手来到栅栏边，

对小男孩说：“儿子，你做得很好。
但是，你看一看那些钉子在栅栏上
留下的那么多小孔，栅栏再也不会
是原来的样子了。当你向别人发
过脾气之后，你的言语就像这些钉
孔一样，会在人们的心灵中留下疤
痕。你这样做就好比用刀子刺向
了某人的身体，然后再拔出来。无
论你说多少次对不起，那伤口都会
永远存在。其实，口头上对人们造
成的伤害与伤害人们的肉体没什
么两样。”

坏脾气与钉子的故事
张振玲

人生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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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我家附近开了两家店，一家布庄，一
家烧鸡店。每次从家门前的布庄经过时，总会
有难以言传的幸福感。因那家的铺子硕大的
招牌只有一个大字：“布。”干净利落地矗立在
那里，提醒着人们生活的本来面目。路过时总
忍不住微笑，怎么简单到了这个样子？

不知道是不是传染的关系，“布”旁边另一
家，也是简约一个大字：“鸡”，连“烧鸡”两个字
都懒得写。据知情人透露，是因为招牌一个字
五十元，不如省省。无论如何，路过时终于忍
不住变成了双份的微笑。

后来想想，一字招牌何尝不是简约的智
慧？反正这方圆几百米也只有这一家卖烧鸡
的，一家卖布的，绝对不会混淆，目标顾客也都
是附近的居民，“跑惯的腿，吃惯的嘴”，也不必
靠响当当一块招牌来招揽生意。这一字招牌
倒省了许多不相干的力气。

可能许多事情都是如此吧，看似错综复杂
的纠葛，其实目的地与出发点之间，只需要一
条简单的直线。很多转弯其实都是不必要的
曲折。幸福也是一样，简单到超乎想象：与家
人共享的一日三餐，迎头看得到的阳光灿烂，
甜蜜动人的一颗糖果，有人一起吵吵架的不寂
寞……

所有复杂的困扰都和幸福沾不上边，比如
一段令人憔悴的感情，多边多角的恋爱困惑，
伤人伤己的相思债，过于动荡起伏的恋慕更像
是一出现实上演的华丽戏剧，却不可能拥有和
屏幕上虚构一样的幸福结局。

真正的幸福其实比较简单，此时相遇，此
生相知，花开蒂落，水到渠成。一出两个人的
戏，男主角遇上女主角。他在她必经的路径
上，等候。

有一位教师要求她所教的一班小学生画
下最让他们感激的东西。她心想能使这些小
孩心生感激的事物一定不多，她猜他们多半
是画桌上的烤火鸡和其他食物。当看见杜格
拉斯的图画时，她十分惊讶，那是以童稚的笔
法画成的一只手。

谁的手？全班都被这抽象的内容吸引住
了。“我猜这是上天赐食物给我们的手。”一个
孩子说。“一位农夫的手。”另一个孩子说。

到全班都安静下来，继续做各人的事时，
老师才过去问杜格拉斯，那到底是谁的手。

“老师，那是你的手。”孩子低声说。
她记得自己经常在休息时间，牵着孤寂

无伴的杜格拉斯散步；她也经常如此对待其
他孩子，但对杜格拉斯来说却特别有意义。
或许这正是每个人应当感恩的事，不是为了
物质方面的领受，而是为了有机会给予别人
一些东西，无论是怎样微不足道。 （网文）

一只手

林薇平时乐意和同事们交流读书心
得。不过，近期她却遇到了关于读书的

“尴尬”。有段时间，林薇发现同事们因忙
碌而行色匆匆，压力较大。为此,负责单位
文化工作的林薇按照单位“4·23”读书日
主题活动方案，想举办一场“读书分享
会”，借以丰富大家的文化生活，陶冶情
操，滋养精神，减负减压，提高工作水平和
办事能力。

读书分享会的主题定为“让读书成为
习惯，让书香浸润人生”，林薇在单位发起
倡议，广泛征集每个年龄段群体都能看的
好书，同时筹集资金购买了几百套精美图
书，补充到单位图书室以便大家借阅。

读书分享会筹备还算顺利，准备也很
充分。只是因为工作原因，一拖再拖。林
薇发现，不光是这个活动几近搁浅，还有
买回来的书也同样被束之高阁，借阅者寥
寥无几。林薇理解，大家都忙于工作，弦
绷的太紧，闲暇时间不多，这也在情理之
中。但大家忙碌中表现出来的不安和焦
燥却随处可见。为尽快调动大家读书的
积极性，营造一个轻松舒缓的环境，给大

家缓解一下压力，读书
分享会在拖延了一个多
月后得以举行。令人遗
憾的是，除了应邀前来
参加活动的一些嘉宾准
时到场外，参与活动的
同事却很少，有做报表
来不了的，有写材料来
不了的，也有压根不感
兴趣的，各个忙得像个

“陀螺”似的。
处在信息时代的今天，互联网成了人

们获取信息的一个重要手段。有人说，都
什么年代了，谁还读书啊？林薇觉得，书
可以明心，可以益智，可以净己，可以育
人，无论怎样，网络都无法替代书籍。如
果仅仅刷刷微博，看看微信圈，问问度娘，
就能获取所需，坐拥天下，是否太过简
单？如果是这样，人的本能，人的智慧，人
的思辨，人的发展，从何谈起？作为蓝色
星球乃至宇宙星空智慧生命的人类，如何
面对这个世界的诘问。如果我们不学习
不读书，我们能为人类留下什么？为子孙

后代留下什么？
美国作家威廉·庞德斯

通在《知识大迁移》里提到：
“做一个无知的人并不是可
怕的，可怕的是互联网有可
能令人们陷入‘元无知’的状
态，也就是那种无法意识到
自己无知的状态”，他说很多
千禧一代容易陷入两种误
区，一种是盲目自信地认为，
自己已经共享了云端的知识
库，手机一搜即得，那自己就
是一个知识渊博的人。另一

种误区，就是把云端的集体记忆视为自己
知识能力的表现。比如，不说明出处就将
他人的创作据为己有，或是把上网复制粘
贴的资料视为理所当然。大家试想一下，
如果有一天，让人们完全脱离手机，是否
还那样自高自大地以为自己无所不知无
所不能呢？所以静心读书，通过读书不断
更新自己的知识结构，不断提升自己的认
知能力，这才是跟上时代的节拍，适应新
形势的必然要求。

一场读书分享会的成败无足轻重，重
要的是大家对于读书这件事的认识和重
视程度。不可否认基层工作“压力山大”，
但劳逸结合，适时充电，才能更好地提高
办事能力，也能平复忙碌后的浮躁焦虑。
书给人们提供精神给养，通过读书学理，
增长见识，使人在面对工作和生活难题
时，才能应对自如，事半功倍。而真正经
历过“忙碌”，不仅丰富了阅历，也进一步
用工作生活实践印证书籍中的真知灼
见。有一句话说得好，“纸上得来终觉浅，
绝知此事非躬行”，这种能契合自然、结合
实际的阅读方式，更能转换成工作生活中
一种不可替代的积累和原动力。

读书分享会的“尴尬”与乐趣
马秀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