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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装照 姜晓燕

傅小红福气在碗底

不知哪一天起，流行什么
事儿都讲个文艺范，一座城市
要有文艺范，一个人要有文艺
范，甚至起个网名聊QQ、聊微
信也要有文艺范。

“文艺范”几成社会时
尚。当然，不同的人，对“文艺
范”有着不同的理解。因为

“文艺范”本身在日常生活的
不同领域、不同方面有着不同
的表现。通常意义上，所谓

“文艺范”，就是喜欢文学，喜
欢看文艺电影，喜欢收藏有文
艺品位东西的人；或是在穿着
打扮上个性、时尚、有文艺感
觉的人。

着装的文艺范，在安妮宝
贝早期的作品中，是女子棉布
裙子，棉布衬衣，赤脚穿球鞋，
安静而清澈的样子。这样的
女子热爱文字、音乐、电影，富
有想象力，偶尔多愁善感，过
着悠然自得的慢生活。自然、
朴素、简约。

一座城市的文艺范，与一
座城市的记忆有关，这些记忆
就是这座城市独有的、特殊的
文化符号。如字画、书法、音
乐、戏曲、古玩、民歌、手工制

作等等，这些有蛰伏着地方特
色的东西，最能体现一个地方
的文艺范。杭州的“宋城”歌
舞，就将杭州推向了杭州文艺
范，形成了个良性的艺术生态
圈。

情侣的文艺范，在网名上
体现得最多。如他取一个“疼
你，爱你，只为你”，她应一个

“念你，想你，奔向你”；他取一
个“暖了夏天蓝了海”，她应一
个“丢了少年失了心”；他取一
个“雾里看花”，她应一个“命
里相依”；他取一个“你若一直
在”，她应一个“我便一直
爱”……这样的文艺范，以最
少的语言达成最淋漓尽致的
表达，体现的正是“愿得一人
心，白首不相离”的幸福承诺。

语言表达的文艺范，让文
字有了生机，有了活力，有了
不愿释手的快意。你看，温情
脉脉的春天，明眸善睐，秋波
送去，冰封的湖水融化，曾经
的静穆如镜，被碎成万道波
光，随了暖风荡漾，是多么宜
人动人；你听，一语低喃，匆匆
流年，歌舞蹁跹，绾住你的博
雅清颜，在流年里穿越隔岸尘

烟，又是多么清丽潋滟；你
闻，桂花香远，那朴素无华，
相伴相依的桂树，绾结起怎
样深情的一生；你品，那一杯
闲逸的香茗，如一卷悠远的
古籍，让人独醉其中。

在文字的文艺范里，忧
伤碎落的时候，可以成为一
地微蓝；心思婉约的时候，
可以抽象出缕缕心弦；相
思无寄的时候，可以撑一
把油纸伞出发；欲说还休
的时候，天气忽地就凉了
起来。

文艺范的格调，如银
碗里盛雪，弥漫着美好，也
弥漫着忧愁，它有馨香若
兰的气息，更有温柔似水
的情愫。它让岁月花开，
梦境有痕，它呢喃着，缭
绕着，让心与心一不经
意，就沉浸在它营造的美
妙氛围中。

文艺范，无论是前世
还是今生，让人间有了春
风，让人生有了珍藏，让
岁月有了味道，让相知相
许的美好，滑下的是眉
头，落上的是心头。

“燕子，麻烦一下，你告
诉我，这个‘军装照’怎么拍
的？”同事老王举着手机，点
着微信圈里我晒的军装照问
我。

我如实地告诉他：“这个
‘军装照’，不是用相机拍
的。而是识别左下角的二维
码，获取的。”他点点头，似乎
听懂了，又用眼睛望着我，眼
里满是求助。

“这个‘军装照’，是习近
平主席参加近日朱日和阅兵
式的时候，在微信圈流行
的。现在过去好多天了，已
经不流行了。”我说。他看了
看我发布的“军装照”，说：

“我觉得你们获取的军装照，
都很好看的，所以我也想来
一张。”

我对他说：“老王，你在
我的印象中，都是从来不玩
我们这些小儿科的玩意儿
的。这回，怎么……”

他搔搔头皮，说：“这个
‘军装照’，可不是小儿科，它
‘威武’呀！”我着实被他逗乐
了，说：“好，好，好，我教你。”

我接过他的手机，点击
我的军装照里的二维码，进
行识别。老王在一旁看着。

不一会儿，就进入了获
取军装照的通道，我对他说：

“你手机里，有没有现成的个
人生活照？”他为难地说：“有
是有的，不过我的生活照都
不雅。”我好奇地说：“为什么

‘不雅’？”他用手拍拍自己的
脑门说：“因为秃顶啊！”我笑
着安慰他：“没事，军装照里
都是有帽子的，你的秃顶一
点也看不出来。”我把手机交
换给他，让他选一张照片。

他点开手机里的照片，
选了一张半身照，说：“就用
这张！”我心领神会地说：“这
张正面照，看上去你的眼睛
真有神，非常合适。”我替他
把照片在模板中放进去，但
觉得欠妥，征询道：“这里有
每个年代的军装照，从红军
时期到 2017年，你选什么年
代的军装照？”

他浏览了一遍，说：“来
个年代近一点的吧，你就帮
我选2007-2017的军装照。”

我说：“这套绿色的军
服，显得你人年轻。”我帮他
把军装照制作好，给他看。

他注视着手机里自己的
军装照，看了又看，说道：“科
技时代，真了不起，‘中国人
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一部
手机，就能实现每个人的军
装梦，真好！”我说：“是呀，这
得感谢我们强大的祖国！我
已经帮你把‘军装照’储存在
你的手机里了，你可以把它
发布到你的朋友圈，看看效
果，会有很多人给你点赞
的。”

他笑着说：“我年纪都这
么大了，怕大家笑话呀。我
可不敢！”我凑过去头，说：

“你要相信我，你的‘军装照’
里有一股阳刚正气。”

他看了看自己的军装
照，说：“我读高中那会儿，差
一点就去参军了。”我追问
道：“那你为什么后来没有
去？”他解释道：“因为我的妈
妈。妈妈身体不好，常年病
着，她只有我一个儿子，在当
时照顾好我妈妈的身体，也
是一种保家卫国。”他说着，
眼里闪烁着盈盈的泪光。

为了缓和气氛，我对
他说：“看了刚才我的操
作，获取‘军装照’，学学
很容易的。有空，你可以
其它的军服，换装体验体
验。”他连连感谢：“谢谢，
燕子。”

晚上，临睡前，我阅
读微信圈里公众号里的
文章，无意间，看到老王
发布了一条信息。我马
上点开来看。信息中的
图片是他穿着中国红军
的军服。军帽下是一张
俊俏的书卷气的脸，浓眉
大眼。我心里嘀咕着：

“这个老王，居然有这么
俊秀的照片，白天也不给
我看。”

图片下是许多人的
点赞，还有留言。我看到
有一条写着：“妈妈看到
后，一定很欣慰。”老王回
复了一个“拥抱”的图标。

我下意识地去阅读
老王信息中发布的文字：

“妈妈最喜欢的形象，我也
来一张，让我的妈妈开心
一下。”

我一下子眼睛湿润
了。要知道老王的妈妈去
世已经有 10 多年了。他
想他妈妈了。

正在我感慨之际，老
王新发布了一条信息，那
是一张女性穿蓝色军服的
照片，温婉，英姿。眼睛特
别像老王，只不过脸上有许
多的皱纹，鬓角偶露的头发
都已银白了。没有写任何
文字。

我立刻在下面点赞，附
上：“一朵花”。

与友人们说起我的过去，
他们总是一脸诧异，因为我所经
历的是很多“80后”所没有经历
过的。我的家乡在农村，面朝黄
土背朝天的那种。年少时的我插
过秧，挑过水，割过麦子，有过一
年里吃不上一顿肉的饥饿记忆。
同时代的人都不可思议，因为当他
们大口大口舔着冰淇淋的时候，我
甚至连奶油是什么味道也不得而
知。

求学，工作，结婚，生子，我终于
离开了我的家乡，远离了那片贫瘠
的土地，开始了漫长的人生之旅，但
树高万丈总也是落叶归根，直到有人
问我：“你的家乡在哪里？”我强忍着
眼角的泪水，是啊，我从何处来？听
到这深情的话语，如泣如诉，殷切绵
长的乡愁瞬间填满了我的心胸，愁的
是思家乡，愁的是想亲人，愁的是那条
让我魂牵梦萦的乡间小路是否依旧？

当某一天，偶然听到一首名为
《Take me home,country roads》（乡村路
带我回家）的歌曲，这首由约翰·丹佛
创作的著名乡村歌曲，只听曲子开头一
句：“country road take me”脑海瞬间就
像时光机的开关，不由自主地冒出一幅
幅的画面，冒出一个让人无法抑制悲伤
的词——回家。

我从未正视过家乡的背影，因为我
不曾远离。离家，火车开入繁华的城
市，我感到了新奇，但更多的是陌生。
我穿梭在灯红酒绿的街道，往往失去方
向感，东游西逛，却寻不出个东南西
北。这要是在家乡，别说是一条街，就
算是复杂交错的田间地头，我也理得清
是哪家哪户的。家乡的老屋、石桥、梯
田、稻草垛和那片祥和的树林，还有走
过桥头看到的家家户户屋顶上升起的
袅袅炊烟，无一不向我昭示着一种挥之
不去的乡愁。

而今，我拿起笔，却好像是拿着铲
土的铁锹，我说的话至今仍带着浓浓的
家乡口音。尽管我在城市里已经生活
了多年，可我仍是个乡下人。我一点也
不避讳，我对自己坚实而质朴的出身感
到自豪。

俄罗斯诗人叶赛宁在《可爱的家乡
啊》一诗中写到：“我欢迎一切，忍受一
切，历尽折磨也满怀欢悦。我匆匆来到
这片大地啊——就为了更快地与它离
别。”作为一个离乡的游子，心中永远留
着一个诗意的栖息地，那个天与地，山
与水，人与动物共同叙写生活的地方。

我一直在行走，而家乡一直在我身
后，给了我前行的力量，一生都用不完
的力量。

隔了十年没见，她还是老样子，举
手投足间依旧是那般的从容自在，只是
满头青丝在岁月里染得斑白，我常想起
她说的一句话：福气在碗底。

那时的小林街还很热闹，我们起早
贪黑守着各自的店铺。她从公家的百
货商店到自己的杂货店，生活同老街
一样，在时代的变迁中一路风雨兼
程。我经营着一个还算不错的裁缝
铺。我们做了十年的邻居。十年不
长，也不算短，她留给我足够的温暖以
及不可磨灭的印象。她长我一辈，我
喊她品仙姨，街上的人都这么喊她。

像这样的伏天，没有风，也听不
到蝉鸣，我“蹬蹬蹬”地踩着脚踏缝纫
机，头顶吊扇“呼啦呼啦”地荡着圈
儿。品仙姨坐在一把竹椅上，手里
来一针去一针，钩着夹色带图案的
毛线拖鞋。这些都是别人早几个月
前就拜托她的，她是半卖半送，只收
毛线的钱。那不足十平米的店铺，
上上下下，里里外外全摆满了货，
剩中间一条通道正好放了这把椅
子。她低着头，不紧不慢地做着手
里的活，右肩上搭着一条半湿的
毛巾，脚边搁着一把蒲扇，蒲叶清
白，纹理美观，用蓝印花布做的包
边更是细巧精致。

她偶尔打了盹，才拉过毛巾
来擦一把脸，然后抬起头看看四
周，或是站起来，一手托着腰
板，一手摇着蒲扇来我这里，提
醒我歇一歇，喝点水，告诉我
“好汉不挣六月钱”之类的话。

那阵子，我老是没食欲，
做好的饭菜常吃一半倒一

半，白白糟蹋了粮食不说，还弄得精神
颓靡。品仙姨看出来了，她便端着饭菜
来陪我一起吃，说人是铁饭是钢，说心
宽体胖，说以前的人盐过过酱拌拌都能
吃几碗呢！若这些都是宽慰我，那么她
的一句“福气在碗底”，我听来却是庄严
而神圣。

后来的很长一段时间，我跟着品仙
姨一起吃饭。品仙姨勤俭，质朴，持家
过日子更是一把好手，她有两个儿子，
两房媳妇都视如己出，用她的话说，是

“手心手背都是肉”。她告诉我家和万
事兴，她也告诉我吃好，喝好，身体好，
就什么都好。

品仙姨也是这么要求我的。她不
主张铺张浪费，更是见不得我没精打采
的模样儿。她摸着我的性格依着我的
喜好，变着花样给我做一些合我胃口的
菜。每次的饭不多，依自己的胃口盛
上，每次的菜总会推到我跟前，让我多
吃些再多吃一些，鼓励我把碗里的饭吃
完，并很慎重地告诉我“福气在碗底”。

我也常听品仙姨说一些她自己的
事，或喜或忧，每一件说来都那么心平
气和，荣辱不惊。这些事就像碗里的
饭，她慢慢咀嚼，细细品味，然后又一一
咽了下去，成了过去，成了回忆，成了人
生的财富。

一碗饭的学问，它不单单是节约和
健康，于我是感恩，不是一家人胜似一
家人。但它似乎还蕴藏着一些什么，比
如对生活的态度。 以至于现在的我，
在生活陷入困境时，都会想起品仙姨说
的这句“福气在碗底”，然后整理心情，
重新上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