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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宁人的好，颠覆我的想象。
到西宁的第一天晚上，去一家老字号

餐厅吃手抓肉。点餐时问起他们的地标
性美食西宁酸奶，服务员说店里没有，让
我们回头去超市里自己买。我正觉着有
点失落，邻桌一大哥笑眯眯地悄悄摆手示
意，告诉我这酸奶其实并不是我想像的那
样，有店铺现做现卖的，且各有秘籍，而大
中型超市卖的，都大同小异。如果要吃现
做的，可以去尝尝XX酸奶，特别地道。上
面有层金黄的奶皮子，慢慢嚼慢慢嚼，哎
呀越嚼越香。我从小到大都在西宁，一直
最爱吃他家的。

我们点头谢了他，继续吃饭。没想到
过了一会儿，他从外面提了两袋酸奶，径
直过来放在我们桌上：“就是这样的酸奶
嘛，送给你们尝尝。”

我和先生都有点蒙圈：萍水相逢，平
白无故的，人家放下吃着一半的饭专程跑
出去，自掏腰包买来我们好奇的特产，就
为免费送给我们尝尝……这事儿可真是
从来没碰见过啊！盛情难却之下，我提出
至少应该付钱给他。他笑着说了句“别客
气，不值钱的东西。”回到座位上，继续吃
饭。

我跟先生无功受禄地领受了这样的
好意，如坐针毡。想来想去，出去找到一
家超市买了两罐啤酒，又打了半天腹稿，
措辞周全地请人收下，方才心安。

转天一路西行，走西北的大环线。行
程结束后回到西宁，准备坐高铁返京。距

开车还有四个小时的空
档，我们决定抓住机会，
再 美 美 地 吃 一 顿 手 抓
肉。在力盟商业区逛了
一圈，没找到中意的手抓
店，见马路边站着一个
人，就过去向他打听。他
推荐了一家本地人也很
喜爱的网红店，又告诉我
大致在什么地方。我跟
他确认店名的文字，他沉
吟着组了两个词描述着，刚一说完立刻决
定：“算了，刚好我顺路，带你们过去吧。”

满街都跑着出租车，实在大可不必给
人添这样的麻烦。我们道了谢想走，一回
头，却看见他的司机朋友已经三下五除二
地收拾好越野车后座上的所有杂物，风轻
云淡、却不容置疑地安排我们“三口儿稍
微挤一挤”了。

老实说在迈腿上车的一刹那，我的心
里是有那么一点忐忑的。车子启动后，被
陌生人的车拉去绑票或传销的各种画面
在脑海里纷繁掠过，与心底“不识好人心”
的歉疚和罪恶感相互纠缠，尤其是看见前
排这两个剃着光头的西北大汉，我的恐惧
和懊悔，直达顶点。

他显然不知道坐在后排的我，有着这
么多匪夷所思的心理活动，一路热心地随
机介绍着视野范围内的著名景点。在我
的疑神疑鬼中，车子在一个十字路口停下
后，他和我们一起下了车，给我们指明了

路西一个绿牌匾，门前排着长队的手抓店
之后，还不放心，又带我们过了马路，直到
可以清楚地看见那个牌匾上的几个白字
才走。

看他优哉游哉又走回到马路对面，我
心里的愧疚难以言说。这么多年了，我们
在局促的一线城市里人挨人、人挤人，虽
不乏善良和热忱，彼此却少有信任。去青
海之前，听说过一些“西北人性子烈、脾气
急”的传言，心里总有几分戒备，可事实
上，当我们在内地，为了“扶不扶”的问题
纠结权衡、为了防范最新版的骗术而人人
自危的时候，西宁人用他们的热诚和坦
荡，让我觉得所谓“大山大水大胸怀”，或
许真是有道理的。西宁人的好，让人感
动，也让人自省。它让人与人之间的相处
变得简单而纯粹，这是比峰峦叠翠、碧空
高远、圣湖浩渺、经幡绚丽更让人怦然心
动，流连忘返的人情风土。

西宁人的好
阿简

留白，如于无字处读书，于无声处听音，空
无一物的背后，包含丰富的信息量。

听过这样一个故事：在通信并不发达的年
代，有个在外地工作的小伙子，应父母要求，每
个星期给家里写一封信，报告工作和生活情况，
每次写信的内容都差不多，无非是一些鸡毛蒜
皮的生活小事。后来，小伙子寄给家里的信，变
成了一张白纸，父母亲却没有责怪他，每次收到
白纸，还很高兴。一个邻居听说后，指责小伙子
太懒，不孝顺，连只言片语都不愿意写。做父母
的赶紧解释说，这是一个约定，白纸上没有字，
代表没有什么事。对为人父母来说，孩子无事
就是天大的好事，因为当地方言中，“字”与“事”
同音。邻居恍然大悟。

一封报平安的家书，无字胜有字。
闲时，我喜欢欣赏小提琴曲《梁祝》，尤其喜

欢高潮部分演奏完毕之后，突然静下来的那几
秒钟的留白。此时无声胜有声，乐曲兀自在头
脑中延绵不绝，余音缭绕，眼前仿佛出现一幕幕
画面，令人的情感慢慢释放。

艺术有留白之美，生活中，无论做人做事，
无论于人于己，很多时候，也需要留白，这是一
种处世智慧。

朋友小郑祸不单行，女儿患病入院，妻子又
遭遇车祸骨折……朋友们听说后，商量着或联
袂探望他，或者轮流打电话给他送去问候，希望
友情的安慰和关怀，像一缕暖阳，照亮他被不幸
的阴霾笼罩着的心灵。我却认为，当一个人处
于最烦恼、最忙碌的时候，最需要拥有一点点属
于自己的时间和空间，有利于处理事务，也可以
一个人静静，想一想，借着时光流水的冲刷，过
滤掉不良情绪。因此，现时不宜探望他或打电
话给他，否则，哪壶不开提哪壶，反倒容易触及
对方的痛点。朋友们深以为然，待情况好转后
再给他探望和问候。

给遭遇不幸的亲朋一段留白时间，暂时不
打扰，道是无情胜有情。

孩子生日，邀请几个要好的同学过来玩。
给他们准备好美味的蛋糕和其他美食之后，我
和妻子对了一下眼色，然后对孩子说：“我们有
事出去一会儿，你负责招呼好你的小伙伴们。”
孩子听了，眼中绽放出快乐的光彩，连声说：“放
心吧，你们去忙你们的事情。”我们刚出门，门缝
里便传出如雷般的欢呼声，我们相视一笑。

为生日的孩子留白，把无拘无束的氛围留
给他和他的小伙伴们，让他们尽情释放内心的
欢乐，貌似无爱胜有爱。

为人处世，学会留白，懂得留白，也是一门
学问。一个有爱心的人，一个体贴的人，一个大
度的人，一个有智慧的人，一定是个留白高手。

水性杨花果真是有的。在泸沽湖，它是
一种植物，一种泸沽湖特有的水生植物。

刚到泸沽湖，看见饭店里写着“水性杨
花”的菜牌，还有点奇怪，觉得店家是不是在
故弄玄虚。

后来，在泸沽湖码头，我见到了这种在
水中招摇的花朵。在清可见底的泸沽湖，它
由一根纤细的单枝牵引着，有些慵懒有些娇
媚地半趴在水面，形状很像水仙。它繁茂的
叶丛深沉于水下，薄而宽大的叶片苍翠欲
滴，在水中随意的荡漾，显得婀娜飘逸。水
面上，它的三片白皙的花瓣半聚半拢，鹅黄
色的花蕊点染其间，像是一盏杯，又像是一
个温暖的笑靥。

乘上泸沽湖特有的猪槽船，越往湖水深
处，水性杨花越是繁多。它们星星点点而又
千丝万缕，随着水波轻轻飘荡。

水性杨花的学名叫波叶海菜花，摩梭人
称为“开普”，又被称作“富贵菜”。它既是靓
丽的风景，又是餐桌上的美食。其口感丝
滑，味道鲜美，无论是做汤还是清炒，或是煮
火锅，都有别样的味道。

我想起湖北利川福宝山的野生莼菜，也
是滋味绝美，也是生长在高山湖泊间。记得
一位诗人说过：开在幽谷的花最香，没有照
过影子的小溪最清亮。诚然。正在感叹泸
沽湖水质优良，划船的摩梭娘子已经俯下身
子，捧起一捧湖水，仰头喝了下去。她说，泸
沽湖的水我们都是直接喝的。只要水性杨
花能够生长，就说明湖水可以喝。

原来，水性杨花也是判断泸沽湖水质的
一个标杆。和很多能耐受污染的水生植物
不同，水性杨花这种清丽的花朵对环境的要
求很高。水清则花盛，水污则花败。

质本洁来还洁去。这种海菜花是用生
命诠释着追求纯净的心。我想，人们用水性
杨花来称呼它，大概是看到它在清清水波间
婀娜的身姿和顾盼的神态吧。其实，水性杨
花是柔中有刚，柔中带韧的。为了获得滋
养，为了追逐阳光，它长长的根系可以在水
中一直延伸四、五十米。这样的韧性和执
着，也让它的柔美有了别样的坚强。只有阳
光铺满湖面，它才会让花朵露出湖面。太阳
落山后，它便将花闭合，潜入水中。因为它
永远向着阳光绽放，所以又被人们称为“水
中向阳花”。

遇见水性杨花
孙雁群

现场观赏《大河之舞》，绝对
是人生中的巅峰体验之一。舞团
不惜重金从爱尔兰万里迢迢运来
三层特制地板，为的是保证舞者
在上面飞速弹跳而不会产生危
险，并能使音效达到最佳。与此
同时，每双舞鞋都经过特别设计，其鞋后
跟部位都安装了微型麦克风，以将金属质
感的踢踏声再度放大，让舞步更加铿锵干
脆。这种特制的鞋子与普通的踢踏舞鞋
子相比，演员在感觉上有何不同？领舞吉
安娜·佩特蕾希克有一个妙喻：刚穿上时，
这种舞鞋就像你刚补过牙，嚼东西是有一
点“硌”的。经过严苛的训练，流下一地板
的汗水后，这种“硌感”才会渐渐消失，你
才能与伙伴们“得心应脚”地跳出浪潮拍
岸、火焰舞动、擂鼓进击般的节奏。这就
完了吗？没完。正式彩排与演出的鞋子，
比平时训练时的鞋子还要高出半公分。
其目的，就是让“硌”的感觉再次回来，让
舞者有一种新鲜又警醒的体验，避免表演
熟极而流后，舞蹈变得油滑。

一双鞋，决定了表演者的姿态与沉醉

度。当年，京剧名角谭富英先生定制的厚
底靴，都要比一般的老生演员高出一寸，
达到四寸厚。虽然，靴底一厚，有助于体
现角色咄咄逼人的英气，但重心就高了，
对演员跑场的圆融度，靠功的稳练度，以
及耍起刀花的干净利落，都是不小的考
验。谭富英坚持这么做，以百倍的刻苦去
练功，就为了《定军山》演到500场，表演
时也要提着那口气。因为靴底一薄，那口
气就容易松，一松，人物的表演就会偏

“实”，角色那股堂皇高尚的理想主义激
情，那股京剧赋予人物的浪漫丰神，就会

“懈”掉半分。这是谭老板绝对不能允许
的。因此，即便成名超过30年，谭富英都
不肯为了保存体力，把厚底靴的靴底做得
稍薄一点。每次上场前，把青缎面儿的靴
子穿上，谭富英都会亲自把那一圈雪白
的靴底边儿再擦一遍。这个时候，多大

的事儿也不能喊他了。因
为，戏比天大。

比起舞台上的演员，配
音演员的成功，关键是要脱
去形骸，让自己的灵魂驻扎

在声音、节奏与气息间。他需要像一棵树
一样长出根须，扎稳根基，同时，要保证所
有的情绪都是上下贯通的，脚底涌泉穴上
冒出来的喜怒哀乐，一直向上走，穿透头
顶的百会穴。全情投入的配音演员，经常
会配到涕泪交加，手足震颤。据说，任何
鞋子都会妨碍他们的演绎。所以进了录
音棚，很多配音大咖都会光着脚。不信有
这回事？不妨仔细观察韩雪在《声临其境
第二季》的表现——她脱下高跟鞋，整整
齐齐放在坐凳前，闭目敛神片刻，现实环
境赋予她的一切情绪都在脸上消失了。
她就那么光着脚，走向麦克风，走向自己
要拼尽心力去演出的角色。

那一刻是多么动人，尽管她尚未开
腔。

真情离地有几分
明前茶

留白高手
李职贤

有人说：“人生如棋
局局新。”意指人和事多
变如下棋，每局都不同。
其实，再复杂的棋局，也
不可能复杂过人生。

细细思量，同是棋局，象棋的
棋局和围棋的棋局在人生态度上
有点不一样。

象棋是双方棋子的火并。楚
河汉界，针锋相对，三步之内就可
以拼命。局中你死我活，多数能决
出输赢。当然也有和棋的时候，那
是两败俱伤后的残局，像武林中两
人较量，势均力敌，拼得个苟延残
喘，和得极不情愿。如果盘中胜负
大局已定，失利方可能会把棋一推
认输，留下点体面。

围棋是拓地盘的游戏。初期
各自圈地，三招之内吃不成，第四
招就要吃对方的，可能智慧上有问
题。地广人少时，尚不至于正面冲
突。随着对生存地盘的需求不断
增大，开始出现边界，也只有发生
边界摩擦时才会较量。经过

一轮拓展，即使输赢大局已定，也
还可以各自收拾，尽量增加一些面
积，叫“收官”。虽然有赢有输，但
不是生死较量，即你得了大头，我
得小头，颇有点“共赢”的味道。绝
大多数结局是强弱共存，不至于一
无所有。强者允许弱者生存，弱者
认可强者的收益。

这两种人生态度对为人处世
有一定的影响。象棋类人生，较看
重输赢，在棋局上也比较躁，甩盘、
翻脸时有发生，似乎有点输不起。
围棋类人生，心态则相对平和，赢
的尽量争取更大的成绩，无须狂
妄；输的尽量减少损失，不至于气
馁。

象棋人生与围棋人生皆有利
弊，你喜欢哪一种？

象棋人生与围棋人生
杨子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