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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大学资源环境系
副教授庞静近半年来每周六
去公园教小学生种地。 她说：
城市里的孩子，整天被封在水
泥的格子里， 如果问他食物从
哪里来， 他可能直接想到的是
超市， 而不知道有的食物是从
土里长出来的， 有的是从树上
结出来的。不仅是孩子，有些大
人也是一样，这是自然缺失症。
我们现在做的是让孩子能够自
己感受大自然的神奇和美丽，
让他们对大自然产生感情。

●调查显示，有 76.5%的
受访青年在上下班路上学习 ,
在吃饭时间看视频，过着“倍速
模式”的生活。 这种生活方式，
貌似高效， 但也时常让人身心
疲惫

● （奥地利 ）卡夫卡：人努
力想得到什么东西， 其实只要
沉着镇静、实事求是，就可以轻
易地、 神不知鬼不觉地达到目
的。 而如果我们过于使劲，闹得
太凶，太幼稚，太没有经验，就
哭啊，抓啊，拉啊，像一个小孩
扯桌布，结果一无所获，只不过
把桌上的好东西都扯到地上，
永远也得不到了。

●钱锺书：话是空的，人是
活的；不是人照着话做，是话跟
着人变。

●马丁·路德·金： 到头来
我们记住的不是敌人的攻击，
而是朋友的沉默。

●海涅： 人们在那里高谈
阔论着天气和灵感之类的东

西， 而我却像首饰匠打金锁链
那样精心地劳动着， 把一个个
小环非常合适地连接起来。

●电影 《最好的时光》台
词： 所有时光都是被辜负被浪
费后， 才能从记忆里将某一段
拎出，拍拍上面沉积的灰尘，感
叹它是最好的时光。

●完整的人生应有“三
感”：使命感，失落感，危机感。

●当代青年社交模式：你
找我说话，我就跟你抖机灵、讲
段子，好像我们很熟一样。 你不
找我说话，我就永远沉默。

●白头偕老这件事其实和
爱情无关，只不过是忍耐。 但忍
耐也不失为一种爱，所以，真正
爱你的人， 其实就是愿意一直
忍耐你的人。

●问： 如果你突然有了大
量现金，你会怎么做？

答：自首。

●我闺蜜新买的凉鞋把脚
底磨破了点皮， 我说你贴个创
可贴就行了，她不听，拉着我去
两公里外的诊所让大夫给处
理，到了诊所，大夫给开了一盒
创可贴。

●早上姐姐在屋里换衣
服， 我没敲门就进去了， 姐姐
尖叫了一嗓子拿衣服捂着上
身。 我说：怕啥 ，咱爸上班走
了，就我跟咱妈在家 ，都是女
的你怕啥。 姐姐回了一句：我
怕你自卑……

短句 □小青

《知堂回想录》 中有一篇
“北京的戏”， 记他年轻时被官
派去日本留学前， 第一次来北
京，大概闲着没事，就出去看了
几出京戏：“我记不清是在中和
园或广德楼的哪一处了， 也记
不得戏名，可是仿佛是一出《水
浒》里的偷情戏吧，台上挂起帐
子来，帐子乱动着，而且里面伸
出一条白腿来，还有一场，是丫
环伴送小姐去会情人， 自己在
窗外窃听，一面实行着自慰。 这
些在我用文字表白， 还在几费
踌躇，酌量用字，真亏演员能在
台上表现得出来。 ”

这回看戏让知堂不免失望
了：“说到底， 这糟粕也只是一
时的事， 但是在我的印象上却
仍是深刻， 虽然知道这和京戏
完全是分得开的事情， 但是因
为当初发生在一起， 也就一时
分拆不开了。 ”

我也是爱看京戏的， 很庆
幸如今的京戏里早已没有了那
样的糟粕了。 传统的表演艺术，
除了京戏我又特别爱听相声。
这些年有一位相声名家红得不
得了，有专门的剧场说相声，还
到全国各地甚至到国外去专场
表演，影响很大。 我慕名到网上
去找到其相声集看了， 原来里
面有不少的荤段子， 往往是一
些低俗猥亵的包袱最逗观众
笑。 我不是道学家，对荤段子并
不一概排斥， 以为三朋四友在
适当的场合讲讲， 大家哈哈一
乐，也是娱情之一法，无伤大雅
的。 而相声是舞台表演艺术，在
舞台上去说荤段子， 好像就很
不合适了。 便是大众平日在私
底下讲讲荤段子， 也是要分场

合看对象的， 大家一定不会在
自己家里讲的， 一定不会在父
母和儿女面前讲的。 相声固然
是通俗的表演艺术， 但俗亦要
有度，岂可全没有底线，低俗到
那么不堪。

公道论之， 这位相声名家
的天赋和功夫， 在今日相声界
无可出其右者， 完全不必靠荤
段子来哗众取宠的。 马三立侯
宝林的相声， 就没有任何下流
下作的东西， 观众却都笑个不
停， 他们都成为了相声艺术的
一代宗师， 受到那么多观众的
热爱和尊敬。 所以我对荤段子
相声的观后感， 是和知堂当年
看京戏的观后感是一样的，就
是相声和糟粕也完全是可以分
得开的。

式亭三马的《浮世澡堂》，
是日本滑稽本的代表作， 我架
上有这部名著，知堂所译，很是
好看。 知堂在文章中曾引堀舍
次郎《江户时代戏曲小说通志》
中对此书的评介：“此书不故意
设奇以求人笑，然诙谐百出，妙
想横生， 一读之下虽髯丈夫亦
无不解颐捧腹，而不流于野鄙，
不陷于猥亵， 此实是三马特绝
的手腕， 其所以被称为斯道之
泰斗者盖正以此也。 ”

这部书写的是男女澡堂里
的事， 又是滑稽本这一通俗文
学形式，却能不涉野鄙和猥亵，
也可以让读者“无不解颐捧
腹”，这才更可见出作者的好本
领，果然“斯道之泰斗”也。若式
亭三马也靠讲澡堂里的荤段子
来“以求人笑”，那也就没有什
么了不得的了， 格调与品位先
就没了，还算什么本领。

中国大部分地区进入了冬季，
寒流侵袭，“宅男”“宅女” 多了起
来，有媒体报道称，“外卖小哥风中
寸步难行”“恶劣天气应不应该叫
外卖”等话题登上了热搜。 言下之
意，恶劣天气叫外卖对外卖小哥不
厚道。 我要告诉读者，这种观点对
外卖小哥是假慈悲。

我们先从一则故事说起。 一位
老婆婆每日愁眉苦脸，邻居问她何
故。原来，她大儿子是晒盐的，二儿
子是卖雨伞的。 雨天，她考虑大儿
子，没有阳光晒不出盐来，无法卖
钱养家糊口，便替大儿子担忧。 晴
天，她又为二儿子担忧，天不下雨，
雨伞买给谁呢？ 雨伞卖不出去，全
家怎么生活呀？邻居听罢宽慰老婆
婆说，雨天你就想你二儿子会卖更
多的雨伞，晴天你就想你大儿子会
晒出更多的盐，这样，你岂不每天
都开心了？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社会上确
实存在“零和游戏”，也就是说，在
某种条件下同时存在受益方和受
损方，受益方得到的利益就是受损
方失去的利益。 发生战争，百姓难
免生灵涂炭，但军火商却发了战争
横财。发生地震，房屋倒塌、居民伤
亡，但建筑商却有了新的商机。 但
事情并非都是如此，社会上也存在

“双赢”的局面。
互联网让电子商务如虎添翼，

网上购物已成为居民的消费常态，

这压缩了实体店铺的市场空间，却
让快递业蓬勃发展；很多店员失业
了，却增加了无数快递岗位。

不少居民不但网上购物，也网
上点餐。 打开手机 APP，选择自己
喜欢的外卖餐馆， 点个可口的饭
菜， 足不出户就能吃上美味佳肴，
节省了时间和交通费用。

毫无疑问，在恶劣天气叫外卖
的几率要比平时大得多，消费者就
图个舒适、便利，为了吃顿饭，雨雪
天开车驾驶困难，打车也不容易打
到，叫外卖便成了不错的选择。

有人认为， 恶劣天气叫外卖，
增加了快递小哥的送餐难度，消费
者应把困难留给自己，让外卖小哥
在家休息。如果不加分析从表面上
看，似乎是这个理儿。 外卖小哥大
都骑电动自行车送外卖，在恶劣天
气里骑行要比在好天气里骑行费
劲得多， 而且还要增加些意外风
险。

对消费者而言，在恶劣天气里
不叫外卖怎么吃饭呢？要么自己在
家做，要么下馆子。 自己做饭也需
要采购蔬菜等食材， 同样需要外
出。下馆子，不管是步行、开车还是
乘公交甚至打车都不容易。 所以，
恶劣天气不叫外卖，消费者的利益
肯定受损，因为消耗了时间，增加
了出行难度和出行开支，承担了额
外风险。

那么， 恶劣天气不叫外卖，外
卖小哥真的会受益吗？

外卖小哥的工资是由底薪和
提成构成， 送件提成收入超过底

薪。 这就意味着，送的单数越多，收
入也越多。 所以说，对外卖小哥而
言， 他们可不希望在宿舍睡大觉，
就希望多送几单，哪怕派单多送到
晚上 11 时也愿意， 因为这里面有
利益驱使。

怎样才能多送外卖呢？ 如果每
单相距几公里，一天多数时间在路
上跑，这肯定不能多送。 只有叫外
卖的客户相对集中才能多送。 而只
有恶劣天气叫外卖的客户才多，才
相对集中。 一栋楼好天气有 3 个叫
外卖的， 恶劣天气就可能有 30 个
叫外卖的，这对外卖小哥来说是好
事，因为跑一趟路，就得到平日 10
倍的提成。 所以，外卖小哥就盼望
恶劣天气，巴不得老天下刀子全城
居民都不敢出门，都叫外卖，这样，
外卖小哥就可以头戴钢盔开着厢
式货车送外卖，一栋楼就送出几百
单。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知，社会
上绝非都是“零和游戏”， 也存在

“双赢”局面。恶劣天气叫外卖对消
费者和外卖小哥就是“双赢”，消费
者节省了时间， 免除了出行劳顿；
而外卖小哥虽然辛苦些，却增加了
收入。

总之，我们在观察某个社会现
象时，一定要全方位、多视角考察
各当事方利益得失，不能站在自己
的角度想当然。 是叫外卖的人给外
卖小哥带来利益， 如果没人叫外
卖，外卖小哥就失业了。 如果你真
心疼外卖小哥， 那就多叫外卖吧，
让他们多赚些辛苦钱。

提梁壶是壶式中的一种， 始于北
宋，流行于明清。外形为小口、细流、鼓
腹、平底、有盖，为了提拿方便，在肩部
两端连以半月形提梁。

图中的棱形紫砂提梁壶， 显浅紫
色，名为《梅兰竹菊》（正高级工艺美术
师刘文的作品 ）， 采用泥片镶接法成
形，棱形的四面匀挺柔和，壶身饱满圆
润，提梁弯曲自然，线与形结合适到好
处。

这把提梁壶的四个侧面， 分别雕

刻有梅、兰、竹、菊“四君子”，寓意“傲、
幽、坚、淡”，突出清华其外，澹泊其中，
不作媚世之态的意味。 从雕功看，工艺
师技艺纯熟老到，握刀稳、下刀准，一
气呵成， 干净利索， 如同中国画之白
描，洗尽铅华，独存本质。其中，梅之傲
雪、兰之秀雅、菊之清美，以疏密有致
的遒劲线条予以表现；而竹之高洁，以
数片叶子予以呈现，匠心独具。

细品这把气韵丰茂、 温文雅致的
提梁壶，会被其迷人的艺术气息陶醉。

有一次， 有一个女人来找神甫说：
“您两年前主持婚礼， 让我和我丈夫结
合在一起。 现在您让我和我丈夫离婚
吧，我不想和他继续生活在一起了。 ”

“你为什么要离婚呢？ ”神甫问。
那个女人回答说：“别人的丈夫下

班后都按时回家， 只有我丈夫经常晚
归，为此我们天天吵架。 ”

神甫问：“就因为这个？ ”
“对。 我不想和这样的男人继续过

下去了。 ”
“我可以让你们离婚，但有一个条

件。你回家后烤一个好吃的大面包给我
送来。 但你烤面包的时候，不能用家里

的食材。 盐、水和面粉你都要去和邻居
借，而且一定要跟邻居们解释原因。”神
甫说。

女人回到家，片刻也没耽误，马上
就开始行动了。 她来到一个女邻居家，
说：“玛莉亚，请借给我一杯水。 ”

“你们家水怎么没有了呢？ 没打井
吗？ ”

“水有。 但我今天去找神甫离婚
了。”女人接着解释了借水的原因。她的
话音未落，女邻居玛莉亚就叹了一口气
说：“你要是知道我丈夫什么样就好
了。 ”然后就开始抱怨起自己的丈夫。

这个女人又去女邻居阿霞借盐，并

解释了借盐的理由。可还没等这个女人
说完，女邻居阿霞就打断她说：“你要是
知道我丈夫那个样子就不会想离婚
了。 ”随后也是一肚子怨言。

结果， 不管这个女人去找谁借东
西，听到的都是女人们对丈夫的不满和
抱怨。

这个女人烤了一个又大又香的面
包，去见神甫：“谢谢您！ 请您和您的家
人一起品尝我的面包。 但我不想离婚
了。 ”

“为什么，孩子？ ”神甫问。
“原来我的丈夫比别人强多了。 ”女

人回答。

气韵丰茂的提梁壶

糟粕 □英豪子 恶劣天气
应不应叫外外卖卖？

□刘丽烨

□文 / 图 亦心

为什么离婚？ □李冬梅 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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