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食之美

书中讲到慢食的艺术，就是吃饭的时候
不要狼吞虎咽，要细嚼慢咽。前者是动物进
食的野蛮方式，目的是吃饱；后者才能感受
到食物散发出的滋味和清香，给味蕾带来深
深的满足感。

快节奏的当下，每顿饭都细嚼慢咽肯定
不现实，那就不妨利用周末的时间给家人做
一顿可口的饭菜，用心做，慢慢嚼，人最不该
亏待的就是自己的嘴还有家人的胃。

很多食物里包含着历史和文化，如果缺

少了对文化的了解就会觉得索然无味。我
觉得云南过桥米线好吃是在看了店家张贴
的有关过桥米线的传说之后，其实还是原来
的配方原来的味道，不过加入了文化和故
事，感受大不一样。

在以后的生活中要不断打开味蕾的大
门，尝试吃更多不会吃、不爱吃的食物，这样
生活才会更有趣，生命体验才能更丰富。

衣之美

一件衣服穿久了，人会对它有一种感情
在里面，如果那衣服里面还有亲人的温度，
再美好不过了，就像朝夕相处的朋友，对彼
此有了记忆和了解。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似乎什么东西都可
以用钱买到，人们盲目追求新的贵的衣物，
不管那物件是否适合自己。其实我觉得再
贵的老北京布鞋里也找不到妈妈纳的千层
底带来的踏实。

人有性格，衣服也如此，要让衣服符合
自己的个性，就得在不同的场合搭配不同的
衣服，不仅仅让自己舒服，最好还能让别人
赏心悦目。

在以后的生活中，尽量做到衣服少而精
致，学会搭配和爱惜衣服，用恰当的方法保
存整理衣服，慢慢地培养对衣服的感情。

住之美

房子可以是租的，但生活是自己的，有
爱的房子才是家。判断一个家的好坏只需

问家庭成员是不是喜欢回家就可以了，温馨
整洁的房子一定更能勾起家人回归的渴望。

记得《红楼梦》里描述房间陈设的时候
用了一个词语——半旧，想想就很美好，半
旧一则用的时间很长，一则质量很好。真希
望家里多一些半旧的家什，因为，有些物件
是需要时间才能体现价值的。

喜不喜欢邀请其他人来家里，从一定层
面上展示出一个人的自信，对自己的家充满
喜爱之情的人会非常乐意好友经常来串门，
借此彰显他对家的用心。

在以后的生活中，每周至少对家里面进
行一次大扫除，把家收拾得干净整洁有序，
当然，最重要的是宜居。

行之美

“行”可以改变我们的心情，它让你觉得
生命并不是从生到死拼命赶路。

速度感很重要，不管外界如何变幻，我
们内心要有对速度的评判标准，不要让自己
走得太快。以前常常犯错的地方就是在爬山
的路上，总想迅速爬到山顶，以为最美的风景
在高处，一路的风景却全然不顾，想想不禁感
到好笑。爬山如此，生活难道不是如此吗？

在以后的生活中，要掌握好行进的节
奏，有些事不着急去做，有些路不着急去走，
慢下来你就会发现：路旁的垂柳已经抽出嫩
黄的芽，崭新的四季轮回已经铺开。

合上书本，生活继续。这个世界不是有
钱人的世界，不是有权人的世界，而是有心
人的世界，从现在起，做一个有心的人。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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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杰

这是阿城的“处女集”。作家出版社初
版，当年值一元五角。

阿城没把写作看得多伟大，就写出好
文字。一个作家放下心来，将自己当作一
个外出打零工的木匠一样，写作是换一些
钱来补贴家用，识文字也是手艺人，因此他
自认与大家一样，没有什么不同。他这样
一同，就显得越发不同了。

一个作家能写到一千字时，还能不出
现一个“的”字，要的是手段，文字上忍耐的
功夫，文字闭气，阿城做到了。阿城的文字
很“硬”。

阿城以后出国，出过许多谈天说地的
书，自然开始如名士去把玩了，开始有“腔”
了，从气息上，大体都不如这本“处女集”，
有个性。短笛无腔信口吹。

这种文字写不好容易干枯，所以时不
时得水灵一下。就像草叶子上，出手得放
有几颗大露珠。好句子过后得有笨句子，
笨句子过后须冒出好句子。就这样，好句
子笨句子好句子笨句子……

朴拙得近于瘦瘠，但又机巧遍布，无意
留心。这文章方是做到了家。

这本书里收入《棋王》《树王》《孩子王》
“三王”，算是他全部代表作，聚着一把好力
气，阿城后来私下放出风来，立志要写出

“八王”。他说当时有一部“车王”的稿子在
给一家杂志社寄时遗失，一笔一画抄的，令
他心疼得牙痛。

我想，那“八王”没写出也好，真写出来
说不定大家倒当“王八”了，留作小说史悬
念好，这是阿城的聪明。9

□正齐

春节期间，我用了十天时间，断

断续续地读完了蒋勋的《品味四

讲》。这本书从“食、衣、住、行”四个

方面，娓娓道来生活中蕴含的美。

听荷草堂说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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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荆墨

喜闻乐见的鸡故事

生肖文化中，有很多喜闻乐见的鸡故
事。邹艳霞主编的《你一定没听过的鸡故
事》，讲十二生肖中，鸡总是和时间联系在一
起。它每天把人们从美梦中叫醒，伴随着清
晨的第一道阳光出现在人们的视野里，于是
十二生肖中，关于鸡的传说，也就和诚实、守
信等种种特征联系在了一起。而在世界各
地，关于鸡的故事可不止守信报时，这里有不
抛弃不放弃、一根筋冲向前的金冠小母鸡，为
报恩差点把自己的毛拔光的山鸡姑娘，精灵
古怪、智斗鳄鱼的珍珠鸡……各种各样有趣
而奇特的经历，能开启读者的思维。

郑渊洁的《十二生肖童话：鸡王画虎》，
讲了在鸡的王国里，有一群性格各异的小伙
伴，想锄强扶弱、匡扶正义。鸡王认为振兴
鸡家族首先应该振奋鸡民的精神，给鸡民增
加点儿虎气，于是决定画虎。鸡民们为自己
家族的崛起感到无比振奋，可在与狼的较量
中，他们虽然有了虎气，却没有老虎的力量，
因此全军覆没。故事告诉读者，与其羡慕他
人，不如珍惜当下，传播了积极向上的“郑”
能量。

生肖鸡的故事流传于民间，更多的是口
口相传。张立章文、蒙趣堂绘的《中国风十
二生肖童话故事原创绘本：酉鸡》，是一本生
肖故事书。该书取材于中国民间生肖鸡的
传说，以浅显生动的文字，结合流畅、精美、
富有情境的绘画，讲述了古老年代，鸡与人
之间、鸡与其他动物之间的传说故事，让读
者在有趣的故事中，了解生肖鸡的来历、生
肖鸡排名的轶事。鸡虽普通，但许多带“鸡”
的熟语，却寓意深刻，发人深省。“鸡肋”比喻
没有多大价值但又舍不得抛弃的东西；“乌
眼鸡”比喻争强好斗；“杀鸡取卵”更是讽刺
一些人操之过急违背规律的行为。

生肖鸡的拓展阅读

中国人把人类与十二种动物联系起来，

将自己对人生与世界的理解投射于它们，这
样便产生了生肖文化。王静波的《生肖文
化》，旨在宣传中华文化，弘扬民族精神。生
指出生年，肖是肖似。生肖又称属相，相是
面相，属相即面相何属。所肖或所属则是
十二种动物，它们依次为：鼠、牛、虎、兔、龙、
蛇、马、羊、猴、鸡、狗、猪。大量的文献资料
证明，生肖的确起源于中国，是华夏先民动
物崇拜、图腾崇拜以及早期天文学的结晶。
全书主要荟萃与生
肖有关的文字、
成语、俗语、
歇后语等

内容，并对生肖文化的发展前景提出若干
设想。

主持人老梁在《老梁趣谈十二生肖》中，
提出了十二生肖两两配对之后其特点互补，
体现了做人的智慧。鸡定时打鸣，代表一定
的原则性。古语有“无鸡不成宴，无鸡不成
欢”。鸡鸭鱼肉，鸡居首位。鸡肉既无猪牛
羊的骚膻，又无鱼肉的腥气，鸡味之美，可想
而知。鸡还陪人们解闷儿，“呆若木鸡”就跟

古代“斗鸡”的习俗有
关。“呆若木鸡”，

说的是训练
有 素 的

斗鸡，一旦把它置于角斗场上，往往不动声
色，呆头呆脑，就像是用木头雕成的，可往往
战无不胜。本书分析有理有据，可读性极
强。

十二生肖是炎黄子孙沟通情感的纽带，
是世世代代锤炼和传承的文化传统。十二
生肖，十二尊守护神。对于自己的守护神，
你有多少了解？吴裕成的《十二生肖》，让我
们一起透视十二生肖的奇妙魔镜，看看生肖
宝典里，到底有多少是你还没来得及了解的
奥秘。作者为你阐释每一位神兽的大来头，
并且从生肖和星座的关系拉开十二生肖的
神奇面纱，帮助我们了解人性、顺应人性、改
造人生。所以说，十二生肖凝聚着民族的性
格、民族的精神、民族的真善美。9

■相关书籍信息

《解读生肖文化·酉鸡》 舒大丰主编，百
花洲文艺出版社2016年10月出版

《鸡鸣起舞》 余寿军著，湖北教育出版
社2016年1月出版

《酉鸡有吉》 吴裕成著，陕西人民出版
社2015年3月出版

《鸡年的礼物》 于平、任凭著，新世界出
版社2016年9月出版

《十二生肖·鸡》 闻昕编著，大象出版社
2008年1月出版

《十二生肖成语故事：鸡》 赵光宇著，北
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12月出版

《你一定没听过的鸡故事》 邹艳霞主
编，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2016年7月出版

《鸡王画虎》 郑渊洁著，浙江少年儿童
出版社2015年12月出版

《中国风十二生肖童话故事原创绘本：
酉鸡》 张立章文，蒙趣堂绘，鹭江出版社
2016年1月出版

《生肖文化》 王静波著，中国经济出版
社2010年5月出版

《老梁趣谈十二生肖》 梁宏达著，电子
工业出版社2015年3月出版

《十二生肖》 吴裕成著，中国社会出版
社2016年4月出版

□夏丽柠

第89届奥斯卡金像奖的颁奖典礼即将来临，小金
人终究花落谁家，还是个谜。《爱乐之城》携第74届金
球奖七项大奖而来，志在必得。

电影开场，在加州的阳光下，冗长的汽车队伍占据
了高速公路。正猜想车里的人定会望天兴叹或怒气冲
天，怎知画风一转，人们从车上下来，载歌载舞起来，有
的站在车顶，有的排成了一队，有的围作一团，探戈、踢
踏、嘻哈和弗拉明戈……高速公路成了欢乐的舞台，五
颜六色的裙裾飘扬，汇成甜蜜的海洋。他们在歌中唱
到：“每一天都有新的阳光。”

32岁的年轻导演达米安·沙泽勒用他独特的电影
语言，一开场便从视觉、听觉，甚至味觉上征服了观
众。沙泽勒2009年以独立电影《公园长凳上的盖伊和
艾德琳》出道，又因2014年的奥斯卡大热门影片《爆裂
鼓手》成名。集编剧、导演和摄影于一身的沙泽勒，毫
不掩饰地为自己的影片贴上了“青春梦想”“音乐”和

“唯美主义”的标签。
就在高速公路上那片欢乐海洋里，努力的小演员

米娅和不得志的酒吧钢琴师塞巴斯蒂安相遇了。初相
遇的情形并不太美好，米娅在车里低头看手机，塞巴斯
蒂安在她身后急得按喇叭，米娅满不在乎地向他比中
指，两人就这样错失在茫茫人海里。经历了相遇、擦肩
以及在派对上再次相遇，他们在山顶上跳起了踢踏舞，
彼时山下万家灯火，天空星光点点，一切都像梦。

沙泽勒给了观众一个梦幻爱情的初始，却又将观
众拉回了现实。梦想不易，人生曲折，米娅和塞安分别
在梦想的道路上遇到了瓶颈。他们相互争吵，彼此惦
记，又与自己内心交战，身心疲惫地分手，却仍然保留
爱情。这种爱情，并非茨威格似的“我爱你与你无关”，
而是，梦想与爱情，都是世界上最美好的，却也是最难
兼得的东西。生活就是如此不讲理，让你在得到时，又
学会失去。

作为以歌舞为主的剧情片，与老牌歌舞电影《雨中
情》和《红磨坊》相比，本片的瑕疵也挺明显，如今只用

“梦想与爱”这么简陋老套的剧情，实在吸引不了年轻
观众。这也侧面反映了年轻导演在利用歌舞表现剧情
方面缺乏经验，取舍不够坚决。

不过，在众多以家庭伦理为主的奥斯卡提名影片
中，《爱乐之城》的确令人惊艳。导演为本片设计了两
个结尾，以表达现实与梦想的差距。影片最后，米娅回
望塞安，两人相视一笑，让人想起《诗经》里的那句：既
见君子，云胡不喜？

人生何处不相逢？世上不仅有音乐和梦想，还有
我爱你——这就是美。9

□刘小兵

《东北往事之破马张飞》是一部带着浓郁东北风的
喜剧电影，影片不仅荟萃了贾乃亮、马丽、于洋、屈菁菁
等土生土长的东北演员，而且人物间的对白，大多也是
操着响亮清脆的东北腔，剧中东北话版本的主题曲《全
世界都在说东北话》，在影片上映之前，更火遍了大江
南北。

不熟悉东北话的观众，可能会对片名中的“破马张
飞”蒙生好奇，更有甚者，甚至还会由此联想到三国时
的骁勇悍将猛张飞，以为本片是部激烈打斗的武打
片。其实“破马张飞”在东北话中，就是形容一个人手
舞足蹈、张牙舞爪、风风火火的样子。导演之所以要取
这种俚味十足的片名，一方面代表着一种文艺上的创
新，另一方面也是在亮明一种态度，那就是要以雅俗共
赏的方式，把满带着喜感的东北风，自始至终融入影片
中，在带给观众欢声笑语的同时，也让独特的东北风情
摇曳于中国电影的沃土上。

影片讲述了几个性格迥异的东北草根青年，无意
间卷入香港反派的阴谋，上演了一系列离间计、苦肉
计、连环计的励志喜剧故事。剧中演员夸张的造型和
东北味十足的爆笑台词，让观众忍俊不禁，加之曾志
伟、金士杰等港台笑星的友情客串，抑扬顿挫的粤语与
高亢明亮的东北话混搭，更是让观众在充分领略了东
北小品的火辣、爆笑、直率之余，也被港台无厘头式的
喜剧风采所牵引。

表演方面，饰演成立兵的男一号贾乃亮，近年来频
频出现于一些搞笑、喜乐的综艺节目中，凭着他憨中带
趣、贫嘴而不油滑的喜剧天分，一举征服了电视观众。
此次他走上银幕，除一以贯之地保持着独树一帜的喜
剧风格外，还通过丰富多变的面部表情、灵动多趣的肢
体语言、外表热辣内心收敛的表演风格，表现了一个东
北男人仗义、豪爽、敢于担当的一面，在大银幕中找到
了超越自我的勇气和灵气。而凭借在《夏洛特烦恼》中
有出色表演一炮走红的马丽，此次在《东北往事之破马
张飞》中饰演女一号庄骄傲，也有上佳表演。凭借着自
身的喜感和天分，功力十足地把一个东北女人柔情缱
绻和临危不乱的聪慧，刻画得分外撩人。

当银幕上看惯了扎堆儿的魔幻玄怪、武打格斗时，
颇具创新精神的《东北往事之破马张飞》在贺岁片迭出
的“后春节档期”，硬是闯出了一条新路。这类电影扎
根生活的土壤，泛着泥土的甜香，真真切切演绎着百姓
的喜怒哀乐，这样的创作，值得更多影业人士深入挖掘
和效仿。9

有音乐和梦想
还有我爱你

周末侃影 2

喜见影坛“东北风”

书香中品味生肖文化
——读一些与鸡文化有关的书（下）

从现在起，做个有心人
——读《品味四讲》有感

语言的骨头
——读阿城《棋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