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数字时代，人们更乐于线上沟通，线下交往变得

低迷，身边很多人开始将情感投向宠物。

我家小朋友，在异国他乡留学，最近也养了猫，

说猫能治愈孤独。为了和他多点共同语言，我这个

怕猫的胆小鬼也开始关注猫的世界，抱回一本德斯

蒙德·莫里斯的《画中有猫》。

这是一本以“艺术中的猫”为主题的图文书，讲

述了猫与人类艺术史的故事。书中插了很多张猫

画：岩画猫、壁画猫、漫画猫、浮雕猫、油画猫……我

跟着补习了不少关于猫的知识，比如古埃及时期，猫

总被画到女主人椅子下面，说明猫在传统中是女主

人的宠物，又或许还象征着女性性意识的觉醒；中世

纪时，动物寓言集大行其道，有一幅画里画了猫在舔

自己的皮毛，那意味着天要下雨；猫脸颊的两侧，各有

一片短毛，含有散发独特气味的腺体，猫会用这块毛

发去蹭喜欢的人或物体，留下自己的味道，与主人建

立依恋的关系；日本招财猫起源于一个招手救人的传

说，而那招手的姿势其实就是猫洗脸的姿势……

书中我最感兴趣的部分，属于名人与猫。很多

画家都是猫奴，笔下的猫形形色色，妙趣横生。

达·芬奇总共素描过十一幅猫图，画了猫打架、

打滚、休息、蹲伏时的神态，但不知为何，他总将猫脸

画成狭长的尖削形，看上去比正常猫显得怪异。

怪异的还有博斯，在其名作《人间乐园》里，他画

的猫足足有一匹马那么大，失去天然的比例，不过正

因如此，画面呈现出博斯式的梦幻感觉。

印象派马奈、莫奈、雷诺阿都曾画过猫。尤其马

奈，写信给朋友时，信纸的装饰全是猫的水彩素描。

好笑的是，几乎所有印象派画家笔下的猫都睡得死

死的，大概非得这样，画家们才能安心完成作品，不

用担心猫会动弹起来毁掉构图。

毕加索，一生中享受过好几只宠物猫的温存陪

伴，然而到了绘画中，他却将猫描画成凶残暴力的掠

食者，比如一幅《嚎叫的猫》，猫就张着嘴在折磨着一

只鸟。又比如，他安排猫杀死一只公鸡或者一只龙

虾。为什么他将猫画得如此暴力？毕加索这样解

释：“我想让它们看起来像我在路上碰见的那些真正

的猫，与家庭宠物没有任何共同点。”

波普艺术家安迪·沃霍尔养过一只名叫山姆

的公猫，山姆和配偶生了一窝小猫，每一只小猫都

被沃霍尔取名为“山姆”（不知他在家里唤猫时如

何区分）。一九五四年，沃霍尔出版了一本猫画小

书，书名即为《二十五只名叫山姆的猫，以及一只蓝

色的猫》。

可见，一只猫，能诱发出艺术家无尽的灵感。在

他们笔下，猫的形象可以随意改变——或夸张，或变

形，但殊途同源，因为爱猫才会去画猫。这种毛蓬

蓬，长着小胡须，会发出惬意的呼噜声的小动物，就

像一个没有谜底的谜，诱使着人类往纵深探究。其

实，某种程度上，每个艺术家都是一只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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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出卖了你
以前城南有很多造纸厂，在地磅

处，卡车总是排起长长的队。司机们闲

着无事，他们会拿出扑克，围在一块打

牌。现在呢，或蹲或坐，低头刷手机。

现在谁还离得了手机。

有人作过一个统计，每个人每天低

头看手机的次数是 100 多次。在我们

身边，已经没有一种生活必备品像手机

这样吸引你了。

你想象过没有手机的日子吗？

有一年去上海，手机在高铁上被

盗。一到上海，我就开始抓狂，觉得整

个世界都抛弃了我，那种空虚感，就像

一脚踏空，掉进了一个无底的黑洞。

记忆当中徐家汇有数码市场，转

了两趟地铁赶到那，花了三千多元又

购了一只智能机。当营业员装好卡，

随着一声清脆的开机声音传来，我感

觉自己双脚终于落了地，又“穿越”回

这个星球了。

梦 露 说 ，香 水 是 她 的 衣 服 。 现

在，手机才是每个人的衣服，不带手

机出门，就像裸体出门，浑身不自在、

不舒服。

但手机也会贻误你，出卖你。

我先说自己的切身感受。我每周

一般要主持召开至少两个以上的会议，

我最痛恨的事情就是，在我开会的时

候，有人低着头不断地刷手机。我知道

这是他们的习惯，但是我真的无法容

忍。当然，我不会发作，我已是四十多

岁的人，这点雅量还是有的，我的想法

是藏在心底的。

前几天，我跟一位做净化设备的老

板聊天，老板资产过亿，员工五百多，他

不玩微信，更不知这个世界上有什么

“朋友圈”和“点赞”。他有一条原则，中

层干部例会时绝对不允许刷手机，第一

次发现警告，第二次发现，或有可能走

人了。

我问这样做是不是太严重了？

老板说，一个不懂得尊重别人的

人，还能胜任中层职位吗？

老板的话，有理但又无理。

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在别人面前肆

无忌惮地玩手机，是不礼貌的。你只要

看看会场或是饭局，一旦有人在玩手机

了，大致是旗帜鲜明地表示：我对这个

会议或是饭局，已经不耐烦了。

如果是一般的社会交际场合也就

罢了，但千万不要在老板面前玩手机，

因为你极有可能遭遇上面提及的那样

的老板，把玩手机已是一个尊重问题，

极有可能会让你在职场中遭遇滑铁卢。

bh99@sina.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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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与同歌暮与酒
有些人，在不经意间相遇；有些故事，寂静中已悄悄开头。那

些故事里的人们，或爱而不得，或长相厮守，或独自抵挡，或隔岸相
望……我们明明是置身事外的看客，却又为何随之阵痛、如此动
容。因为你会在别人的故事里找到自己……

作者：关东野客
定价：48元
出版时间：2019年9月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也许是我太过八卦，也许是想

知道林礼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总之我通过朋友，找到了林礼。我

也不知道我为什么这么做，我也不

知道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但我就

是想见见这个人。

半年后，我终于跟林礼见了

面。他很费解，以为我是小棠的

男朋友。我跟他说，我不过是小

棠的一个远方哥哥，偶然听她谈

起过你们的事儿，觉得有些遗憾

罢了。

林礼比我想象中的安静沉稳，

甚至有点文质彬彬的感觉。我问

林礼：“当初的那个决定，后悔过

吗？”林礼笑了笑说：“当天晚上就

后悔了。”

“为什么？”

“你知道她走的时候，给我留

了什么吗？”

“一堆你送的礼物，化妆品、包

包之类的吧。”

“是，但除了那些，还有一张银

行卡。”

“你的？”

“郭小棠的。”

原来小棠走的那天晚上，留

下的那张银行卡，就是她跟林礼

在一起的时候，一点儿一点儿攒

下的钱。林礼说密码是他的生

日，他去 ATM 机试着输了一遍，

就对了。当时林礼看着卡上的余

额，先是很无奈地笑，接着眼泪

就流下来了。他每个月给小棠的

钱，还有小棠做兼职的钱，基本

都存了下来，数额足够在这个城

市付一套房子的首付。林礼直到

那个时候才发觉，郭小棠是真想

跟他在一起。

“既然如此，后来为什么不去

找她？”

“找过，但是她的所有联系方

式都换了；去学校找她，她也躲着

不见我。她应该是死心了。”

“就这么放弃了？”

“不然呢？当初说的话就像刀

子一样，我自己都没办法原谅自

己，更何况小棠呢。”

林礼问我，我来见他，小棠知

道吗。我说不知道，完全是我这个

人好奇心太重，想知道故事的另一

端是什么样子；而且我也想看看，

小棠一直心心念念放不下的人，到

底是什么样的。林礼点了根烟，说

道：“小棠是个好姑娘，别错过了。”

我说，没有错不错过，我跟她之间

和爱情压根就不搭边。后来我又

给他讲了我和小棠小时候的事儿，

他也终于明白我为什么会找他了，

也许真的只是出于一个哥哥放心

不下妹妹的缘故吧。

那次见面，我跟他喝了不少

酒。我心想，如果他真成了我妹

夫，倒也是个不错的选择。其间他

也说过不少小棠的事儿，小棠刚毕

业那会儿找工作不容易，他知道她

学的是法律，所以四处找关系。那

几家不错的律师所，他都有联系

过，说只要是有郭小棠的简历，都

必须一路绿灯。

我说，以小棠的脾气，她要是

知道这背后是你搞的鬼，她当天就

能辞职。林礼笑笑说，小棠没去他

托关系的那几家，最后真是凭着自

己的本事打拼到现在，他从心底佩

服。我说，郑州也不大，这么多年

就没碰见过？林礼说，碰是碰不见

的，只能远远地看着。

“她喜欢半夜出去吃大排档。

你知道一个姑娘晚上在外面不安

全，所以每天我都是在她楼下看着

她熄灯了，我才回家。直到最近才

不跟着了。她谈了个男朋友，我看

见了，挺好的小伙儿。”

我大概猜到他说的就是那晚

拿酒瓶子砸我的那小子。我跟他

说那根本不是她男朋友，只是一

个没成功的追求者罢了。林礼先

是叹气，随后又很无奈地笑了笑。

我说既然你们两个有情又有意

的，干嘛那么费劲，今儿我做主，你

俩见个面，别再折磨自己了，重新

开始。

林礼说：“我也曾想过放弃这

些幼稚的顾虑，重新去追小棠。可

是有些事情发生就是发生了。她

舍不得的、还爱着的，是那个没伤

害过她的林礼，而不是那天晚上像

疯子一样冲她大吼的林礼。有些

结果，是真的没办法改变。可好在

我们相爱一场，她也教会了我什么

叫日子，已经够了。”

随后，林礼向我转了一下手，

他无名指上那个明晃晃的戒指，已

经说明一切。我没有再问下去，因

为那些故事属于林礼自己，与郭小

棠无关了。

空气凝结，手机铃声打破了尴

尬。我低头一看，是郭小棠的信

息。我把手机递给林礼看，说：“这

姑娘又无聊了，晚上又想约我吃大

排档了。”林礼笑着说：“你得尽快

帮她找个男朋友了。” （连载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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秃黄油面
喜欢苏州，因为我是一个面控。周

末，来了个说走就走的小旅行，去苏州

城里吃面。

苏州这座城，有很多百年老字号面

馆：朱鸿兴、同得兴、裕兴记……每次走

进面馆，点上一碗热乎乎的苏州面，就

觉得这日子确实过得兴兴头头。

苏州面馆的价目表像是一本美食

书目录，看一眼就觉得做一个面控真幸

福。每家面馆还有各自的时令特色，苏

州的时令面比任何一座城市都多。比

方说夏天，吃货得去同得兴吃一碗枫镇

大肉面，这是苏州夏天的时令面；到了

秋天，得去朱鸿兴吃一碗冻鸡面；而初

冬时节呢，那就必须去裕兴记吃一碗秃

黄油面。

秃黄油面，名字起得颇为怪异。

“秃”字，并不读作 Tu，而是读成 Tei。

秃（Tei）是苏州方言，意思是“只有”。

所以，秃黄油的意思是只有黄油，全部

都是黄油。那么，问题又来了，黄油是

什么？秃黄油里的黄油是指蟹黄蟹膏。

江南有一种小笼包叫蟹粉小笼包，

蟹粉是拆出大闸蟹的蟹肉、蟹黄和蟹脂

膏，再加入调料炒成的。和蟹粉有所区

别的是，秃黄油里并不混入蟹肉，而是

全部由蟹黄和蟹脂膏组成，再用猪油慢

慢熬制。因为纯度高，且拆蟹人工贵，

所以秃黄油的价格十分昂贵。

此次去苏州，午餐我便选择在裕兴

记吃秃黄油面。买了他家套餐，共配有

六样东西：一碗光面，一碟青菜，一碗

汤，一杯茶，一碟姜丝，还有一只碗内盛

满了橙黄色的酱状东西。这个酱状东

西就是精华所在：秃黄油。

有人形容秃黄油面是面中的“爱玛

仕”，一点不假，因为这套秃黄油面套餐

就高达 120 元。动筷之前我拍了张图

片发到朋友圈，旅美同学不解地问：“图

片看起来也没有什么特别啊，为什么这

么贵？”我回复她：“讲究就在那一只碗

里的酱状东西，这就叫秃黄油。吃面的

时候，把秃黄油倒入面中搅拌好就成了

一碗美味的秃黄油面。”

从苏州返回上海后，唇齿留香，意

犹未尽，于是收看了CCTV纪录片《风

味人间》。第一集里恰好介绍了秃黄油

拌饭。白米饭浇上秃黄油，加姜丝、香

醋，充分搅拌，每一颗米粒都被膏黄包

裹，趁热吃将会异香满口。

现时，正是螃蟹旺盛的季节，今年

螃蟹价格比往年有所回落，正好可以自

制秃黄油。周末，买了好些蟹回来，按

《风味人间》里的步骤，先熬了锅猪油，

再用猪油熬了一锅秃黄油，拌在白米饭

里，好似也无需其他什么菜了，香到天

上的猪油秃黄油，足够慰籍舌尖，满足

了美食的一种追求情怀。

美食专栏作家沈宏非曾说：“没有

秃黄油的冬夜，最难将息。”看来，今年

的冬夜我不用惧怕了，一瓶秃黄油，可

以在漫漫冬夜里拿来慢慢享用。

不必什么都用“我”做主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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