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两江 R

重庆好酒老码头
热线电话:023-65580061

晒稿会网址：sgh.cqwb.com.cn/index.php
投稿邮箱：cqwbfk@163.com

慢生活·专栏

2019年3月28日 星期四

11
慢新闻深阅读 让生活慢下来

一条大河，离不开水滴的汇聚；一座城
市，离不开小摊的点缀。小摊“刘老五鸡汁
饼”就像一粒沙，淹没在重庆这条大河中。

剪完头从林子理发店出来，就看见对
面十字路口印有“刘老五鸡汁饼”几个字的
黄色布幡在风中飘来荡去。布幡用一根长
竹竿挑着，很打眼。

岁月苍茫，风里来，雨里去，布幡已渐
渐褪色。

布幡下面，刘老五围着一条菜籽油广告
的红色围裙，油渍渍的，像人的花脸庞儿，瘦
削的肩膀一耸一耸地，专注地打着饼子。

一长方形木条桌，四个脚安装了轮子，
移来推去，方便。桌子右边安装了抽屉，一
拉一推，卖饼子的钱就丢在里面。抽屉肚
里嵌藏着一个木炭灶，膛炉内火苗正旺，炭
火温暖地燃烧着。灶上铺着一口平坦黑
锅。油锅用久了，光亮如镜，竟活色生香有
了灵气。宽大的桌面，经过无数次的揉搓、
摔打和擦拭，泛起阵阵黄光，显得沉稳、厚
重，和那高高的布幡一样，沉淀着历史，似
在诉说着主人所经历的风风雨雨。

刘老五搅面、揉面、打面、团面、甩面几
个动作娴熟流畅，一气呵成，往往会引来很
多人围观。

搅面时，刘老五像一位狂草的书法大
师，闭上双眼，神色凝重，沉浸其中。他左
手紧紧稳住面盆，右手握住一双特制长筷，
只见腕动不见手动，面粉在盆中形成一个
漩涡，如陀螺般旋转；他左手一松，面粉像
一股龙卷风，直直地向天上旋去，桌面上的
盆子也在“当当当”不停地跟着旋转；揉面
时，刘老五双手死死摁住成形的面团，似对
面团有深仇大恨一样，咬牙切齿、怒目圆睁
地揉搓着，而他的身子，从上至下，像跳迪
斯科，都在抖动；打面时，左手不停地翻转
面团，右手将棒槌举得老高，很夸张地落
下，狠狠地敲打在面团上。左一下，右一
下，像舞台上乐队的鼓手；抛面时，他把面
团抛过头顶，在空中旋转几圈，然后“啪”的
一声落在桌面上。

经过一番表演，刘老五突然安静下
来。他用擀面杖将面团擀成长条，刷上一
层香油，撒上葱花、韭菜、肉馅，然后卷起，

搓成长条，提起刀，唰唰唰，将长条切成几
个等分的小面团，用手背摁一摁，最后翘起
兰花指，用大拇指、食指捻起团面，扔在油
锅上。在嗤嗤作响声中，他张开十指，像一
个钢琴演奏家，几张饼子在铁锅里面旋转、
颠覆。一连串动作，刘老五做得行云流
水。当饼子两面变得酥黄，刘老五挪开油
锅，用他那个经摩挲多年而变得光滑、末端
烤糊的竹夹子，敏捷地一个个夹起烤在灶
台边沿。几分钟后，随着香味袅袅，一排排
热气腾腾，如手掌大小，金黄透亮、外酥内
软、香气扑鼻的饼子布阵列兵般出现在顾
客面前，诱惑十足，让人口舌生津。

认识刘老五已经很久了，但真正注意
他，是在一个下午。

那天下午，我车刚好开到刘老五小摊
的十字路口，突然，前面人群骚动起来。只
见一个染着黄发的小伙子越过车流往对面
跑去，一个中年妇女在后面紧追着大喊：抓
坏人啊！抓坏人啊！他抢了我的项链！

光天化日之下，听说有人抢劫，刘老五
二话不说，抓起桌面上的擀面杖，飞奔而
去。看见那个小伙子即将拐入胡同，刘老
五一急，将手中的擀面杖用力掷出，“当”的
一声，不偏不倚，刚好击中小伙子的头部。
说时迟，那时快，就在小伙子发愣的刹那
间，冲上去的刘老五一把抓住小伙子的后
衣领，再用力一拉，由于速度太快，刘老五
和小伙子一起摔倒在地，两人扭打起来。
此时，旁边的人们也醒悟过来，大家冲上前
去，七手八脚把年轻人摁倒在地。跟着追
上来的中年妇女，接过刘老五递过去的项
链，惊惶不已。

事后，派出所赠送给刘老五一面锦旗，
上面写着“见义勇为”四个大字。不过，民

警提醒刘老五，歹徒身上带有凶器，可能是
被擀面杖打懵了，还没来得及拔出，以后遇
事还需多加小心，在邪恶面前，也要学会保
护自身安全。刘老五却憨厚一笑，什么也
没说。从那以后，我就对刘老五心生好感，
并开始关注他。

但他仗义的性格并没有改变。听他老
婆讲，有一次，为了一个素不相识的女人，
和人打了一架。

那天晚上，他们正要收摊，就在对面摆
大排档的地方，一位女人被一个五大三粗
的男人摔在地上，扇了一耳光，又扇了一耳
光，鲜血从女人的嘴角流出。看见男人喝
了酒，趁着酒兴还要打，刘老五跨上去，一
把将那个女人拉在背后，和那个大汉抓扯
起来。没想到，那男人转过身，抓起一只酒
瓶子砸在刘老五头上，鲜血糊得刘老五满
脸都是。最后到医院缝了十多针。老婆叫
他不要管闲事，他说看不惯。倔强得很。

岁月如刀，刻在刘老五的脸上。
满脸沧桑，六十好几的刘老五有些矮

小，但他老婆高高大大，背略驼，看得出，年
轻时一定是一位大美女。从面相上看，刘
老五颧骨高，属重义气之人。

刘老五是丰都下面的人，早年干过很
多行业，当过打石匠，拉过板车，挖过煤炭，
抬过滑竿，但因太重义气，吃了不少亏，也
没有挣到钱。他现在的老婆，也是看重他
的义气，才跟了他。后来终于收了心，一心
一意卖起了饼子，才算稳定下来。但做饼
子也不是那么容易，每天都很辛苦。早上
五点起床发面、调料，去菜市购买材料，准
备饼馅，七点出摊，一直要忙到晚上十二点
才能睡觉。

刘老五不仅仗义，还善良、心软，看见

那些捡破烂、拾荒的在旁边守着，就会给他
们饼子吃。还经常给，从不收钱。在这条
街，刘老五是出了名的，好心人一个！

刘老五饼子打得好，但生意却一直不
好。打出来的饼子无人问津，一天的收入
也只能维持老两口的生活。

穷则生变，变则通。慢慢地，刘老五意
识到，自己的小生意光靠这样等下去，不是
办法。他观察了一下，发现对面街口拐出
去有一家农行，农行对面是工行，两家银行
外面是人流密集的车站。除此之外，这条
街上还有两家洗脚城、一家新世纪、几家K
歌厅和网吧。大生意靠的是等，小生意靠
的是跑。于是，他告诉老婆，他负责煎饼
子，她负责出去兜售。

考虑到洗脚城、K歌厅、网吧里大多是
年轻人，他们饱一顿、饿一顿，吃饭没有规
律，刘老五就在包装饼子的纸袋上印了电
话号码、二维码，电话一打过来，他老婆就
赶紧送过去；另外，根据不同人群的需要，
他把饼子的种类增加一些，白面的、椒盐
的、混糖的、韭菜的、猪肉的、牛肉的都做一
部分。

饼子是死的，人是活的。经过这样一
改变，天道酬勤，慢慢地，刘老五的生意出
现好转，销量上升，现在每天打出来的饼子
供不应求。

如今他们日子过得宁静，除在附近买
了一套房子外，还买了社区医疗、养老保
险，也算是历尽艰辛，苦尽甘来。

不管是刮风还是下雨，在十字路口，都
能见到在风中飘摇的布幡和夫妻俩的身
影，像一道绝妙的风景，点缀在街头；而刘
老五的美名混合在馥郁的饼子香味中，也
在街头流传、飘荡……

（作者系重庆南风爱心助学会会长）

2013年4月，一个夜晚。我——一个
自认“对生活已然失望”，喜欢上网看“悲惨
故事”的人，不经意间链接到了“天使PK魔
鬼”的微博。这是一个出生于1982年的女
孩，叫做蕾蕾，黑龙江人，追随深爱的丈夫
嫁到重庆。她是一位术后“仅剩一对乳房
和一截宫颈能标示女性特征”的晚期卵巢
癌患者。

春暖花开，是我读她微博的最大感
受。健康人也未必有那样的生活热情。

那天晚上，出于好奇心，我一口气看完
了“天使PK魔鬼”——蕾蕾的微博记录。
在和蕾蕾线上交流1个月后，蕾蕾在微博
上说：想吃海鲜。那一刻，我忽然有种为她
达成愿望的冲动。送海鲜途中，我隐隐不
安。在颠簸的公交车上，我接到蕾蕾的电
话。从没想过，手机里传出的那个声音那
么甜美纯净，不带一点杂质，仿佛没有经历
过任何痛苦煎熬。

可是，现实的蕾蕾应该是什么样子？
肯定与可以修饰美白的微博图片不一样
吧？毕竟是个晚期癌症病人，可能憔悴、苍
白，甚至留着化疗中毒的痕迹？

见面了，她穿着一身米色小礼服，个头
不足一米六，刘海下一双大眼睛特有神，瓜
子脸瘦削苍白。一只手扶着腰，身板始终
挺得直直的，衬托出优美的曲线。永远记
得，那是个初夏季节，她面带微笑，披着阳
光赋予的金色光芒。

蕾蕾去世后的几年，我的眼睛，都一直
在寻找她曾经的生活印记。瞧，明媚的春
光下，迎面走来的女孩，露齿笑着，一头披
肩秀发，随着高跟鞋走动的节奏，轻快跳
动。蕾蕾？曾经的蕾蕾是否和她一样？

从“线上”到“线下”。那天，我见到蕾
蕾其人，之前各种猜测烟消云散，我直接就
把她看成了妹妹。这或许就是一种冥冥中
的缘分。一年后，我在南山殡仪馆为她送
行，像个姐姐那样，哭得一塌糊涂。

从那次相见开始，我感受到久违的被

人需要的满足感。关于蕾蕾的一切，让身
处人生低谷的我突然感觉——活着，竟有
那样重要的意义。

我从没看过蕾蕾落泪，即使绝症导致
她痛不欲生、即使失去了昔日最美好的容
颜，这个女孩坚强得让人心疼。我吃过蕾
蕾亲手做的干煎杏鲍菇，只撒了盐和黑胡
椒粉，竟然那么美味。蕾蕾离开后，我常常
试着用她教我的方法做，却永远做不出记
忆中的味道。

但作为中途才进入她的生活的“姐
姐”，也遭遇过很多“始料未及”。就像有一
次，我无意中跟蕾蕾谈及角膜捐赠的事，她
坚决说“不”。这让我很震惊，甚至一度怀
疑，她值不值得那么多网友无偿捐助。过
了好几天，她又突然发微博表示愿意捐献
眼角膜。

人无完人。每个人心中都住着“天使”
与“魔鬼”，评判谁对谁错是不恰当的。蕾
蕾说她最大的愿望是活着，作为“天使”，与
癌症这个“魔鬼”抗争到底。活着，意味着
允许一切是非对错的共存，这才是最真实
的生活。

在多番考量与纠结后，我终于在蕾蕾
去世整整一年——2015年6月，才决心提
笔创作这部报告文学作品。

爱情与背弃、亲情与现实、湮灭与重生、
嫉妒与怜悯等一对对复杂矛盾，在这场我亲
眼见证、亲身体验的生死别离中逐一展开，
直击人性与人心。而我的创作，就是记录，
有血有肉地记录。同时，带着历时一年多陪

伴蕾蕾的许多思考：关于生命与存在的意
义、关于终极关怀的价值……数个写作的夜
晚，伴着宛如昨日的记忆，泪湿键盘。

——夫妻情薄？蕾蕾生命倒数三个
月，丈夫李杰早出晚归，甚至不愿正眼看看
已瘦到不成人形的妻子。同样也是这个男
人，当初背着奄奄一息的妻子，在北京用焦
灼的脚步寻找一切治疗的可能，最终为妻
子延续了16个月的生命。在蕾蕾去世的
当天早上，已经三个月不曾正眼看过蕾蕾
的李杰和往常一样，匆忙掠过客厅，正待开
门，却像想起什么，忽然回头，与蕾蕾对
眸。夫妻二人就这样相对无言，默默地互
相望着，时间仿佛停滞，恩怨仿佛终结。最
终，李杰收回自己的目光，迈开脚步，开门，
出门。上午10点，蕾蕾去世。这是李杰早
已预知的结果，当一切真正来临，这个中年
男人竟然当场在公司恸哭，不能自已，毕
竟，那是他深深爱过的女人，一个愿意跟着
他、什么也不顾的女人哪！李杰告诉过我，
他的母亲死于癌症，活活疼死。所以，我能
理解那最后三个月的逃避——他只是个心
中有伤痛的普通男人，没法接受这个深深
爱过、愿意跟着他、什么也不顾的女人在眼
前慢慢死去。

夫妻是结，人心是谜，永远不要企图用
“非此即彼”的思维去妄下定论。

——血缘难舍！蕾蕾的父母，身处社会
底层，没有任何生活保障，他们曾经无情地
劝说女儿放弃治疗为他们留下“养老钱”。
也就是这样一对父母，陪伴了蕾蕾最后也是

最孤独的三个月，在蕾蕾每一个被剧痛折磨
的夜晚，整夜不合眼地为她按摩身体，帮助
她减轻痛苦。蕾蕾在微博里写下这样的求
生宣言：“想到我的父母，我谈笑风生地接受
死亡是多么自私，留下远方的父母一辈子忍
受生命的煎熬。爸妈说，只要知道我活着，
哪怕只能通通电话，甚至一辈子不能相见，
只要知道我在某个地方好好地活着，他们就
吃得下饭、干得动活、睡得着觉。如果我走
了，无法想象他们是何等的伤心欲绝……只
要我有一口气，哪怕只能躺在他们身边冲他
们笑着，他们即使劳累也会安心。我不要他
们只能看我的照片来回忆。坦然受死不是
勇敢，艰难求生才是英雄！”对于很多晚期癌
症病人来说，期待“好死”，国内呼唤“安乐
死”的风潮一浪高过一浪。可年轻的蕾蕾毅
然决然选择“赖活”——选择“赖活”，就是选
择了极致痛苦、极度煎熬和失去所有“人之
为人”的全部尊严。我甚至相信，最后的日
子，只要信念稍有松动，她随时可以死去。
无数次，我想劝她放手离去，话到嘴边，想起
她从来不曾提过一个“死”字，她不想死，我
又怎能提出让她“死”。生命的最后20天，
为她开出止痛药和营养液的医生对我感叹：

“这个病人已经失去了百分之九十的脂肪和
肌肉，竟然还活着，已经创造了医学奇迹。”

生命的最后时光，爸爸每天用背带背
着蕾蕾。人生有时就是一个轮回：小时候，
爸爸宽大的肩膀背着，从此留下童年欢乐
的记忆；今天依然是爸爸的肩膀，父爱从来
不曾改变。看着那曾经熟悉的背带，生命
的一刹那已经回到儿时。爸爸和蕾蕾的最
后一张合影，已经逝去的蕾蕾沉睡着，爸爸
面带微笑，深情地吻着女儿的脸颊。

不知死，焉知生。认识蕾蕾，陪伴蕾蕾
走过生命的最后一年，亦是我人生中一次
重大转折。那一年里，我慢慢发现：生活，
包含着太多美好。今天，热爱生活的蕾蕾
复活了，她在我的身上复活。
（作者系重庆市纪实文学研究会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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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陪伴见证一场生死别离
——报告文学《天使PK魔鬼》的背后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