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多年前我写过一篇小说，发给朋友看让提意见，

朋友支吾半天，最后才说里面的人物对话太文艺腔

了。这令我很受打击。那时我们中毒都很深，生怕别

人不知道自己是文艺青年，说话就像在背王家卫的电

影里的台词。被人不经意道破，我才发现文艺腔和青

春痘一样，只要过了年龄，看起来就会很突兀。而且

最糟糕的是，你都不知道别人之前忍耐了多久。

文艺腔并不是白话文专属的句式，北宋初的西

昆体，就是最早的文艺腔。一个人如果从来没有文

艺过，是很无趣的。即使麦克阿瑟这样的赳赳武

夫，给妻子写信也会用旖旎多情的句子“像一只中

弹的小鸟一样从树上落到了深渊”，演示人的多面

性。菲茨杰拉德在酗酒中写下“在灵魂的漫漫深夜

中，每一天都是凌晨三点”，“我们就这样扬帆奋力

推进，逆水行舟，而潮浪奔腾不歇，不停地把我们推

回过去”，也是一种戴着面具的语言狂欢，想要对现

实的不如意进行颠覆。

就像过去的人喜欢在上装口袋别钢笔，文艺腔

也曾在1980年代风靡一时。谁能把简单的话说得

云山雾罩，就能于大众群体中呈现出强烈的异质性，

令旁人莫测高深。作家苏叔阳为了嘲讽这种文风，

曾戏写道：“是否？有咸菜、稀粥充盈于你腹中，在今

晨？”又曰：“审美主体对于作为审美客体的植物生殖

器官的外缘进行观感产生生理上并使之上升为精

神上的愉悦感。”意思就是吃过了吗，闻花香很愉快。

受这种风气的影响，我们以前写作文，也常以

“太阳公公当头照，白云阿姨把手招”起首。到后

来，琼瑶剧“你不过失去了一条腿，可紫菱失去的却

是爱情”，对我们的三观也形成了巨大冲击。史迪

芬·平克的《语言本能》说，人的心智拥有许多不同

模块，每个模块都能以自己的方式进行学习，语言

就是一种核心学习本能。集成在我们脑子里的文

艺模块，既是孕育小资主义的温床，也是滋养浪漫

精神的摇篮。

但文艺腔毕竟是一种混沌无意义的艺术，始终

让人活在形而上的层面。像萨特跟波伏娃阐释感情，

说爱人分两种，一种是必然的，一种是偶然的，只要精

神上与必然的爱人契合，肉体就可以四处流浪，发展

各种偶然，让生活增加点滋味。所以双方同居一生，

都秉持这种文艺精神，萨特拥有情人无数，波伏娃也

与美国作家艾尔格伦维持了三十多年的热恋——文

艺细胞丰富的人，常以自己为中心构建一个宇宙，或

许只有存在主义者才能长期经受这样的折腾。

日本民艺理论家柳宗悦说：“每天使用的器具，

不允许华丽、烦琐、病态，而必须结实耐用。”这也是

治愈文艺腔的不二法门。一个人只须每天到市场

上买菜做饭，与小贩讨价还价，于这种语境下，文艺

腔的别扭劲，绝不亚于《射雕英雄传》里的欧阳锋用

手倒立着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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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风琴之歌
若不是20年前那一场大

病，在瞻园路卖了半辈子南京

特产的三姑妈，怕是这辈子也

不会拉上手风琴的。

20年前，三姑妈在一家以

医治肿瘤著称的三甲医院，切

除了四分之三个胃。手术后，

那种吃一口就撑，过两小时就

饿的滋味可实在不好受。一

想到前程未卜、生死待定，三

姑妈就禁不住拉长了她的苦

瓜脸。掌管病区的老主任意

识到，有她这种消极想法的人

不少，为了鼓励病人，他特意

在这一年的中秋节，组织病号

们一起开联欢会。老主任背

上手风琴，欢快淋漓地演奏了

一首又一首俄罗斯民谣，把整

个会议室搞成了卡拉OK厅。

演奏已毕，老主任建议各

位病友出院后学拉手风琴，他

说了三点理由：其一，手风琴

背在前胸，可以遮挡风寒，保

护我们弱不禁风的胃；其二，

手风琴的音质决定了它的旋

律多半是积极的、明快的、外

向的，就算你用它拉忧伤的曲

子，那也是一种明亮的、充满

希望的忧伤；其三，手风琴可

不是一种关起门来独奏独赏

的乐器，它有“乐群性”，需要

听众，需要伙伴的热烈响应与

共鸣。这可以促使我们走出

家门，邀集友人在风景优美的

地方载歌载舞，我们拉起手风

琴，为别人制造欢乐，也为自

己制造愉悦，何乐而不为呢？

听上去，老主任俨然是把

手风琴当作了他的辅助治疗

设施。然而，当三姑妈回到

家，把要买手风琴的计划说给

家人听，三姑夫与表姐却投了

反对票。这两位都是练了十

年钢琴的人，一致认为，手风

琴，那不是上世纪 50 年代拿

来配蓝布褂和工装裤的吗？

一个字，土。

三姑妈就有好一阵没提

这事。

2000 年，她去北京出差，

一时兴起，凌晨四点半去逛潘

家园鬼市，在一个放满了旧书

老杂志、古董留声机的地摊上，

赫然看见一架栗壳色的手风

琴，就放在摊主点燃的马灯

旁。马灯昏暗的暖光照亮了它

的按键，好像一种无声的邀约，

仿佛有旋律就要从那风箱里流

淌出来。三姑妈顾不得逛潘家

园之前，北京朋友谆谆教导的

还价了，她立刻就把手风琴背

上试拉，这一试拉，三姑妈更激

动了——音准是好的，音色既

圆润又饱满，拉起来就像无数

裙裾在轻风下旋转。而且，手

风琴的品相也不错，从头到尾

没一个地方掉漆，可见前任主

人呵护得很好。三姑妈后来对

我说：“我觉得吧，这满地不知

真假的古董，这一地散发着霉

气的旧物，就是为衬托这架琴

而存在的。”她没还价就买了

琴，走出两步，摊主忽然叫住了

她，从摊位后面的黄鱼车里，找

出两本长出黄斑的手风琴演奏

指导书和一本琴谱给她。摊主

对她说：“姐，这个算我送你

的。这架琴，这些个琴谱，都是

我从海淀那边的高校宿舍区收

来的。琴的主人要去美国投奔

儿孙了，他希望找一个真心爱

它的人。”

三姑妈就成了一名业余

的手风琴手。这些年，大家庭

的聚会上，我们都难得见到

她。三姑父通报她的近况，都

说，放心，她满面红光，精神头

十足。逢年过节，她和她的老

伙伴们，不是去老年公寓义务

演出，就是去军营慰问，要不，

就是某位老伙伴的孩子要举

行草坪婚礼，三姑妈他们自告

奋勇去为舞会伴奏了。

前一阵，我正在去文创市

集的路上，倏然听到一阵欢快

的手风琴声。无巧不成书，我

遇上了演出归来的三姑妈。

她与老伙伴们一人背一架手

风琴，统一穿着红色上衣，米

色的长裤与球鞋。他们热烈

地讨论着，面孔闪闪发光，似

乎还沉浸在歌唱红莓花、歌唱

白桦树、歌唱马车、姑娘与原

野的激动中。三姑妈在这伙

意气风发的老伙伴中，也显得

十分突出。她新烫了灰白的

短发，用一根彩色图案小丝巾

在头顶俏皮地挽了个结。她

的手风琴是宝石红的，个头十

分小巧。她一面笑谈，一面随

意拉推风箱，重复拉出几个小

节，似乎是在与同伴探讨，怎

样拉效果会更好，能控制那些

行将满溢的情感，使之变得更

加耐人寻味。

她看到我，惊呼一声，迅

速把我拉进她的伙伴中间。

她不容分说把自己的琴卸下，

给我背上，让我体验一下手风

琴的分量、音色，和那与我前

心贴后背的热乎乎的亲切

感。我按照她的指点，左手按

钮，右手按键，迟疑着拉开风

箱，忽然，一股欢乐又明亮的

旋律跑了出来，我惊住了，三

姑妈在一旁笑得像个高中生。

这个手风琴演出小队，都

是医院里的老病号。最早的

元老如三姑妈，已经与胃癌搏

斗了 20 年，最年轻的一拨也

退了休，开始了他们与病魔拔

河的音乐旅程。

三姑妈告诉我，伙伴们最

近的旅行计划，是要去新疆伊

宁拍摄金黄的胡杨，并寻访那

里的手风琴博物馆。因为那个

博物馆的主人原先是很厉害的

修琴师傅，这样，他们就能把

“缺了牙”（指某个键哑声或音

调不准）的手风琴拿去修理。

道别之后，这队红衣白发

的老人继续背上琴，得意洋洋

地弹奏着、切磋着，沿着太平

北路往南而去。我意识到，不

只是我，周围那么多偶遇的游

客也在向他们行注目礼。

北京女子图鉴
我们这一生的最大理想，不就是把自己过好吗？不再重复上一

代的模式，不必依赖任何人的施舍，按自己的喜好不断修正自己，将
原生家庭、成长挫折、社会现实对自己的影响降到最低，最终活成自
己喜欢的模样。

反正我是担不起三毛书里的

纯粹。毕竟，爱得惊天动地轰轰烈

烈的后果总是分得披头散发神形

俱灭，而哪怕只在大理待一个月也

需要卖命一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来

做经济支撑。任何形式的纯粹，都

是要拿命来换的。

我自认我只愿好好活着，而

不是必须活得纯粹。以活着为目

的的人，总有不同的方式去感受

纯粹——所以，当现在的我偶尔

在冷清时段拎着酒独自去电影院

看一场电影，这与多年前在那座

高高的天桥上阅读三毛，感受并

无不同。

嗯，我来自贵州，今年三十四

岁，定居北京已十七年。我蛮喜

欢我现在的生活。你呢？什么时

候来的，日子过得还欢喜吗？这

部剧还有两处挺有意思：女主角

近三十岁时认识了一个高富帅，

花了一切心思想拿下，最后高富

帅 却 选 择 了 一 个 二 十 出 头 、长

相 穿 着 皆 甜 美 的 网 模 ，女 主 角

问为什么，男人回答他：你看起

来太聪明，又挺有自己的打算，

男人通常只想选择傻乎乎的女人

结婚。

三十多岁时女主角又受了一

点情伤，于是决定结婚。经指导，

她故意穿上便宜的衣服，打扮成

“好相处”的样子去相亲，很快就挑

了一个社会地位相等、其余各方

面都搭不到一起的男人结婚，她

特意对着镜头说：我就是需要结

婚而已，他有房，而且我俩年收入

加在一起有一百多万（人民币），

不错吧？

如果你独自在大城市生活，

工 作 稳 定 且 体 面 ，如 果 你 还 单

身，被催婚是一定会面临的。如

果你过得还艰辛，被催婚更会是

你要面临的。

当你自己就能做到衣食无忧，

如果按照长辈普遍教育的道理，结

婚就是过日子，门当户对，如果你

不是为着要一份有情饮水饱的感

情，实在太容易了。一个体健貌

端、资产良好的人，却又不是很需

要靠另一个人来给自己增值，怎么

可能找不到人结婚？

我身边有太多干得还不错的

事业女性，突然有一天就一声不吭

地跑去结婚了。老公也许是朋友

介绍的，也许是相亲认识的，也许

是多年同学或发小什么的，总之，

大部分不是她们曾经心心念念的

那一个。

这不是妥协，这只是她们为自

己规划的人生中不可或缺的一步：

要有稳定的家庭、可爱的子女，然

后继续做自己想做的。

她们知道自己要什么样的人

生，离开家乡来到北京，心心念念

想得到的绝不只是某一个人。你

呢？应该也是这样吧？

是 的 ，谈 恋 爱 的 确 就 难 了 。

当你见识越多，衡量一个人的变

量就越多。最开始是要相貌，然

后要品格、要趣味，对品位的考

评更是一门系统科学，当然，经

济能力至少也要旗鼓相当。因为

谈恋爱谈的全是感觉，感觉丝毫

不对，恋爱也分分钟灰飞烟灭。

所以，结不结婚就像喝不喝酒一

样 ，是 一 种 彻 彻 底 底 的 个 人 选

择。结婚了，是水到渠成，至少

当时面对这个选项时，你觉得没

什么可不结的；不结婚，是你知道

你负担得起这种选择，就像你负

担得起独自买房、买车、买新款时

装一样，单身没有压力，那不如就

再等等喜欢的吧。所以恭喜你，

按照自己的心意过好了自己。如

若你就是跟最喜欢的人结了婚，

恭喜你，你着实拥有了令人羡慕

的人生呢。

很苦呢，这一路走来。

你也许要战胜你的饮食结构，

才能精瘦、健美、有线条。曾经的

你又怎么知道，习惯了数十年的饭

菜竟然全是弊大于利的高碳水化

合物高脂肪？你还要收拾情绪始

终尽心尽力地面对工作。如黄碧

云所说：我极为绝望的时候总会看

自己的手，对自己说：这就是我的

所有。

从来没有什么运气，但我有一

双会劳动会学习的手。张开是祈

求，合起来是意志，听你说话的时

候，自己握着自己。更何况，我还

有头脑与微笑呢。

你要坦然面对人生中所有的

不告而别，无论朋友、恋人、亲人。

很多时候并没有“好好说再见”这

回事，必须学会少依赖一点。

对了，还要与寂寞相伴，而不

是被寂寞打败。

很苦呢，如果你出身平凡，一

切需得靠自己，又想活得充实、开

阔，令人羡慕。而且这一路还要遭

遇不解、嘲讽与诅咒。 （连载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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