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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生活 下来慢慢生活·专栏

不管从哪个角度看，人总是时不时
地需要慰藉、体贴，需要哪怕只有片刻
的宁静。有的病症无法用药医治，因为
病根不是肉身，而是心灵；而有的文字
虽不是药，但却颇具疗效，是为文字熬
制的心灵鸡汤。这些温情脉脉、含义隽
永的话语，让很多人现实焦虑的愁肠百
结一读而通，郁结的情绪得到释放或发
泄，他人的酒杯浇了自己心中的块垒，
有什么不好呢？鸡汤总体上蕴含着向
上的能量。

单就宽泛概念的散文或随笔来讲，
心灵鸡汤式的文字并非微信兴起、朋友
圈盛行之后才产生的。每个时代都有
自己的心灵鸡汤。有“呐喊”着“出离愤
怒”的鲁迅，也有闲适从容而淡然的周
作人、梁实秋，有温婉动人、“甜而不腻”
的冰心，甚至有“人性治愈系”的沈从
文；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有“反思”、“伤
痕”、“激越”的一大帮作家作品，也有平
和、智慧、恬淡的汪曾祺和怪味、宁静的
林斤澜。再如本世纪初，大量现代作家
小品文重新热销，台港作家如林清玄、
罗兰等若干“小语”及《读者》等类似杂
志持续走俏，在普通读者也是为数众多
的老百姓中流行一时，这正好说明，无
论什么时候，人们需要心灵鸡汤的抚
摸、按摩、慰藉。温补，也是一种温柔而
温馨的进补。

这样看来，伴随微信而来的“朋友
圈”早期大量充斥、现今依然方兴未艾
的心灵鸡汤，便是可以理解、宽容甚至
值得点赞的文化现象。多元社会，选择
同样多元。普通人品品鸡汤，往往会有
一些共鸣，说不定就由此而感悟人生、

认知人性、反思自我、理解社会，明白一
些为人处世之道，何尝不是开卷有益？
行文至此，随手刷刷朋友圈，就看到一
则肯定也是转发的文章《有一种修养，
叫不说》（原文未注明作者——笔者
注），文中写到：“不说，不是因为我们心
虚，而是让事实说话；不说，不是因为我
们畏惧，而是让时间验证。看清一个
人，不说，面子上好过，是一种智慧；看
透一件事，不说，心里面理解，是一种修
养；受到委屈时，不说，一个人扛着，是
一种成熟；被人误解后，不说，等真相浮
现，是一种坦荡；在愤怒之时，不说，让
自己平静，是一种淡定！”很难说这样的
文章写得有多好，重要的是，这些明白
如话的文字确实说出了一些道理，阐述
了之所以“不说”的原因或理由，让人明
白“不说”与我们心性和人格的修炼息
息相关。

再翻翻朋友圈，又发现一些一看就
很鸡汤的题目：《等到你我白发，小桥流
水人家！》《让孩子吃苦，是你对他最高
级的保护》《圣人之道，为而不争》，说人
生，谈教育，分享职场感悟。只要不自
以为是的、“精英”式的不先入为主，你
会觉得这类文章真有启发。比起那些
矫揉造作、虚情假意、空洞无物、居高临
下、故弄玄虚的文章，我宁愿读读这种
轻松而富于意义或意思的文字。鸡汤
养心养胃，何乐而不饮呢？

更何况还有另一类煽情路线的文
章，如《北大才女一等奖作文‘卖米’，看
完潸然泪下》（或者就是原文《卖米》），
即使笔者这般年近半百之人也读得泪
光盈盈。主人公的悲情人生令人唏嘘
感叹，透过浅显的文字直逼我们的心
灵。同情、怜悯、哀婉、感动……我们心
中最柔软的部分硬生生被并不复杂但
彻骨切肤的真实一击而中。都说泪是
良知的鲜花，这样的文字往往也被当作
故事化的心灵鸡汤。那么，我想说，这
样的鸡汤就不仅仅是慰藉与抚慰，而是
真正触动了我们的心灵，是一种难得的

情感与精神的洗礼、净化与升华。
正在写这篇稿子时，几年前的学

生、正在某大都市机关努力打拼的职员
也转来一篇朋友圈文章《请善待机关单
位中的那些老实人》。他说自己读这篇
十分理性的文章居然泪流满面。我读
后知道，这是文中那些朴实而又真实、
现实的句子打动了他。文尾显示，该文
刊载《组工文萃》杂志2015年第7期，
文章认为该善待这样十种老实人：“不
和你套近乎又能积极配合你工作、不和
你多走动又能体谅你良苦用心、不经常
往你家中跑常常往基层跑、不关心你生
活私事却帮群众排忧解难、不当面恭维
你但能自觉树立你威信、不向你表态但
能高标准完成工作任务、不爱多邀功多
表功但能创作性工作、不爱向组织提个
人要求但又积极表现、不爱看你脸色行
事又能公事公办、不喜欢给在岗者‘烧
香’又能给离任者送温暖……”简直是
标准的心灵鸡汤式写法，但确实令人怦
然心动。我相信，领导干部，特别是掌
握人事权力的干部读读这样的鸡汤，心
灵会受到一丝震颤。

这其实不是朋友圈该不该有鸡汤
文的问题，我相信，心中有鸡汤，世界就
会变得温婉动人。因为这，无关文风，
而只与我们的心灵有关。

（作者单位：西南大学）

外地人到了重庆朋友家做客，
听见大人骂小孩睡懒觉，“你挺尸
呀！还不起来。”又或者催小孩去睡
觉，“赶快去挺尸！”外地人以为这方
水土的父母个个都是虎妈熊爸，常
常吓得个半死。

不错，挺尸，很形象，就像尸体
一样直挺挺地躺着，这不是诅咒人
去死吗？外地人不明就里，就连小
孩，懵懂未开时，也伤心得要哭，觉
得父母不疼爱自己，敏感的，觉得大
人是巴不得自己去死。哪有这样骂
自己孩子的。一直到懂事了，会顶
嘴了，就和大人理论：“半夜三更的，
你都不挺尸，我为啥要挺尸！”气得
大人满屋子拿着扫把打小孩。

所以，在重庆，辈分低的不能喊
辈分高的去挺尸，那样就是不恭，辈
分高的可以喊辈分低的去挺尸，那
是带怨的关爱，当然，自黑的，可以
说我要去挺尸了，也能增加人气。
比如，在《西游记》中，猪八戒也嘀嘀
咕咕地说过“喫了饭儿不挺尸，肚里
没板脂”，村霸气活灵活现，“挺尸”
倒多了些可爱。

挺尸，作为对睡眠的谑词或詈
词，在夫妻对话中出现，往往根据语
气不同，效果也不一样。比如老婆
收拾停当，准备一出预谋已久的二
人世界，而老公一直上网，闺房生
怨，娇娘变悍妇，大骂：还不快来挺
尸！老公屁滚尿流地奔赴战地，但
是气氛早已变了。

无独有偶，我们的老派女强人
——贾母也曾说过这样的话，《红楼
梦》四十四回中，王熙凤得知了贾琏
和鲍二媳妇的奸情，大闹起来，贾琏
逞一时之气要杀王熙凤，事情闹到
贾母那里，贾母就站出来护驾，大骂
贾琏：“下流东西，灌了黄汤，不说安
分守己的挺尸去，倒打起老婆来
了！”

安安分分地挺尸去，家庭也和
睦后，鸡飞狗跳的事情也少了，大户
之家也是这样管理家务的呢。
（作者单位：重庆《红岩》杂志社）

一群光着上身的男人，从江边小木
船里卸货下来，他们肩挑背扛着笨重货
物，一步一步往石阶上升的高高码头走
去。这些营养不良瘦骨嶙峋的男人，骨
头仿佛要从皮肤里“砰”地一声撑破出
来。他们的目光，有着毛驴那样逆来顺
受的温良，其中一个躬腰的男人努力抬
起头来，额头上能看清汗珠，那人露出
牙齿，堆出讨好的谦卑苦笑。这是一百
多年前，我故乡城市的老照片中，一群
码头上的力工画面。

在这些留存的百年老照片里，一个
发髻高挽的老妇人，脚踩纺织机纺着
线，低眉顺眼中露出安详笑容；两个穿
着棉布衣裳的卖艺少年，站在大街上愁
眉苦脸地敲着铜锣；大轰炸过后成为废
墟的街上，还有一家川菜馆顽强地耸立
在街头，依然有三三两两食客贪婪地望
着卤锅里刚出来的热气腾腾肉食；一个
戴着瓜皮帽的老头儿，靠在老城墙边打
着盹儿，一只蝴蝶在他帽顶上停歇；一
个在江边浣衣的少女，抬头浅笑，双眸
清纯，让人想起给一个少女写信的那一
个多雾的秋天……

我对这些旧时光里的黑白老照片，
近乎痴迷，它们经过岁月苍凉之水的浸
泡，愈发清晰地显影了。有时长久地凝
望，冥想过深，就会沉沉地陷入到当年
时光里去，突然感觉眼前时刻，反倒是

一种幻觉了。
在民国年代的老照片中，我看见

了一张张爱玲与胡兰成的合影，可以
穿越一下时空，回到那天照相的现场
里去。

那是上世纪四十年代的一天，张爱
玲刚和胡兰成结婚，这个蜜月里的少
妇，二十三岁，穿着旗袍，正是她的花样
年华，刚发表《倾城之恋》不久，在文坛
名声大振。那天，楼下黄包车上，胡兰
成已悠闲地翘着腿，等属于他的女人，
去一家照相馆照相。胡兰成在楼下催
促她了：“爱玲，爱玲，你快点啊！”他的
爱玲，还在浴室里淋浴。照相，毕竟是
一件马虎不得的事。爱玲款款下楼，腰
肢婀娜，坐到黄包车上，一头靠在了胡
兰成怀里。那个骆驼祥子一样的男人，
拉着黄包车飞奔，穿过旧上海，旧上海
的色调，是雾蒙蒙的一片灰白。来到街
上一家照相馆，两人端端正正坐好，照
相的伙计，戴着绅士帽，推着照相机小
跑着上前，“噗”地一声，像突然腾起一
团火光，由此定格了他们的幸福瞬间。
老照片上，这个高额鼻挺薄嘴唇的女
子，妩媚地笑着，原来，她有一口整齐洁
白的牙，在她留下的老照片里，她很少
张嘴，都是天边冷月一样的浅浅笑意，
像是一直怀疑着人生。

还有一张她的老照片，是江南某城
的早晨，张爱玲穿着睡衣，穿过清晨的
薄雾，她是去给还在鼾睡的胡兰成买早
点。可那时，胡兰成已移情别恋。爱玲
的某句话确实说得好极了，她说，当男
人憧憬着一个女人的身体时，就假惺惺
说关心她的灵魂，自己骗自己说是爱上
了她的灵魂，唯有占领了她的身体之
后，他才能够忘记她的灵魂。我看过此

后经年她的一些老照片，都是尘世里幽
灵一般的面目。

走近一个家，我想阅读一个有故事
的家族，翻看那些老照片，是一条最捷
径的路。有些老照片，老路灯一样昏
黄了，卷边了，像一些尘埃落定的旧时
光，爱恨情仇早已云烟一样散去。望
着老照片里一些旧时家人的合影，他
们大多呈现出严肃认真的表情，不像
今天随时随地可以用手机照相的随意
任性，有“此生就这一次”的郑重。在
一个六口之家的家庭合影里，威严的
老奶奶端坐在凳上，儿子儿媳表情凝
重地站在两边，三个孩子蹲在前面，目
光似乎正忧虑地望着照相机镜头。一
个民国年代的老先生，身着马褂，胡须
掩喉，神情肃穆，旁边，是他神情同样
不苟言笑的老太太。这样一张照片，
让你想起他们养儿育女的艰辛一生，
在他们的生命中，甚至很少痛痛快快
大笑过一次。

在一些老照片上看到的老家具，浸
透了岁月的包浆，褪漆老木头上泛出油
亮的光泽。这样的老家具，让我在夜里
的凝视中，听到了森林里的风，老木头
们也在风中神秘地返回了它们的前世。

看台湾摄影家阮义忠的黑白摄影
集，大多是台湾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乡
间，绵延到地平线的老铁轨，风吹动着
水边芦苇，田园里劳动的人，炊烟中回
家的人……我就感觉，自己身上长出了
一层毛茸茸的青苔。

在我草木一秋的生命里，又有谁，
悄悄路过我的世界，不经意间为我留下
一张老照片，成为这浩瀚世界里的一个
凝固表情。
（作者单位：万州区五桥街道办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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