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的日常生活中，离不了咖啡的陪伴。清晨

起床第一件事情，就是冲一杯咖啡。多年以来，我

固定只喝同一个品牌的原味咖啡，不加糖，偏爱它

醇厚的苦味。有一位朋友听说我喝的是速溶咖

啡，不以为然地说：“你这么喜欢喝咖啡，早该试试

手磨咖啡，那才算地道呢！”

我的朋友圈里就有人晒过手磨咖啡，看起来

很美，我也早就想试试，于是上网搜索买了一款古

色古香的手磨咖啡机，外加一袋中度烘焙的咖啡

豆。收到快递的那天，外面下着大雨，我拆开包

装，按照说明操作，左试右试，磨出来的咖啡颗粒

都过于粗粝，用水冲一杯，颜色寡淡，好没滋味，跟

想象中完全不一样。打开电脑上网，跟客服沟通

时，我的心情十分沮丧，她提醒我咖啡机是可以调

整的，还发来了视频，可惜我和男主人都笨，依葫芦

画瓢，又磨了两次，还是不行。这时，我有点不耐烦

了，笃定地以为产品有质量问题，一心只想退货。

男主人又摆弄了一番，恍然大悟地说：“我把

一个零件装反了！”好吧，接下来再磨，咖啡粉的粗

细，已经可以掌握。这时，我又以为，磨好的咖啡

粉跟速溶咖啡一样，可以直接冲泡，客服却很干脆

地说：“不可以这样！”经过她的解释，我才知道自

己对手磨咖啡的了解有多大误区：有咖啡机和豆

子不行，还必须有过滤的工具！

真扫兴！本来，下雨天在窗前看书，听雨，再

来一杯手磨咖啡，是多么惬意的事情，现在立刻买

过滤的器具也来不及呀。我心里又开始抱怨客服

不早点提醒，转念又一想，买之前自己也没有问那

么多呀，怪谁？

我这里心情不佳，牢骚满腹，客服却极有耐

心，她给我发来关于手磨咖啡的详细教程，还有购

买过滤纸和过滤杯的网址链接，让我慢慢看。这

时，厨房的面条已煮好，我离开电脑去吃饭，半个

小时之后，我吃完面，想起来家里有一套闲置的茶

具，上面带有“咖啡”的字样，赶快扒拉出来，拍照

片给客服，接着咨询。没想到，客服中午根本没有

休息，秒回了我一句：“这是法压壶啊，用它就可以

喝咖啡！”我按照她说的办法，倒咖啡粉，冲少许

水，静等，再加水，盖好，闷片刻，终于品尝到了口

感不错的咖啡。

从我最开始咨询客服，直到磨成咖啡，中间断

断续续超过三个小时，如果我没有冷静下来听客

服的意见，坚持要退货，或许以后都没有勇气尝试

自己做手磨咖啡了。忽然觉得，这种因为自己无

知造成错误，却又不想听别人正确意见的样子，其

实多么无聊。一杯手磨咖啡的前世今生，如同一

面镜子，照出了我孤陋寡闻又欠缺涵养的一面。

余生很长，不止是咖啡，需要虚心学习的东西还有

很多，遇事还是不要急于下结论，更不要喋喋不

休、咄咄逼人，否则，就真的是面目可憎了。

【
张
军
霞●
真
水
无
香

手磨咖啡

bh99@sina.cn

W
A

N
G

H
A

I
C

H
A

O

2019年9月9日
星期一

第2456期

8 副刊 责编：王瑞 编辑：范炳菲 美编：李玉伟 校对：林梅 制作：王金刚

精品连载

■社址：天津市滨海新区新港路1814号宝龙城市广场一号楼广电大厦 ■总编办公室E-mail:bhsbzbs@126.com 65622926 ■编辑部：65622960 ■时政新闻部：65622938 ■经济新闻部：65622908 ■综合新闻部：65622903 ■邮编：300456 ■广告热线：65622929 ■门市：65622968 ■发行热线：65622967 ■印刷单位：天津报业印务中心

【
蓝
色
咖
喱
粉●
第
四
病
室

肿瘤病房里的男人
这是省城名气最大的医院，病房是

出了名的紧张。呼吸内科病区也不例

外，为了节约空间，一溜儿都是七人的大

病房，塞得满满当当，还是一床难求，每

张病床都走马灯似的换病人。

呼吸内科病区收治的大多是肺癌病

人。5床住着位高大胖壮的中年男子，他

是来复查的，是整个病房里唯一一个不

用吃药挂盐水的病人。他不喜欢穿病号

服，着一套家里带来的格纹睡衣，在病房

里晃来晃去，高声谈笑，看起来更不像病

人了。他也不喜欢吃清淡的病号饭，老

是抱怨：“嘴里淡出只鸟来！”太太听着他

的抱怨，拿他没办法地笑笑，就去外面饭

馆打包些浓油重赤的菜肴来给他解馋。

有时病友让她带份菜，要给钱，中年男子

就很豪爽地一挥手：“给什么给，能住一

个病房，都是缘分，这进了医院，动辄就

是几十万，这几十块钱都不是钱了！”

过了几日他们的女儿也来了，男人

很高兴，得意洋洋地跟病友介绍，女儿在

上海读大学，成绩很好！傍晚，一家三口

开开心心地到外面下馆子。晚上，太太

向护工多租了张陪床的沙发椅，拼起来，

母女挤在一起，睡在病床旁。

第二天早晨医生查房过后，把女孩

叫了出去，站在走廊上说了很久，女孩回

到病房后，一家三口围坐在病床上，低低

地商量着什么，连一贯大嗓门的男人也

压低了声音。太太和女儿呜咽着不停地

抹眼泪，最后，男人也红了眼圈。

到了下午再回病房，5床已经空了，

正蒙着床套在消毒。一打听，隔壁床的病

友说男人的肺癌不但已经复发，而且脑转

移，没有手术机会了，只能化疗。他们决

定回老家医院做化疗，反正化疗的用药一

样，到哪儿都差不多，而且在老家吃住都

方便舒坦，他就住不惯这儿，吃也吃不好。

这是男人当着太太女儿的面说的。

背着她们，他跟病友说：“我这病就

这样了，化疗不过是死马当活马医罢了，

家里就靠我赚钱，现在赚不了，总不能还

把那点家底折腾光，到时人财两空，这娘

俩怎么办！”

5床的男人前脚刚出院，后脚住进一

位黑瘦却精壮的中年汉子，脖子上很扎

眼地挂着根粗金链，看起来有几分“社

会”。汉子的老婆也黑瘦，脸上有辛苦劳

作刻下的痕迹，一身装扮却是和年龄不

符的廉价的年轻，烫钻的紧身上衣，小短

裙，黑色打底裤。

汉子是因为背痛来求医的，背痛却进

了呼吸内科，别说医生，连这儿的老病人都

知道，多半是不祥。汉子不知病情的凶险，

和病友侃大山，说自己有三个孩子，两个女

儿，最小的是儿子，才14岁。就有人好奇

地问：“那时候怎么可以生三个孩子？”

他得意地哈哈大笑：“罚钱呗！那时

我开了间小厂子，机器都被搬走了！我

家三代单传，儿子就像颗种子，我爷爷留

了我爸这颗种子，我爸留了我这颗种子，

不能在我这儿绝了种啊！厂子没了可以

再挣，种不能绝啊！”

确诊要做气管镜，这属于微创检查，

比较痛苦，一般病人检查回来都要平车

或轮椅推回来，只有汉子是自己晃悠晃悠

地走回来的。医生跟过来问有没有不良反

应，他带点不屑地回答：“都挺好的，哪有什

么反应，就是刚做完起来时有点头晕，像喝

了二两白酒一样，一会儿就没事了。”

过了两天，结果出来了，确诊是肺

癌，马上安排做了骨显像，果然已经骨转

移，怪不得会背痛。医生告知病情后，老

婆不停地拭泪，连汉子也偷偷地掉过头

抹眼泪。

有病友过来劝慰，他瓮声瓮气地说：

“我自己怕什么，我这辈子就什么都没怕

过！唉，就是担心老婆孩子啊，我是这家

里的男人，真走了的话，他们以后该怎么

过啊！儿子才14岁呢！”

到了周末，三个孩子都来了，大女儿

和妈妈站在外面阳台说话，隔着玻璃，看

见母女俩说着说着，都抹起了眼泪。妹

妹和弟弟，一个念高一，一个才初二，两

个孩子在爸爸病床前呆了会，无聊得不

行，拿了父亲的手机，头碰头热火朝天地

玩起了游戏。

汉子靠在床头，默默地看看一双正埋

头对战的儿女，眼底是一片哀伤的温柔。

你人生的起点并不那么重要

重要的是你最后抵达了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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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小絮——风骨清华人
张克澄为张维、陆士嘉之子，自孩童时期便浸淫在大师云集的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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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此题，她没有抱怨，放下

身段，尽职尽责，虽然有些笨手笨

脚，倒也低眉顺眼。祖母尽管有些

不满意，也未苛求。

周围不少人等着看笑话，洋博

士伺候旧式婆婆，会是一种怎样的

结局？然而笑话终未出现，母亲始

终和家人保持和睦关系。这样的

日子持续了将近一年，直到母亲随

父亲一同应聘到清华大学为止。

听说这些后我猜想，父母离开北洋

来清华是不是有摆脱祖母的因素

在内呢？

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在北洋

大学母亲是教授身份，而当时的清

华却规定：夫妇不能同时在校任

教。因此在父亲被聘为机械系教

授后，母亲就不能再被航空系聘为

教授了。当时的工学院代理院长

陶葆楷和机械系教授钱伟长非常

清楚母亲的实力，他们想尽办法把

母亲招揽过来，最后将其安顿在清

华大学和资源委员会合作的水工

实验室做研究员，母亲同时在航空

系和土木系兼课。我和陶葆楷的

儿子一般大小，小时候常去他家串

门。每次陶伯伯看见我都要重复：

“你父母厉害，德国回来的博士！”

看来父母在学问方面确实让大家

服气。

虽说同样是教书，但研究员和

兼职教授与当时教授的地位是不

可同日而语的。因此可以说，母亲

从北洋来到清华是委屈了。共产

党来了，解放了，立即破除了这条

规定，母亲因此成为清华大学历史

上第一位女教授，扬眉吐气地走上

了航空系讲台，此乃后话。

二哥的话勾起了我的回忆。

在我成年成家后，母亲有一次无意

中说起祖母很封建。当时的我刚

满月，父亲早起给母亲做好早餐，

二人吃完一同去上班。这事不知

怎么让祖母知道了，大怒，认为媳

妇应该伺候男人，哪能让男人下厨

给媳妇做饭？当然，祖母还是给了

面子，没有为难母亲，而是把父亲

叫进房间训斥了一番。一贯听话

的父亲虽当面没有反驳祖母，但背

地里却不以为然，该伺候媳妇还伺

候媳妇，只是更加小心，不再让祖

母知道罢了。

二哥说祖母旧式规矩甚多，训

练得两个姑姑也是如此，后来又因

为常年卧床不起，脾气变得越发无

常。家中长幼在祖母面前顾忌很

多，每天早晨请安后，照例就是请

示日常琐事的处理。母亲无意纠缠

于此，以关心侄儿功课为由，借此回

避了这道程序。祖母因为一贯重视

教育，对二儿媳这种行为也就睁一

只眼闭一只眼了。但是难为了我那

老实的大妈，出身于挂过“千顷牌”

的河北贺家，却一直跟在身边伺候

瘫痪在床的婆婆整整18年。

来到清华园后的母亲心情舒畅。

据钟士模的二儿子钟道隆回

忆：“张伯母笑声爽朗，人未到笑先

闻。”我听完后很纳闷，因为自我懂

事以来从未见母亲开怀笑过，道隆

兄的描述和我的印象对不上。

最近求证晶晶姐，她也说：“干

妈满面春光，永远都是笑盈盈的，

我那时特爱和干妈在一起。”

我猜想，自“三反”“五反”开始，

直到“文革”，父母对接踵而来的各

种运动经历了兴奋、积极、迷茫、不

解、消极甚至是抵触的情绪，或许母

亲自此丢失了她爽朗的笑声？

“文革”后，母亲倒是常笑，但

那是饱经沧桑后沉稳的笑了。

……

有个说法不知是什么时候传

出来的，而且愈演愈烈———母亲

在学术界的地位很高。就连父亲

在家有时也这样说：“你妈比我厉

害，在德国学术界她的地位很高，

我跟着她沾光。”

盖因母亲师从世界流体力学

鼻祖路德维希·普朗特教授，是普

朗特唯一的女博士生，也是其唯一

的亚裔学生、关门弟子，她的师兄中

有赫赫有名的冯·卡门、铁木辛柯

等。如此说来，母亲在力学界学术

地位确实很高。当她来到清华时，

清华园里的一些大教授如周培源、

钱伟长以及后来回国的钱学森、郭

永怀、杜庆华等不是冯·卡门的学生

就是铁木辛柯的学生，从学术辈分

上来说，母亲是他们嫡亲的师姑。

我记得小时候只要遇见张光

斗，他总是摸着我的脑袋说，你应

该姓陆，叫陆克澄！

周培源的四女周茹苹回忆：小

时候，对于父亲和母亲王蒂澂称呼

“陆先生”很不理解。她父母对其

他的朋友，都是直呼其名，像张奚

若夫妇年长二人很多，但都以奚

若 、杨 大 姐 相 称; 金 岳 霖 —— 老

金，陈岱孙——岱孙，吴有训——

正之，梁思成夫妇自然以思成、

徽因相称……称呼我父亲也是张

维，但从来都客气地称呼我母亲为

陆先生…… （连载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