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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点五十分时， 方小影叩响了著
名画家何老弟子刘某的门。 之前听庄
说过， 刘某算何老那种没正式拜过师
的弟子，一个野画家，中年以后在外交
部谋了份闲职。

一名五十多岁的男人来开了门。
那人看她的第一眼，就让她心里“咯
噔”一下。

“您好，请问是刘老师吗？ ”方小
影礼貌地招呼那男人。

“我是，你是小方吧？ 庄老师让过
来的？ ”男人一边问，一边把方小影让
进屋。

“我和何老交往的大部分情况之
前我都写在几篇文章里了， 还有我们
来往的很多书信，相关的照片，一会儿
我都找出来给你。 ”刘某聊了一会儿
何老的情况，看看方小影，话锋一转，
“大多数情况我都写在文章里了，也
没什么好说的，你回去先看看，有什么
不明白的，再问我。 ”

方小影问：“何老晚年曾写文章回
忆当年在西安的创作生活，其中有一段
大议某著名画家曾对他不公正，后来这

篇文章发表时， 听说这一段被删
掉了， 您知道这事吗？ 确有其事
吗？ ”

刘某连连说：“我文章里都
写了的，都写了的，你回去看看
再说。 ”然后起身，新倒了茶水
递过来，顺势抓住方小影的手不
放。“呀，烫着了！ ”方小影喊一
声，趁男人惊愕的瞬间，抽回了
手。 屋里的空气瞬时变得叵测起
来，她急于告辞。

十五天后。 手机响了，方小
影一看是刘某，不接。半小时后，
电话又响，固执地响，还是那神
人，不得不接。

“您好刘老师，去别的办公
室了，没带手机。刚进门。正想给
您打过去呢。 ”方小影接了电话
赶紧说。

“没事。 小方啊，我正好在你
们单位附近， 等你下班请你吃饭
吧。 ”男人在电话那边大度地笑。
“哎呀，又不巧了，刘老师，今

天我和同事约好了去逛街呢， 真是
不好意思。 ”方小影又推托。

“小方啊，”男人意味深长地加
重了语气，“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
啊！ 在北京待啊，要懂得借力！ ”最
后一句话，深入骨髓。

这话可真是微言大义， 耐人寻
味，着实让方小影思量了很久。

赵大志的信息发得勤了， 碰到
聊得尽兴，也会请她吃饭喝茶。方小
影抱着姑且再试试的心理， 不远不
近地应酬着他。

快下班时，下起了雪，还挺大。
方小影有点儿发愁。

她一步一滑地来到单位门口的
车站时， 迎着风的半只袖子已经能
拧出水来了， 看看爆满的公交车和
怎么挤也挤不上去的苦人儿们，这
时听到身后有人叫“小影”。

方小影回过头， 那站在白色大
众车旁的，不是赵大志又是谁。

纯白的天地里， 那个男人像个
骑士似的立在那里， 顶着一脸明晃

晃的笑，笑得很难看，却很舒展。
她这时就想到了某个话剧里的

两句不太搭边的对白：“为什么每
次我都能绝处逢生？ ”“因为总是有
人这样用心地爱你！ ”

可不是嘛， 每次都有人来救她
于水深火热之中，尽管是个丑骑士。

方小影走过去， 简直有点儿感
激涕零了，却又不好显山露水，只得
矫情地问：“您不会又是特意来接
我的吧？ 您这样， 搞得我压力山大
啊。 ”

赵大志替她拉开了车门，“快上
车吧， 雪好大， 小心把衣服弄湿
了。 ”她坐上去，关上车门，看了赵
大志好半天，“你真是特意来接我
的？ ”“这还用问？ 有那么巧吗？ ”
赵大志看她一眼。

方小影的心蓦地一动，感动催生
了愧疚，她对他动机不纯的愧疚。 她
的那点儿小心思，他是早就了然于心
的。 不过，他愿意糊涂一些而已。

那么，他对她呢？ 真的像他们常
常强调的那样“只是朋友”吗？ 如果
是，似乎那种好，尺度不对了，超过
了一点点范围。恍惚中，她的左手被
握住了。 果然，他对她，没她想得那
么单纯。

方小影心里那个姑且再试试的
念头此时就更强了， 她的手任由赵
大志握着，闭上眼睛，她想用心去寻
找一点儿感觉，但是，她失败了。 她
慢慢地抽回了手，看了赵大志一眼，
笑道：“对不起！ 我真的找不到感
觉，我刚才努力试过了。 ”

赵大志尴尬了片刻，很快就“扑
哧”笑了，“小影啊小影，您真是太
逗了！ 不过我喜欢。 还是很开心！ ”

方小影开始对赵大志若即若
离，忽远忽近，但那个条件合适但
没什么感觉的主儿，说不定哪天她
走投无路了，心一横，眼一闭，就嫁
他了呢。 好歹是条路，总算还有人
愿意接着，不至于流落街头饿死冻
死。

（明日关注： 久别重逢 ）

兰芳园的味道几十年如一，除了茶方和制茶工艺，其经
久不衰的秘密，还包括对“传承”这两个字的一份心意。

现在，86 岁的林木河依旧每天早上到店里坐镇，下午
儿子林俊忠接棒在钱柜收钱。 别看林俊忠悠悠闲闲，其实
他的双手因为冲丝袜奶茶 20 年而劳损， 要打类固醇针支
撑，被迫放弃冲奶茶。

轻便的工作除了收钱， 还有缝补，“父亲用白毛布冲
奶茶，母亲负责缝补，现在是大嫂缝补，自己只知道补一
些小孔。 ”林俊忠拿出一个新的白色布袋，另一个用了几
星期已变咖啡色，很像 XL 码的丝袜。

林木河最小的儿子林俊业对我说，父亲要他们 6 兄弟
姊妹均学会冲奶茶，说是有一技傍身，技多不压身。“我一
只手有力气拿水壶时，就开始学冲奶茶了。 ”为了加深他
们对茶叶的认识，父亲更是曾亲自送他们到斯里兰卡当地
茶园观摩茶叶的生长过程。

专门负责冲制奶茶的师傅告诉我， 港式奶茶做得好
喝，要掌握两个关键、两个讲究。

关键一：用的是不甜的淡奶。 他在煮茶时用的是几种
不同的茶叶、不同的分量，有的浓度较高，有的香味较重。
这个搭配是控制奶茶味道的关键所在。

关键二：煮茶叶时先将茶叶装入布袋煮几分钟，然后把
布袋拎到另一个茶壶里，用煮茶的水回冲，就这样来回对冲
几次，叫做撞茶。 这是影响奶茶口感的重要操作步骤。

讲究一：兰芳园奶茶的茶叶十分讲究，不但要粗中有
细， 而且在逐杯冲制的过程中， 每次都要加入新茶叶，这
样才能让茶的口感既浓郁又饱满。

讲究二：装茶的茶袋也有讲究，虽然看起来像丝袜，但
其实是特别选用深水湾布厂的毛布制作的。因为只有这种
细致带毛的毛布，才能减慢冲茶的速度，使茶的味道更浓
郁。

品尝奶茶更是一门学问，不仅要眼观其色，以咖啡色
中带红，不添加奶精久放而色不变为最佳，若边喝边变深
者，行内人称之为“反”，茶艺未精也；更要鼻嗅其香，息
气怡人，红茶味馥郁为佳，若有茶腥味者，劣品也；最后即
要入喉赏味，舌头满是奶脂滑香及茶叶甘醇，粗糙苦涩者，
茶奶不匀也！ 顺喉而不封喉，细滑而不粗糙，喉头舒顺畅
达，佳品也！

综合几点来看， 兰芳园的奶茶从制作到最终出品，都
是色香味俱全的。 这么多年来，兰芳园的味道始终像它的
招牌一样响亮。 一个小小的并不惹眼的店面，却经常高朋
满座。 老板和伙计的用心程度，食者的胃之所向给出了最
好的答案。

如今标榜自己是吃货的人越来越多， 我想每个人都有
对某些食物无法自拔的眷恋。对我来说，美食里有很多的回

女人的美丽从何而来（21）

经久不衰的秘密(2)

生活中我们喜欢照镜子， 在镜子
中看到的自己， 往往比真实的自己要
稍稍漂亮一点。 原因在于， 当有意识
地审视自己时， 为了掩盖缺点、 取悦
自我， 会表现出更讨喜的表情。 ———
丑陋是因为被世界忽略， 一个人之所
以美丽， 是因为有人看见。

活在别人的目光里， 对于女人而
言， 似乎也不全是坏事。 不管你内心
多么坚实笃定， 别人的眼光总是一面
镜子。 女人当然可以随心所欲活得轻
松舒服， 但如果不够美丽， 是不是也
损失了好大一份乐趣？ 嗯， 至少我这
么认为。

男人都喜欢大度的女人， 有时未
必是为了获得某种私利， 而是当女人
大度的那一瞬间， 真的自信到霸气爆
棚， 让男人想不死心踏地都难。

说到近代男性文人一直极推崇的
女性文学形象， 有一位 《浮生六记》
中的芸娘。 这是沈复的一本自传， 我
们从他笔下看到的沈太陈芸十分“异
于常女”。 故事很熟， 其他情节不赘
叙过多， 只说说这芸娘， 与丈夫感情
极好， 小两口恩爱到可以放下世俗名
利。 那你就这么好好过呗， 芸娘偏
不。 她偏要给丈夫纳个妾才觉舒坦。
这妾还不能是庸常之辈， 不仅要美，
还要有韵。 听说名妓温冷香符合要
求， 便拉丈夫去看， 结果见美人已
老， 其女憨园倒蛮是中意， 便要定下
憨园为沈复妾。 后憨园被人强纳而
去， 芸娘竟大病一场而亡。

林语堂极其热爱芸娘的行止， 以
至于将 《浮生六记》 译成英文版时，
在序言中写道： “芸， 我想， 是中国
文学上一个最可爱的女人。” 后在
《京华烟云》 中写一段木兰想为荪亚
择一妾室的念头： 一个做妻子的若没
有一个妾， 斯文而优美， 事事帮助自
己， 就犹如一个皇太子缺少一个觊觎
王位的人在旁， 一样乏味。

大概这就是纯男性化的思维了。
站在女人的角度， 我不敢说芸娘

或木兰此行为是极为可爱， 但也得承

认： 这种大度的背后， 反
而对男人有着莫大的吸引
力。 ———首先这是一种自
信， 自信自己在灵魂层面
永远不会被取代， 哪怕是
再美再强大的对手。

回归到生活， 也是一
样。 当一个女人， 或许她
不是十分漂亮， 但身边却
有三五漂亮闺密， 她喜欢
与美女为伍， 与她们交往
起来， 仍然是那样的从容
自若 。 ———这样的女人，
我一直认定是极品之迷人。

很巧的是， 与身边一
些男性友人聊起这个话题，
他们竟一致拍掌认同。 其
中一位蛮成功的男士笑道：
“碰见这样的女人， 我第一
个就要去追！”

关于女人自信的话题，
不再赘叙太多。 这里我想聊聊女人
的审美。

女人都是爱美的， 不分年龄和
身份， 即便天天只关心菜价的退休
阿姨， 脚步也会流连在早市的衣摊
上。 不过真正敢敞开了去热爱一切
美的东西， 这样的女人是需要勇气
的， 比如就像前边提到的， 她会连
身边的美女也一同热爱。

女人的美， 其实是一个很宽泛
的概念： 长在皮肤上的漂亮， 是美
姿容； 袅娜在身体上的气质， 是美
姿态； 生长在皱纹里的阅历， 是美
气韵。 当然， 我更喜欢的是撑大了
心胸的见识， 这种美， 是一种气
场。

女人越有见识， 越能够欣赏身
边一切美好的东西， 同时她能接
纳， 从容不迫地把一切好的这些都
融会到生命中。

时常会有些针对女孩子的交友
指南， 比如， 不要跟比你漂亮太多
的女孩成为闺密， 因难保她不是潜
在情敌； 相亲时可以带上一个比你

姿色气质都略差的女性好友， 可以
瞬间为你赢得第一印象分……女人
在人生的某些阶段， 是可以用得上
这些技巧的。 但一个女人用这些技
巧用得年头越多， 只能越是证明她
身为一个女人的失败。

过了三十岁的女人， 如果在做
女人这件事上， 还要依赖过多的技
巧， 是一种尴尬。 三十岁后的女人
活着是一个气度， 这跟你对自己的
认可有关。

智慧的女人热衷于审美， 她敢
于放开胆量接纳一切美好的事物，
她不怕被比下去， 当一个女人可以
坦诚地在各种美丽之间穿梭时， 那
种从容， 甚至那种憨态， 美得无与
伦比。 就像每次看 T 台秀， 最期待
的是最后一刻的设计师登场， 当他
和作品们一齐走来， 雍容得如同王
者。 这就是了， 若你有自信接纳一
切的美， 才能够长成驾驭一切美的
王者。
（明日关注： 当你爱上自己的生活
时， 你才最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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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和深深的感情存在。 无论是做它的人，还是吃它的人，总
会放进去一份自己的心意。 在香港许多年，每每回到一些
小店，最想吃到的还是那些多少年都不会变的老味道。

我很爱吃鱼， 在南方， 尤其是对于沿海城市的人来
说，吃鱼是一件有情怀的事情。 虽然各种各样的海鱼“惯
坏”了我的嘴，但我的情怀却非常简单，那就是鱼蛋。

提到鱼蛋大家可能会一愣，其实只是叫法不同而已，
没错，就是鱼丸。 这是香港常见的小吃，在南方沿海城市
非常流行。 在香港，每天要消耗 55 吨约 375 万粒鱼丸，这
意味着每年消耗超过 13 亿粒鱼丸，即每个香港人每年平
均吃了 196 粒鱼丸！ 数据统计结果是前两年得出的，而现
在估计远远不止这个数字了。

作为香港街头小吃的“台柱子”，鱼丸虽称不上什么
珍馐，却撑起了港民日常生活一道独特的风景，从二十世
纪 50 年代就开始风行。 鱼丸多用油炸过，用牙签串起，小
食档中每串售价 5 至 7 港元或 1 港元一粒不等 （许久没
回去吃过了，不知道现在什么价钱了），吃时常拌以辣椒
酱或甜酱。 还有更简单的鱼丸汤，鱼丸漂浮在高汤上，一
清二白如同做人的道理。

在人流密集的闹市区， 总会有一个卖鱼丸的小贩
在这里，口味不多，但是肯定会有这两种：原味鱼丸和
咖喱鱼丸。 你可以站在旁边看一下，夫妻档居多，一个
负责炖煮鱼丸，另外一个负责加料、打包递给食客，合
作极为默契、 迅速。 当食客拿到自己中意味道的鱼丸
时， 咬上一口的满足表情， 一直是让我感到幸福的事
情。

（明日关注：吃鱼丸的最高境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