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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中逗留数月，回到乡下准备上
班。晚饭后去串门，见伯母戴着老花
镜，正在灯下观察被孵的鸡蛋。孵场非
常简陋，却又极其讲究，一个个敞口的
柜子上，铺了些新近晒干的稻絮，再盖
几张小毯子，正好与屋外的秋后一伏相
得益彰。我悄悄走过去，伯母亲发觉我
进门，向我示意打了个静止的手势，我
明白她的意思：轻点，一些新生命正在
破壳而出。就这样，我停在那儿远远地
望着，带着与伯母一样祈祷般的眼神，
安静地，让那些小精灵们的到来，充满
了诗意。而这诗意的策划人，却是眼前
这个斗大一字不识的村妇。你甚至可
以在那些轻微的破壳声中，感觉到生命
的律动，还有快乐。

打小我就知道，伯母是个急性子，
嘴皮子躁在村里也是出了名的。泼辣
的个性，总让人以为她来自火星，而此
刻灯下的她，是那样安静，让你想象不
出她内心的细腻。唯有从她轻轻抚摸
那些鸡蛋，注视那一个个新生命到来
时，你才能够感觉到，原来世间种种热
爱，都是福分与厚待。可是，在这喧嚣
的世界，有谁，能够真正体会到种田或
者说劳作的快乐呢？起先喊苦喊累的，
总是我们这些坐在办公室里吹空调的
年轻人。破壳后的雏鸡们叽叽喳喳地
闹着，自火星而来的“接生婆”一旁咯咯
地乐着。看那残破硬壳里跳出来的柔
软的生命，我突然想到独自的核心是一
种坚定，被抚去重重灰尘腐垢之后，依
然呈现一如既往的真心。这个火星来
的粗简的女子，此生甘为村妇，可她的
心，她的爱，依旧灼然如初。

伯父大概来自木星，个儿干瘦，话

不多，眼神有些呆滞，喜欢蹲坐在角落
里一个小板凳上，貌似思想者大卫的忠
实粉丝。由于长期面对火花闪烁的伯
母，难免发生碰撞，碰撞多次的结果是，
木星也带上了火药味。伯母总跟人说，
伯父的坏脾气都是她惯的，这话绝对符
合自然规律。这会儿，只见他坐在小院
门口，啪嗒啪嗒地抽着旱烟，嘴里有一
搭没一搭地说着些怨气话。原来，他们
一家晚饭还没开伙，说是一家，其实，儿
女早搬到城里自己住了，家中两个老人
不甘寂寞，又种田，又养鸡，外人看来也
许很是操劳，但他们不觉得累，反倒觉
得快乐。

终于，伯母从孵房里带着张笑脸出
来了，伯父还不忘唠叨几句。来自火星
的伯母像进化后的水星一样，面对木的
坚硬，火攻易至内伤，水攻适中，以柔软
化之，如十里春风，朽木也会开花，这也
许就是一个平凡村妇营家的智慧，知所
守，知所戒，攻坚者莫之能胜。伯父似
乎说顺口了，火药味越来越大，伯母按
捺着性子，好声好气地回应，马上就钻
进厨房忙了起来。伯父随后也跟了进
去，打下手，择菜，烧火。伯母见我在，
一边忙活，嘴巴也不闲着，有谈男朋友，
这个问题见一次问一次，倒也不嫌问，
总是抱歉地笑笑说没有。伯父专心烧
火，不时来替我解围，训斥伯母两句：别
啰唆，菜要烧煳了！伯母依然故我，知
道这个话题不能多问，便接着转移到另
一个话题，东家长西家短的，一大箩
筐。伯父急了，骂上两句，伯母笑嘻嘻
地，嘴巴却不肯闭上，看似没心没肺，其
实是一种庸人不自扰人来扰也不必恼
的境界。三十岁的我，不了解他们的世

界，风风雨雨走过半个多世纪，烦恼、痛
苦和孤寂对他们而言，太矫情了。我实
在想不出，用什么词才能形容父辈们的
幸福，他们走过烦恼、痛苦和孤寂，早已
波澜不惊。

去看姥姑娘（我对姥姥的昵称），她
不来自任何一颗星，她是来自人间的天
使，住在一个南瓜屋里，仿佛前世某个王
子派来的南瓜车，一直等在爱情的路
口。姥爷离开她已40余年，她一刻都未
曾离开过他们相守的地方。在这个老围
屋式的院子里，从结婚，生子，到她送他
离开人世，祭奠，祈祷，到儿女成家，搬
迁，欢声笑语寂淡，饮食起居寡味，长久
的自处和过滤，她已融为岁月的一部
分。房子前后左右都爬满了南瓜藤，家
里一年年积攒下来的南瓜种，风干了，个
个都拴在起屋壁上，很有某小街上复古
风味的小店味道，文艺得很。

我去时，她穿一件紫花秋衫，许是
天骤冷的原因，还特地裹了我买给她的
红丝巾。去年给买的，没见她围，说不
敢围。我问：为什么？只说颜色太红。
但我固执地以为，那颜色依然适合她。
今日一看，姥姑娘到底是一个富有活力
的人，面对新事物，凡能理解的都愿意
接受。美是健康，向上，一种淳朴的状
态，即使衰老，仍在继续接受新事物。
不知道，年老以后的我们，还会不会有
这种顿悟？

又一年秋天，一丝丝清冷，让人觉
得放松。有个地方，有一些人，于我而
言，就像一个时空的隧道，当我累了，我
需要休息，我就有了一首经年不衰的老
歌和胸怀里的人间灯火。

从没见过这么多品种的巧克力，以五彩
缤纷和千姿百态的惊艳铺天盖地而来，这个
称为“世界上最甜蜜的地方”的好时巧克力小
镇位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巧克力风情随处
可见。

从酒店办理入住手续，服务员送了一大
块巧克力开始，游客便开始了每一天和巧克
力的亲密接触中。在房间里，从洗漱用品到
杯子，甚至是白色的床单的图案，也印制着巧
克力控们都醉心的“KISSES”巧克力。这个
诞生于 1907 年的经典设计即使翻译成中文

“好时之吻”，仍然保持了英文原意的浪漫和
想象。当游客漫步在这个只有 2.5 万居民的
小镇上，不断会有惊喜的发现，就连巧克力大
道上的路灯灯罩，居然也是“KISSES”巧克
力的形状，在巧克力大道和可可大道交互处，
则是小镇的中心地带了，这里有孩子们喜欢
的巧克力游乐园和销售各种巧克力的“巧克
力大世界”。

我的鼻子在弥漫着香甜芬芳的世界里呼
吸，我的眼睛跟随巧克力的制作过程偷偷“学
艺”，我的舌尖在巧克力丝滑柔软的抚摸中被
彻底征服。可可粉、牛奶、糖是制作巧克力的
三元素，品尝着它们合成的香甜，仿佛让我走
近了那个叫弥尔顿·好时的美国人倾其一生
所做出的甜蜜事业，这也是许多人美国梦的
缩影。1857 年，好时出生于宾夕法尼亚州一
个普通人家，14 岁之前只上过 4 年学。15 岁
时，他在一家糖果店当学徒，学会了做冰激
凌，焦糖和其他糖果。19 岁时，好时在费城
开始了自己的糖果生意，大部分是制作焦糖
糖果。好时巧克力事业的成功契机是出现在
1893 年。他去芝加哥参观博览会，购买了一
台德国巧克力滚动机。当时在美国，巧克力
是昂贵的欧洲奢侈品，美国人对牛奶巧克力
闻所未闻。

好时将焦糖生意以 100 万美元卖出，这
在当时算是相当大的一笔金额，然后在宾州
的德利郡买下了一个农场，在这个几乎荒无
人烟的地方建立了好时小镇，并在镇子中心，
按照白宫的模样设计了自己的房子。每天清
晨，他从这里出发，开始巡视这个由他一手创
建的巧克力王国。为了吸引更多的人来到好
时镇工作，好时不仅建立了牛奶巧克力与可
可工厂、好时百货公司、好时银行、男子俱乐
部、女子俱乐部、5 所教堂、2 所学校，还有包
括花园，动物园，以及有云霄飞车的好时公
园，另外还有好时饭店和高尔夫球场。好时
喜欢不断尝试各种巧克力配方，他把牛奶注
入巧克力中，创造了独特的巧克力新口味。
当欧洲人在自己的作坊里手工制作巧克力
时，好时开创了在世界上第一个大批量生产
牛奶巧克力的工厂，好时巧克力很快就风靡
了美国市场。

参观巧克力工厂很长知识。吉米是好时
金牌大师，他讲的这堂课叫巧克力 101。吉
米从一块包装好的牛奶巧克力开始介绍，我
们在美国看到的大部分巧克力都是牛奶巧克
力，因为可可粉是苦的，因此必须加糖。吉米
又拿出一个像橄榄球形状的晒干了的可可
果，告诉我们，可可脂来自可可豆，但很稀
少。可可树每年开两次花，从开花到果熟
180 天。树身并不高，收割必须人工进行手
工采摘。可可豆需要在当地经过发酵后，再
在太阳下晒干，才能发往世界各地的工厂。
此外，在美国，规定巧克力中不能加任何植物
油。为了让巧克力变得更加柔滑，里面需要
放卵磷脂。卵磷脂最早来自蛋黄，现在可从
黄豆中提取。巧克力里面的成分还包括香草
香精，这种香草必须由人工手工进行授粉，它
产生的神奇的作用就是使巧克力变得润滑。

参观巧克力研发中心的实验室也很有
趣。巧克力专家安娜展示了今年 7 月刚在中
国上市的新产品，一款能量棒。安娜将杏仁、
燕麦、南瓜籽、大米、蔓越莓倒入一个容器中，
经过搅拌几分钟，再将很稠粘的混合糖汁放
入容器中使劲搅拌几分钟。然后，安娜在桌
子上铺上一层特殊的纸巾，将搅拌好的原料
倒在纸巾上，再用铲子将它们铲平和压平，再
用一个特制的切割刀，将做好的食物切割成
所需要的尺寸大小。“这不就是中国街边卖的
切糕嘛。”我告诉安娜。她说：“我们有上千种
食谱，根据市场的需求开发新产品。这款能
量棒产品研发了三年，关键的问题是配方，要
讲究天然和营养，各种食材要相互搭配和融
合。这款产品有三个品种，在美国市场一推
出来就非常受欢迎，特别是喜欢运动的人。”

“生命就像一盒巧克力，结果往往出人意
料。”这句电影《阿甘正传》中的经典名言想表
达的涵义不仅是巧克力。从一家巧克力工厂
开始的好时小镇已经成为美国负有盛名的巧
克力主题旅游城市，每年数十万的游客来到
这里，好时镇也被评为世界十大最美小镇之
一。人们来到这里，在品尝不同品种的巧克
力中，回味人生滋味。

大约五岁的时候，父亲带回了我生命
中第一只猫——一只再普通不过的黑花
狸猫。初来乍到，它小小的身子哆嗦成一
团，紧紧靠着沙发腿一动都不敢动。父亲
拿了牛奶喂它，它轻声“咪呜”着，把整个
脸都扎在奶盆里迅速舔食。此后，它便得
名“咪咪”。

那时候，家中生活较为窘迫。平日
的饭菜中只得几粒肉丁，一两个月才能
吃一次炖肉或鱼。当时，我家是在两张
单人沙发中间夹着的一张小茶几上吃
饭。吃饭时间，咪咪便趴在沙发背上，盯
着桌上的饭菜不时轻叫几声，小心翼翼
地表达它的渴望。不耐烦的父亲总是用
筷子尾部敲打它的头，打一下它便暂停
一阵，但没多久又“咪呜”起来。我受不
了它可怜兮兮的模样，总会挑出几粒肉
丁喂它。此时，咪咪大而透亮的黄眼睛
便闪出金光，没等我将肉丁丢到地上，它
已箭一般蹿下沙发背，蹲在地上急切地
叫起来。待那一丁点肉粒终于落入腹
中，它才陶醉地舔舔嘴唇，重新跳上沙发
背，轻叫着继续等待。

长期过着捡食肉碎的日子，家里偶尔
炖鱼的时光，便足以让咪咪疯狂。记得父
亲每次提着鱼走到院子门口，就高声叫母
亲把咪咪关进卧室。当时家里厨房小，父
母就在客厅里开膛破肚地收拾鱼。虽然
隔着门，但咪咪灵敏的鼻子仍然第一时间
嗅到了鱼腥味，那勾魂夺魄的味道使它瞬

间癫狂。咪咪玩命地用头撞门、凶勇挠
门，同时高声嘶叫，叫声无比凄厉，尖锐而
瘆人，仿佛有人在对它抽筋扒皮。绵延不
绝的吼叫配上“砰砰”的撞门声和“嘶嘶”
的挠门声，往往会引来一两个邻居探头探
脑地询问：“你们家在打猫吗？不怕打死
了吗？”待看到父母手中正在收拾的几条
半大不小的鱼后，才在不绝于耳的猫叫声
中了然地离去。

终于，父母收拾完毕，把鱼内脏堆在
咪咪的食盆里。打开卧室门的瞬间，只见
一道灰黑色的身影闪电般冲向放着猫食
盆的角落。回过神来，才发现咪咪已在不
顾腥膻地大吃大嚼。半晌，所有鱼杂都葬
身猫腹，咪咪才满足地一弓腰跳上沙发，
认认真真地洗起脸来，而刚才凄绝惨绝的
一幕，仿佛从未发生。

可惜，这样的日子屈指可数，咪咪猫
生的大部分时光都在寻鱼问肉中度过。
随着咪咪逐渐长大，它无师自通为一名技
艺高超的捕鼠能手，老鼠也成为它主要的
肉食来源。那时，距离我家约 2 公里外，
就是一片村庄。那里种着庄稼、储着粮
食，自然少不了老鼠出没。

咪咪每日晚出早归，跋涉 2 公里顽强
捕鼠。它柔软的皮毛总在冬日的凌晨挂

上冻霜，并不健壮的身体也经常沾着面粉
和稻草。然而，为了吃到鼠肉，咪咪不遗
余力，每天数次在我家和村庄间往返，并
时不时抓回一只肥大的老鼠。

但是，咪咪对肉的渴望并未因此而减
弱分毫。快过年的时候，咪咪在厨房里发
现了一大块冰冻生牛肉。它一下子扑了上
去，一边对比它还要大的牛肉又抓又咬，一
边发出兴奋而充满警示的“呜呜”声。

母亲第一时间发现了咪咪，她大叫着
冲过去，但咪咪不为所动。母亲于是抱起
盛牛肉的脸盆奋力摇晃，试图把它甩下
去。可咪咪用锋利的爪子死死勾住牛肉，
牢牢趴在上面。母亲又劈头盖脸向它打
去，咪咪却闭着眼睛耷拉着耳朵只管撕咬
牛肉。

这时，在外面玩了大半天的我跑回了
家，母亲急忙叫我帮忙。我上前抱住咪咪
用力向后拽，母亲则抱着脸盆奋力向前
拉。咪咪发出惊天动地的嚎叫，身体扭成
一股绳、用尽全身气力勾住冻牛肉上的冰
碴。一时间，猫嘶声、人喊声响成一片，两
人一猫僵持不下。突然，咪咪的爪子钩下
来一小块牛肉，它马上一个急翻身，咬着
到嘴的小肉块瞬间消失。

也许是当年的物质生活太过匮乏，

也许是咪咪从骨头缝里对肉食极度渴
求。它掏过麻雀窝、叼过菜青蛇，并趁着
夜深人静，吃掉了邻居送我的一只刚满
月的小兔子。月黑风高的夜里，咪咪还
时常窥视周边邻居家养的鸡。那轻巧的
身影、冒着凶光的眼睛，让鸡们又惊又
怕，也引得养鸡的人家对它憎恶无比。
父母为此非常担心，却阻止不了咪咪觅
食的天性。

终于，在一个冬日的凌晨，一位邻居
急匆匆来，催父亲快去看看，原来她发现
一只猫死在我家院门外，从毛色看正是咪
咪。父亲急忙跑出门，不多时面色阴沉地
回到家。我看到他无声地点着头，一下子
失声痛哭。母亲哀伤地看着我，不知如何
安慰，只能任我趴在床上哭泣。

几天后才听说，咪咪去一户人家偷
鸡，被那家养的狗咬断了腿。它一瘸一拐
地逃到我家门外，却无法像平日一样从墙
头跳入院内，结果被追来的人打死了。

后来，父亲用一件旧衣服裹了咪咪，
埋在附近的一片小树林里。而我始终不
敢去看死去的咪咪，没有见它最后一面。

再后来，长大的我见过许多猫，也养
过几只猫，还常常去喂流浪猫。看着那些
懒洋洋聚集在喂猫点附近的猫，我总是想
起咪咪那双闪亮的黄眼睛，还有它如狼似
虎的嚎叫。也许，只有那个人都难以温饱
的年代，才会出现像咪咪一样凶悍觅食的
猫吧。

在我的心目中，所有的电脑词汇里，
“升级”是一个最恐怖的字眼。我听到“升
级”两个字就头皮发麻，但这样的呐喊多么
微弱，我可不可以不被“升级”？我自愿“留
级”。

每天，电脑上都有诱惑，只要在键盘上
按“下一步”，某种“升级精灵”帮人下载新
的版本，自动安装，让人自动“升级”。你不
觉得这是阴谋？好像每隔一阵子就有人以
小人之心臆测，电脑病毒到底是谁散布
的。而我猜想，这些诱惑使用者免费“升
级”的程序，也是生产电脑的人放在网络上
的。只要无意中安装了“升级”的软件，为
了与这新软件相容，必须加大内存、更换主
机板，软件硬件周边设备包括防毒软件，通
通鸡犬升天地全面“升级”。不久必须抱回
一台全新的电脑，旧电脑“升级”余地毕竟
有限，它跑不动了。

Word 需要“升级”，Office 也需要“升
级”，从 Windows98 到 WindowsXP(我的
同事阿凡教我，不念“XP”，要念“叉Ｐ”)，
WindowsXP 之 后 还 有 XP SP2，还 有
Windows Vista，再 来 Windows7，Win-
dows10。其实对我而言，看不出任何必
要。明明够用，我无须用到太多功能，不过
是文字处理、上网找资料，不过是把照片贴
进相簿、不过是与联络人写电子邮件，如是
而已。

我可不可以停在原地﹙哪里是原地？﹚，
就好像长大之后还想死命抱住我的玩具
熊，虽然它又脏又破，眼睛的黑扣子掉了一
颗，我就是喜欢那只瞎瞎的玩具熊。同样
的，我就是觉得旧电脑好看，旧操作系统好
用，里面还有我特爱的输入法，据说已经绝
版，它没有继续“升级”，但我偏觉得舒服，
我对它有信任。它是我安全感的来源。

拒绝“升级”？这个留在原地的坚持异
常困难，就好像女人硬要留在原来的少女
群组，尽管她竭尽所能，想要拒绝一步步成
为广东话里的“师奶”，这几乎是不可能的
任务。

不可能不被升级，因为“相容性”是个
大问题。意思是，电脑需要升级，要不然就
无以与继续升级的电脑环境相容（告诉我，
什么是“相容”？什么是不“相容”？这些环
境为什么不学着彼此和睦相处？），我的
ThinkPad 需要“升级”，不，甚至需要更
换，也因为已经买不到“支援”它的配置。﹙
告诉我，什么是“支援”？这是另一个问
题。为什么厂商可以自行决定拒绝“支援”
卖出去的电脑？﹚这么多想不出来的问题，
导致事实上，我的人脑才亟需要一并“升
级”，一旦被“升级”之后，说不定，这个复杂
的世界就豁然开朗。否则，我不明白为什
么电脑需要“升级”，这完全没有道理。我
输入的还是一样的字，文章里还是一样的
名词与动词、逗点与句号，这不可能“升
级”。但拒绝“升级”会怎么样？我的同事
警告我说，将打不开送给你的档案文件，进
不去你想要进去的网站。有一天，所有这
世界正在发生的事都从此与你无关。

这件事不进则退：拒绝升级，就被这个
继续前进的世界推到另一边。

岁月的清唱
□ 沐 墨

那只饥馋的猫
□ 秦文竹

拒绝“升级”
□ 俞益萍

邂逅巧克力小镇

□ 陈 颐

大青山之秋 任军川摄

波澜不惊的岁月里，总有久唱不衰的老

歌和胸怀里的人间灯火

我养过几只猫，还常常去喂流浪猫。看着那些懒洋洋聚集在

喂猫点附近的猫，我却总想起儿时那只凶悍贪食的猫

巧克力的味道苦涩中夹带

着浓浓的香甜，那么“世界上最

甜蜜的地方”——巧克力小镇又

是什么味道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