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老余炖的汤瓶鸡，一绝。
我 千 里 迢 迢 从 北 京 过

来，一定要赶到小饭店去吃
个汤瓶鸡。老余的小饭店在
大山深处，国道边上，一路七
弯八绕，才能在小饭店里吃
上一顿。

放下筷子，却是深深的
满足：

“道道菜都好吃！”
小饭店开了三十年，如

今已成风景。饭店老板兼首
席大厨老余，是风景中的风
景。老余技艺满身，会做菜
还能聊天。会做菜不稀奇，
一介大厨，没有几手绝活，怎
么行？没有推陈出新的功
夫，怎么在饮食丛林里屹立
不倒？所以作为大厨，手中
一柄铁勺，那是安身立命的武器，舞得天花乱坠，
舞出一朵花来，也不是什么过分的事，吃饭工具而
已。但能聊天，就不一样了。

老余聊天，并非瞎扯。老余聊天，是海聊，神
聊，就如说书一般，娓娓道来，使人如沐春风，如浴
温泉，一席终了，宾主尽欢，来者神清气爽，依依拱
手作别。老余有如此功力，那是因为：一，老余有
聊天的天赋；二，老余肚里有故事。有时候，你真
说不好那些食客来到这里，到底是为了吃老余做
的汤瓶鸡呢，还是为了听老余讲故事。

但老余最好的本事，乃在书法。四十年前，老
余还是小余，小余还是村庄里小学校的代课老师，
小余老师在教孩子们识字的时候，认识到把字写
好是一件很重要的事。于是他开始学写字。后
来，他出了门，打工谋生，不得不把手中的毛笔也
放下了。

一人一瓶啤酒，我和当年的小余、现在的老
余，面对面坐着聊天。老余说，他这家小饭店，其
实不只是家小饭店。我的理解是，这既是老余自
我修行、观照内心的地方，也是老余结交众生、看
见世界的地方。

怎么说呢，老余1985年从外地回到老家，跟妻
子一道，在镇上开了一家饭店，名曰“春燕”——春
天的燕子飞回来了。就此，老余开启了他作为一
名厨师的生涯。从此以后，锅碗瓢盆，油盐酱醋，
老余的日子充满了人间的烟火，充满了扎实的幸
福。

几年之后，小饭店挪了地方，转移到百步远的
一幢小木屋。老余又把饭店的名字改为“途中”，
一直用到现在。

我问老余，“途中”何谓？
老余答曰，活着活着，越来越明白，人生永远

是在半道上。比方说吧，我老余菜烧得好，方圆百
里，大家都知道我老余厨艺不错，这就到顶了吗？
不可能。山外有山，天外有天。开饭店挣了钱，日
子过得舒坦起来，我就可以跷跷二郎腿了吗？远
着呢。人活着，哪里是为了挣钱？一天不干活，我
一天就不痛快。这是为了过得充实——那我老
余，为什么还要写字呢？写字，那是我的爱好，是

心里真正欢喜的事。后来我
把这个爱好又捡起来了。我
一拿起笔，笔墨一动，宣纸上
划拉出笔画线条来，嘿！我
的精神就愉快了……你说，
我是不是，每件事，都是在途
中？

老余见我点头，又说，你
再看看这个“途”字。余，在
走路。说明我老余，一直是
在路上的。这是一种快乐。
一路上看看风景，不是很好
吗？

现在老余一有空，就钻
进 二 楼 的 书 房 ，在 那 里 练
字。他一钻进书房，身上的
烟火气就消失了，就有了书
卷气，有了沉静气。他习的
是王羲之的帖。我问老余，

写字跟做菜，有相通么？老余说，异曲同工。做菜
要掌握火候，知道什么时候加料，写字要懂得运
笔，熟悉笔墨的性情。

这么一想，老余说得真对。做菜，写字，道理
是相通的。说白了，是一种悟性，是你对工具的熟
悉。当你对笔墨与纸的关系，或者对菜肴与水火
的关系，了解透彻，运用娴熟之时，这些东西就会
成为表达内心的一种工具。工具不再重要，内心
才变得最重要。

这就是境界。这也是人生。
对老余来说，做菜的时候，锅铲就是他的毛

笔；写字的时候，毛笔就是他的锅铲。做什么不重
要，用什么心思去做，才是最重要的。

比方说吧，有一回，有熟客要接待朋友，让老
余煨好二十个汤瓶鸡，第二天中午送到县城去。
老余想来想去，决定不送。不送，不是因为老余耍
大牌，也不是嫌路太远，更不是炖不出那么些鸡。
真正的原因，是老余知道他的汤瓶鸡，只有在这个
山高林密的路边饭店，味道才正宗。他煨汤瓶鸡，
要用木炭火，煨上三小时。快了，猛了，出来的味
道都不对；煨好送去，肉老了，汤凉了，味道更不对
——到时，岂不是要砸他的招牌呢？

也只好得罪一下熟客了。
老余开店几十年，三教九流的人，都见识过，

都打过交道。老余听话听音，三句话一接，就知道
对方的身份甚至口味。

现在，老余也是偶尔才下厨了。他下厨已不
再是为了挣钱。就像他写字，不是为了搞艺术一
样。人家说，老余，你的字这么好，可以去参加省
展、国展了。老余摇头，说不去。人家王羲之、张
旭，有没有参加过省展、国展？肯定没有嘛。人家
又说，老余，你的饭店这么有名，怎么不多开几家
分店，搞一个连锁。老余也摇头，我只要一个小小
的店就够了。

继续喝酒，聊天。老余说，做菜跟书法，还有
一个相通的地方，就是永远没有第一，也永远没有
终点——不过都是“途中”。

我盛了一碗鸡汤，慢慢喝了，味道真好。溪
鱼、老豆腐、丝瓜、红烧肉，道道菜都好吃……

●人看起来差不多，都是两只眼睛一张嘴，问题是那眼睛后面的脑袋里想的
可就差多了，尤其是价值观。同一件事，你觉得天大，他觉得没什么；他绝对无法
忍受的，你又可能不在乎。

●以前婚姻讲求门当户对，除了家世财力，最重要的是价值观，因为一个家
门里耳濡目染常常差不多。这年头就不一样了，世界愈来愈小，接触愈来愈杂，
每个人都得试着接受不同的价值观。如果你的“弹性很小”，或者你家族的尺度
很严，你在择偶的时候，就先得评估对方：“他的价值观跟我会不会有太大的差
距？如果我改不了他，我改得了自己吗？如果我们两个都难改，能够彼此宽容
吗？如果有了孩子，我们要灌输谁的价值观？”

●很多婚姻不顺，都因为价值观的差异！

每每觉得，旅行最兴奋的是车刚刚启
动的那一刻，而旅行的魅力却在于回想，或
者说，回味与回望。

往往要回家以后过一阵子，仿佛已忘
了般，却因偶然的一个契机，一个触发，旅途
的所见所闻，又会一帧一帧重新进入印象，
进入感官。

就像是孕育是蕴藉，是开垦是堆肥，需
要一个来来回回的犁铧——

也许，我们的感觉滞后？屡屡需要沉
淀与消化，需要融入与发酵，才能翻起更深
的地层，让黑色泥土出现在地表上——

就像太近的生活，正在经历的生活，其
感知深度是远不及回顾的生活的。事后所
谓的变化与转折，当时往往是无知无觉
的。但另一方面，你也许看不见影响的存
在，但影响已经留下了，潜入、渗透氤氲成潜
意识流，暗中点滴入怀。

理解生活需要回顾，而过日子则需要
前瞻。奈何？

每每觉得，感受力也是一种能力，是一
种比知识更重要的能力。

就像旅行，重点不在于你去了哪些地
方，而在于你有没有一颗可感受的心，感受
世界，也感受自己。旅行常常把我们庞大
的潜意识冰山下的、似曾相识的东西“重新
认出来”，让它们浮出海面，露出冰山一角。

也许，所谓旅行，其实就是“买一个邂
逅的心情”。也许，这也就是很多人离开自
己亲爱的城市，离开在我看来已足够好的
上海，跑到很远很远的远方，跑到与我们平
时生活的文化形态与自然形态有着巨大反
差的地方，去折腾心情折腾财力与体力的
缘由。

苏珊·桑塔格说，“旅游是什么，旅游就
是来旁观的，它和你的生活是没有关系的。”
或许我们寻寻觅觅，潜意识里找的就是陌
生，就是差异。所谓新鲜感，就是与日常不

一样，与自己不一样。
我们在看世界的同时，也在唤醒自己

的内心。
“身未动，心已远。”地图就像预热，它

鼓动起我们怀想的风帆。地名洇染的古昔
感、峥嵘感、深邃感与想象空间，如昆仑山、
澜沧江、青藏高原，哥伦比亚大瀑布、撒哈拉
大沙漠，梵蒂冈……令我们心驰神往，仿佛
神秘的远方就在前方，茫茫天涯，咫尺可触。

当然，一些胜地常常是盛名之下，其实
难副。比如巴黎，比如希腊，很多人兴奋而
去，失望而归。这样的诉说听多了，尚未去
过的我开始想：也许，很多东西是需要去挖
掘、去发现、去感悟的。感觉是需要提炼
的。无论是一座城市，还是一个人。是“迟
暮”的城市，还是过气的遗址。是草木森森
还是破旧的建筑，重要的是，要用艺术与审
美的眼光，用联想力与思想力，去撬开感受
力的缝隙。

所谓“心灵的真实”，有时比“客观”更
真实，也更贴己。至少对我来说，心灵真实，
才是我们“梦想”的真正基石。

就像在陆家嘴、外滩的高楼万盏灯里，
天上人间，千树万树梨花开，如梦如幻，如诗
如歌。很多人走过路过，熟视无睹，行色匆
匆；而我这个老上海人却像一个乡下人一
样，内心充盈着感动与沉浸。即使惊鸿一
瞥，它给我精神的抚慰也是深刻的。

幸福来自感受力，来自想象力。我相
信，幸福不是客观评价，而是一种主观感受。

世界锦绣如斯，万物蓬蓬勃勃。只有
把自己心里的“园子”修葺好，世界才能装进
来，才能栩栩如生，熠熠闪光。如果什么都
是过眼过耳不过心，世界才真正是身外之
物，即使你豪游了全球。

也许，走向世界的同时，更重要的是走
向自己。人类应该在更高的层次上，与自
己邂逅。

小孩子的天性是好动，成人的天性是喜静；小
孩子活泼，成年人稳重；小孩子对世界是好奇的探
究，成年人对世界大多是习惯性的冷漠；小孩子天
真，成年人世故……凡此种种，造成了家庭里许许
多多无端禁忌。

爸爸有爸爸的工作环境，于是“别动抽屉”“别
动钢笔”“别动稿纸和书”“别动台灯”，“别动”成天
挂在嘴上，让小孩子手足无措。

妈妈有妈妈的生活环境，于是“不许摸窗台”
“不许玩剪刀”“不许扭水龙头”“不许进厨房”，一连
串的“不许”，把小孩子隔离起来。

爷爷和奶奶由于“隔辈亲”的古俗，可能会稍许
宽容、放纵些，但一旦小孩子干扰了他们几十年的
生活习惯、威胁着他们的心爱物件，也是绝不会客
气的。“子不教，父之过；女不教，母之过。”爷爷奶奶
甚至因此迁怒于儿子和媳妇。小孩子的确面临着
种种无端禁忌。

我想起儿时遇到的另一种禁忌：在乡下的姥姥
家，春天时母鸡们开始下蛋，“咯咯”地表达着对生
命和春天的热爱。当我跑向鸡窝捡鸡蛋时，姥姥很
郑重地嘱咐我：“你捡起鸡蛋千万别换手！”问她为
什么。老太太说：“一换手鸡就容易下飞蛋，跑别人

家去下蛋。”
当时我很紧张，也极相信，握着鸡蛋的手好像

直出汗。
姥姥的禁忌现在想来十分可笑。可是我们回

忆一下自己向小孩子发出一声声“别动”和“不许”
的指令时，思考过对儿童行为心理的挫伤吗？

女诗人柯岩曾写过许多情趣盎然的儿童诗，
大多从儿童行为入手，生发出自己独特的见解。
她有一首《眼镜惹出了什么事情》的诗，讲的就是
小孩子偷戴爸爸的眼镜引起的故事。柯岩注意到
一点：小孩子羡慕大人们的学问，但认为这一切秘
密全在眼镜里！于是偷走了眼镜，才有了这首小
诗。

儿童的身心是开放型的，他们像小苗一样渴望
智慧的水，因此让他们无拘无束地生活，心灵有一
种由衷的舒展，而不是动辄得咎，成为谨小慎微的

“小大人”。
假如无端禁忌太多，无论是家庭还是社会，孩

子的性格注定是要萎缩的，因此我认为：家长们，请
民主些，开放些。

我本人就是一个把“别动”挂在嘴边的人，那
么，从我做起。

有一个女孩，没考上大学，就在本村
的小学教书。由于讲不清数学题，不到一
周就被学生轰下了台。母亲为她擦了擦
眼泪，安慰说：满肚子的东西，有人倒得出
来，有人倒不出来，没必要为这个伤心，也
许有更适合你的事情等着你去做。

后来，她外出打工，又被老板轰了回
来，因为动作太慢。母亲对女儿说：手脚
总是有快有慢，别人已经干很多年了，而
你一直在念书，怎么快得了？

女儿又干过很多工作，但无一例外，
都半途而废。然而，每次女儿沮丧地回来
时，母亲总安慰她，从没有抱怨。

三十岁时，女儿凭着一点语言天赋，
做了聋哑学校的辅导员。后来，她又开办
了一家残障学校。再后来，她在许多城市
开办了残障人用品连锁店，她已经是一个
拥有几千万资产的老板了。

有一天，功成名就的女儿问已经年迈

的母亲，自己都觉得前途渺茫的时候，是
什么原因让母亲对她那么有信心呢？

母亲的回答朴素而简单。她说：一块
地，不适合种麦子，可以试试种豆子；豆子
也长不好的话，可以种瓜果；如果瓜果也
不济的话，撒上一些荞麦种子一定能够开
花。因为一块地，总有一粒种子适合它，
也终会有属于它的一片收成。

听完母亲的话，女儿落泪了！
母亲恒久而不绝的信念和爱，就是一

粒坚韧的种子；她的奇迹，就是这粒种子
生长出的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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