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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路上的!可萌咖啡屋"换了主题#服务
女生不再穿着!女仆"的白裙#而是换上了深蓝
色的高中生制服$ 这多少令人感到意外$

老板娘达达说# 这里就是一个主题咖啡
屋#主题自然是要更换的#至于更换的时间就
要依着心情而决定$ 达达是学设计的#做过网
页设计#也画过漫画$男友在墨尔本留学时#常
在日式餐厅打工# 喜欢喝咖啡# 而达达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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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咖啡与
!"#$%&'

的结合就有了
现在的!可萌主题咖啡屋"$

这里有可口的卡布其诺#有专业的厨师为
你呈上意粉%比萨%寿司和芝士蛋糕#有掌机俱
乐部#有!美食试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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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技赛"等不同内容
的主题聚会#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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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璇把自己的咖
啡屋看做如同电视剧&奋斗'里的!乌托邦"#就
是能够解决朋友聚会%找个地方聊天%一同玩
动漫打游戏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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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开张的 !可萌咖啡屋"#

最先惹人关注的原因无外乎是它采用了 !女
仆"的元素#在网上有人把它归为日本动漫中

的女仆文化$ 达达说#这里面
有了他人的臆想成分#就像在
国外动画片也有成人的与儿
童的区分#女仆在日本是要考
级的# 并不是谁想做就能做
的#女仆们有专业的用语和举
止动作#你把她想得复杂她就
复杂#你把她想得单纯她就单
纯$

其实#咖啡屋开张时#达达与男友也没有
固定的想法#因为达达喜欢动漫#并且也有着
做几分钟动漫的功底#她也曾经在一个月内做
出七套的洛丽塔服装参加比赛#!但是你不能
让服务生穿着洛丽塔式纱裙出来端咖啡吧"$

退而求其次#只能做!女仆"了$ 但是#没有
想到着装的!女仆"最早的负性炒作#也为这间
屈居在二层的咖啡屋招来了不少的消费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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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们坐在窗前# 往往是人数差不多
了#店主一声!我们来玩杀人游戏吧"#就把室
内的男男女女聚拢到了一起$ 有的时候#他们
干脆把店内的几张桌子撤掉#重新玩一次小时
候的捉瞎子((

现在#如果你为了!女仆"的元素#存着一
种猎奇心#想要一睹!女仆"#那就要大为失望
了#这里更多的是一个动漫与游戏的主题咖啡
吧$ !女仆"也许是误打误撞中#掀起的一个炒
作噱头#但是#达达说#也有可能等到天气转
热#她还会让服务生们重新穿上!女仆"的制
服#款式还会多一些$

假如你是一个摇滚迷# 那么你一定记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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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郑州地下摇滚的一
大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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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开张营业#它在郑州的开花结果$

一场场原创乐队的演出#一次次的声浪起伏#让郑州这个冬夜在黑暗
中变得不再是彻夜难挨$二手玫瑰乐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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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浊乐队%新裤子%跳猴
乐队((他们用手中的贝司%键盘#强劲的鼓点以及那道酷酷的眼神%冷
漠的身形晃动划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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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冬日里的寒夜$

众多摇滚迷以及伪摇滚青年们在这间可以容纳两三百人的空间内#

亢奋地大喊%嘶叫%晃动他们的手臂#汗水裹挟着人浪#肾上腺素在声浪与
拥挤的人群中旺盛地上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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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极点*

如同摇滚乐带来的是无悔的青春# 是叛逆# 是残酷的撕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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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绝不仅仅意味着一处现场听原创乐队演出的场所$ 这是一个
!玩"的地方#是一个释放自由的地方#是一个挥洒放浪%不羁的性格与汗
水的地方$

在这里你可以接触到原创的乐队#原创的演唱#可以看到%听到最动
人的音乐片段#去感受最原始的生命火辣与生命十足的爆发力#去体验这
一道最为生鲜的激情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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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平安夜#数百名摇滚青年栖身在寒风中#他们有的是坐
着几个小时的公交车#有的是大老远地从外地赶来#冒着严寒#只为了与
木玛共度平安夜$

他们苦苦地
等候木玛乐队的
现场演出#等待着
!果冻帝国"%!欲望
号"%!她是黯淡星"

等声浪的掀起#甚
至在演出前夕而
猜测当晚演出最
后一首翻唱歌曲
的歌名#提前释放
的兴奋与激情却
由于不可预知的
停电原因#而被放
置$但是#那颗已然
燃烧的青春热情%

啸叫%亢奋却并没
有因此而被冷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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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你#郑州的夜空不
再寂寞$

鸭血粉丝汤是什么时候进入
郑州的# 这点没有谁去考证过#仿
佛就在一夜间郑州的大街小巷里
就有了它的活跃身影#东风路轻工
业学院附近%碧沙岗商圈内%农业
路%经三路((随便转一转#你就
能闻到当街飘散着的浓浓的鸭血
汤香味$

早上坐着公交车#隔着几十米
的距离#就能望到农业路上那家临
街的小店#干净的橱窗内整齐地摆
着白白的瓷碗#排气扇送出一缕缕
的白烟#随风舞动#体内的那条胃
道就在清早的这缕烟气中被勾引
得如梦如幻$ 所以#那天中午#我们
决定以鸭血粉丝汤结束每日令人
痛苦不堪的午餐进食活动$ 鸭血粉
丝汤上得很快#时间把握得恰如其
分#既不会让食客久等#也不会让
你留不出落定身心的时间$ 鸭血粉
丝汤盛装在一个绿色汤碗里#大大
的汤匙尺寸正好与汤碗相得益彰#

把它握在手心里就有了一股富足
的底气$

搅拌其中#鸭血%粉丝%少许的
鸭肠沉沉地坠入汤中#几根香菜浮

在表面$ 咬一口浸了鸭血汤的豆腐
泡#满口的汤汁在嘴里奔跑#配上
润滑的粉丝#鲜嫩的鸭血#一口汤
汁#一口粉丝#一块鸭血#不起眼的
食材竟能烧制出如此的人间美味#

就连店内的烧饼也变得与众不同
了$

据说#鸭血粉丝汤是镇江的风
味小吃#但是也有人争论认为它的
原创地应是南京而非镇江$

持后一种论点的人认为#南京
是著名的鸭都#那么南京人当然是
爱吃会吃鸭子的了#他们不仅以鸭
肉#还会以鸭内脏%鸭血和鸭子的
各个部位生发出一篇篇的美味篇
章#所以鸭血粉丝汤是南京人的首
创$

哪里的首创# 哪里才是发源
地#郑州的食客向来就不会追究这
些花名虚头#他们以吃为主#讲究
的是美味当先#产地其次#在吃的
问题上#郑州人的包容与宽容是尽
显其中$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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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走进鸭血
粉丝店# 回味一碗鸭血粉丝汤#让
这一碗发散着浓浓的香气的鸭血
汤冲散一年来的辛苦与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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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偶然路过!书是
生活"#不大的门头#进门处是一两
株植物#临着墙壁是一圈一人高的
书架$ 那个时候#这家书店刚刚开
张# 书架上的书目也并不是太多#

似乎更多的是凭着老板的个人喜
好而有了摆上书架的机会$

当天#在店中轮班的一位当家
老板说#书店是几个好友合伙开办
的#他们并不太懂得经营书店的门
道#店内的书也是直接从书城内一
本一本地!拿来"#或者是应顾客的
需求专门为他们订书$

但是#书店却已经在网上获得
了来自郑州小文青们的热烈好评#

这种好评并不是源自是否书目繁
杂%书目众多的常规内容上#而是在于文青们
一致对于书店所营造出来的舒适氛围的首肯$

所以#在店面的门头要经历一次改换颜面
的时刻#网友们在网上自发组织活动)))在小
门头消失前#我们再去看看它$这是一种缅怀#

也是一种喜爱#又是一种不舍#统统包含在了
那三言两语的活动宣言中$

事隔大半年#再次走进!书是生活"#书店
一如以往的平静# 轻柔的音乐在室内渐次弥
漫+几张印有书店图案的明信片赫然立在收银
台上+东面的留言墙上#被一层层的留言纸片
所覆盖+书架上的书目看样子也并没有因为时
光的流淌而增多$ 只是#店内增加了一个新的
文化内容,代寄明信片#花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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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钱#写上几句
感言#然后可以委托书店在明年的今日寄给心

爱的人或是自己$

!书是生活"挨着河南省实验中学#街对面
就是郑州市连锁书店 !阅开心"# 论书店的经
营#几个老板都不是!书商"+论书籍的铺货种
类#以及摆放书的学问#他们更显得不入行$比
如#店面虽小#却既有着&三国的碎片'%&明朝
的那些事'这些畅销书#也有着高深的&存在与
时间'%&筑就我们的回家'#柏杨的&通堂纪事
本末'与&城南旧事'做着近邻之交+而&施拉德
论施拉德'躲在一侧倾听冯唐的北京故事((

但是#喜欢!书是生活"的忠实文青们#会
有他们自己不抛弃%不离弃它的原因$ 这点拿
那一张张的!留言纸片"就可以尽显出来$就像
书店的名字一样# 似乎他们所推崇的不仅是
书#而是包在书页纸张的内里呈现着一种!生
活")))悠闲%平淡%恬适%淡然%舒缓$

书是生活 书内的岁月生活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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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萌主题咖啡屋 动漫游戏内核!女仆包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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鸭血粉丝汤 小食材大美味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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