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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的美意
□ 何爱萍

投稿邮箱：zhuhaiwanyun@163.com

重庆冰粉重庆冰粉：：火与冰的甜软糯火与冰的甜软糯
□ 强 雯

把玩之间，初识琥珀，我不是一个
纯粹的画家。俗话说：“常在河边走，
哪有不湿鞋。”只因介入的行业较多，
情感难免会沾泥带水，渐渐地把自个
儿玩醒了。

心之所向，素履以往地玩“跨界”，
是巧立名目的见缝插针，匡救一篑的
谋生技能。这种感受很奇妙，口腹之
欲带来的满足感，皆是江湖，也是情
怀。玩腻了皮滑肉嫩馅儿足，也令人
生厌。

我，微醺状态下的袍哥秉性，一脉
单传讲道义，恰似一头迷途知返的小
毛驴。一瞬三年五载，只为浅草苦尽
甘来，自得其乐的蓄谋已久，则是天外
飞天的贺礼。

承画意之余味，我咿咿呀呀地不
为五斗米折腰，刻意为之的浅薄大众，
昧着良心的阿谀奉承又离我太远了。
于我如浮云，画到昏时是醒时，是讪皮
讪脸的生活方式，颠覆、否定，终有结
论。幸而糊里糊涂地画了半辈子，乐

享艺术创作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闲
适生活，相对于个人主义的偏执，让三
脚猫功夫符合西方现代绘画理念。了
悟人生忆往事，视为形而上学、抽象的
人文语汇，与黑格尔知性思维有关，只
是当时已惘然。

嗟乎！前世信命而不认命，一亩
三分地不是东施效颦来的，是自知之
明仗量情怀所赐予。看来，得失随缘
不是刻意的一无所有，应是一切都能
拿得起、放得下的浑浑噩噩。纵使有
阅读自身的能力，也要低调做事、抬头
看路。

我坚持了，安天命而已。学之不
精，为偷来的观念养家糊口忙得不亦
乐乎；由于多心，随手拈来的褒、贬之
词都是拿来主义。鉴于个人经验被连
根拔去，带着心中烦欲与执念，走到哪
里都是灵魂的囚徒。是啊！予以语词
和图像似钟表一样摇来摆去，亦不知
所云。

缘来就留，缘去便舍。尽眼力之

所及，回放艺术人生是一件很无聊的
事。虽然拿了许多专业奖项，但放在
抽屉里如同废纸一般，是偷换概念迷
惑选项，还是糊口无他法？

今儿晒三十年前的一笔“旧账
单”，伴随平生所欠之债来透视、来思
考、来解剖性情的矛盾，思想的混乱。
哦！阳气起伏恣肆，不知不觉错过了
生活的乐趣。见异思迁本是令人羞愧
的秘密，却早已声名远播……若是匿
笑心里的欲念，为日常生活增添一点
小情趣，祈求宽恕一个生命暗淡的小
人物，难道还不够资格吗？

这段日子心神俱足，总是想静
下来，一门心思地安慰这颗从不为
艺术献身的心灵。纵然洁身自爱，
从鸡零狗碎到精致品味，也没有深
思熟虑地去想过什么……看来，随
遇而安地涂抹五颜六色，造就了“艺
术家”同质化的平淡和无趣。而我，
过度自信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无
须繁杂冗余，无畏地昂首挺胸，温和

地笑着。
几十年来，稍纵即逝的美好，不取

于多大成就，而在于生活中有一种无
形的力量，所求如愿。其实，画画是情
感的释放，有无数愉悦的瞬间跃然眼
前……面对形式和语言的探索，画者
须有先贵立品，其观者也要切记“英雄
不问出处”，存在即合理。

来日方长，把多余的东西丢掉；未
来可期，任由思绪追加记忆。抬头遥
望无垠的天空，功成名就在混，一事无
成也在混。假如有高处和低处、成功
和失败、荣誉和耻辱，总有一些最熟悉
的陌生人，直抒胸臆调诨逗趣，在“勉
励”中让我百口莫辩。如若信了，靠闲
言碎语支撑的信念，只会自轻自贱矮
小了自己。

正如，网红作家当前明月所说：
“成功只有一种，就是按自己喜欢的方
式过一生。”我是一个“票友”级的跨界
发烧友，愿永不畏惧，从头再来，心足
矣！

余庆 自由撰稿人、策展
人、画家。中国美术家协会
会员，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
会员，成都市美术家协会理
论委员会副主任，四川省文
旅灯光专委会执行秘书长，
四川省照明协会设计专委会
副会长，成都东软学院客座
教授、数字艺术与设计学院
专业建设委员会专家，现供
职于四川广播电视台。

其作品先后入选“第十
届全国美术作品雕塑展”“第
十届全国美术作品版画展”

“中国百年壁画展”“第三届
中国油画展”“首届中国西部
大地情中国画大展”“第十一
届全国版画展”“中国版画版
种大展”“全国第五届三版
展”“现代中国版画展”（美
国）“中国西湖美术节”等国
家级画展。多次荣获四川省
美术作品展优秀奖，并被神
州版画博物馆、四川美术馆、
中国美术学院版画系、日本
广岛株式会社（RCC）等艺
术机构收藏。

溽暑时节，重庆的大街小巷、上坡
下梯、山间拐道、江边码头，都摆上了
冰粉。重庆的冰粉是靠吆喝的，夏天
的冰镇小食太多，冷不丁就会错过。
冰激凌、雪糕、冷饮，隐身在各种花花
绿绿的夏季甜美中，一声“冰粉，红糖
冰粉”，总是让人循声而去。

38度的高温，是夏季山城的主打
歌，凉爽、甜腻、回甘、清热的冰粉，是
它荡气回肠的副歌，爱上了这个潮湿
火热的夏天，一碗冰粉足矣。

冰粉是川渝一带有名的传统小
吃，在夏季尤为受宠。上世纪七八十
年代以前，人们主要是靠搓冰粉籽在
制作冰粉。冰粉籽其实是假酸浆的种
子，含油 18.6%，其中饱和脂肪酸
11.1%、亚油酸20.8%。有清热祛火、
利尿、祛风、消炎等功效，治发烧、风湿
性关节炎、疮痈肿痛等症。

北碚、合川、万州等地的人们喜欢
搓上一盆冰粉，赠与左邻右舍，好吃之
余，又让这门技艺得以推广。女人们
将假酸浆种子用水浸泡足够时间后，
滤去种子，加适量的凝固剂，凝固一段
时间后便制成了晶莹剔透、口感凉滑
的石凉粉，是一种消炎利尿、消暑解渴
的夏季保健食品。

如今，冰粉变得越来越华丽。
解放碑步行街、杨家坪步行街、观

音桥步行街的冰粉，以色相取胜，山
楂、醪糟汤圆、芝麻、碎花生米等十余
种辅料，花花绿绿，看得人喉咙里伸出
了爪子。看看橱柜里的香料推荐，玫
瑰味的，桂花味的，百合香味的，传统
红糖味的……简直觉得每种口味都要
吃过才好。这些冰粉品相妖娆，都不
会低于十元一份。于是有小姑娘、小
伙子嘀咕，这些味道，夏天都要来尝一
遍才好。

会做生意的老板，见机行事，说，
“还可以混搭口味，比如桂花玫瑰味，
红糖百合味……”光是听老板报名目，
口水就在喉咙里打转了。

除了城市街区，重庆山里的冰粉
那又是另一种风味。

歌乐山、南山、黄葛古道、照母山、
铁山坪、缙云山，抬脚便是山的城市
里，苍翠浮眼，绿嶂环身。重庆人下班
后或周末约上一二好友，去山里走走，
神清气爽，只是口舌渐乏，正想打听哪
有消暑饮食时，一个不起眼的挑夫蹿
了上来，一张殷情备至的脸，“冰粉，冰
粉凉快，红糖养身。”挑夫一边说着，一
边揭开捂得严严实实的背篓，果真是

冰粉呢。于是率性要上一碗，“不贵，
才5元。”

篓里的冰粉突出本味，红糖芝麻
撒上，大块晶莹润滑的冰粉在塑料碗
里游荡，吃得路人直呼“安逸！”若有挑
剔的食客说配料简单，挑夫也不生气，
说，“我这可是手搓冰粉籽，传统红糖
冰粉，吃的就是冰粉本味，可不是那些
配料。那些杂七杂八加一堆的，鸠占
鹊巢。城里那些还不知道什么粉粉兑
的呢。”

路人笑了。
走到半山腰或山顶上，又有几家

搭着偏棚，卖冰粉凉虾冰棍的，看见路
人极力吆喝，“手搓冰粉，手搓冰粉。”
这是他们的“主打产品”。

寻声而坐，问他怎么个手搓法，老
板们便七嘴八舌，你也听不清哪家是
哪家说的，耳朵里只钻进了冰粉籽几
个字，反反复复。

不过你要多点几碗，跟老板多扯
几句家常，就慢慢知道详委。

从树上摘下冰粉籽，放二两在纱
布中，扎结实了，然后把纱布放在约装
有十斤水的大盆里，像搓衣服一样反
复搓揉冰粉籽，慢慢地水变浑了，起了
泡子，这便是冰粉籽中的浆被搓出来

了。搓个大约十分钟，再把盆里的水
搅拌下，待泡子慢慢消失，用兑好的石
灰水倒入其中，整个过程就跟点豆腐
一样，石灰水的化学成分是碳酸钙，虽
然不能直接食用，但是可以改变冰粉
籽的化学成分，使其变成碱性，凝固成
固体。再静静地等待两个小时，冰粉
就制作成功了。

这冰清玉洁，喜煞食客。舀上一
碗，配上红糖汁、碎山楂、芝麻，甜腻可
口的冰粉就完成了。

如果自己做，二两冰粉籽可以做
十斤冰粉，如果家庭成员多，倒是可
行，如果不多，那简直是要浪费了，因
为做好的冰粉如果不在一天之内吃完
的话，就会变形，废掉。

不过，现在超市也推出了各种速
食冰粉，买一袋回去，冲水搅拌，待煮，
简便操作，不浪费还可口。如此便捷，
职场妇女瞬间也变成快枪手妈妈。

江水浩荡，酷热难消，傍晚，爱在
江边戏水、纳凉的重庆人，也会要上一
两碗冰粉。

“冰粉，红糖冰粉——”那入耳的
吆喝，简直要把入口即化的甜软糯，吹
进人的心窝，是江风宜人，也是冰粉沁
心，这是整个夏天最美好的体验。

石头城堡（油画）

余庆 作品

诊断

是病毒还是细菌
一滴血在显微镜下分类标识
是低温还是高热
一支体温表在舌下升降试探
是魔是仙
人类无处去验证
当一个未曾见过的你进入另一个社会
细胞
是裂变还是交织
没有结论
只是
从此以后，悲欣由你做主

伤口

允许你跌倒
允许你用伤痕标记成长
但请不要用一生的时间
来告诉我修复的意义
教科书上说
头颈部伤口愈合时间是5天
四肢伤口愈合是12天
然而
没有人告诉我心痛的修复期
可以去问始祖
可以去问典籍
也允许你用天真麻醉现实
只是别让苏醒的风
选择了忘怀

穿越生命的路

谁也想不到
这是面包到细胞的距离
整整九米
从十二指肠到小肠、大肠、直肠、阑尾
微小的绒毛铺成食糜的道场

草原的葳蕤

取决于有益菌落的生长
取决于有律蠕动的接力
和冲下山谷后，奔跑的力量
还有归来的深眠

每天苏醒的自愈力
是昨晚免疫对战里的英雄
在回溯的旅途
经过的刺激与疯狂
都陆续消失在生命的轮回

喝水、运动、欢笑、静止
在神秘的新陈代谢中
不去理会落月的流年
不去沉醉花红的丰腴
细致又郑重地
走走这一程人世的路

免疫

造物主说
除了大脑，你就是守护神
淋巴结串着胸腺
数百个组织和器官
织成一张密集又广阔的网
充斥着胶着和杀戮
或许还附带着自我伤害

被异己试探
被非我侵袭
也曾在死亡中呐喊
也曾在洪流中重生

在这场炎症的风暴中
病毒是篝火向夜空发出的召集令
创伤在细胞记忆里标记过去的故事
亲手划开人类的天空
用新筑的防线表达
摧毁是复苏的唯一方式

东澳岛（摄影） 陆绍龙 作品

夜幕下的香炉湾

家住海岸
夜色渐浓，月华如水
我坐在花束锦簇的阳台
看日月贝变换不同的画面
望海燕桥和新月桥如何亲密地
将情侣路与野狸岛联通

此时，华灯初上
桥上的灯岛上的灯海韵城的灯
像一双神奇的手
连接成一帧宁静的香炉湾月夜图
顺着情侣路向南
不远处的珠海渔女擎珠而立
守望过多少个春夏秋冬
拥抱着多少个晨曦夕照
再远处就是港珠澳大桥
像一串闪耀珍珠镶嵌在海面
珠海 一手牵着香港，一手揽着澳门

今夜海风吹拂的月夜
我坐在阳台看海面风景
眼里的风景就是我和你
彼此相望，满怀深情

情侣路

这里黄沙碧浪，离岛满布
这里海岸蜿蜒，白鹭嬉戏
这里鲜花朵朵，果实香甜
处处撒满爱的种子
一条闻名遐迩的爱之路
北起唐家湾
途经香炉湾
南至横琴岛

绵延55千米
其间，浪涛声声多像情侣的爱情絮语
陆地城池与海中离岛晨夕里相依相偎
这条路成为了这座城市的浪漫代言
这条路见证了这座城市的沧海桑田

城市客厅

新建城市客厅坐落在情侣中路
正前方可与深圳香港遥遥对望
右前方擎珠而立的渔女迎送游人
左前方日月贝大剧院莺歌燕舞
静坐在城市客厅
一杯温热的咖啡
一席体己的话语
一生风云跌宕，如浮云远去
半爪鸿泥雪痕，尽在杯盏中

爱情邮局

无论是天南地北
无论是男女老少
在漫漫人生旅程
多少爱与恨
多少是与非
多像这滩涂上浪淘沙
留下的都是赤诚沙粒
写下片言只语
鸿雁传递书信
不说梁祝化蝶
不说牛郎织女
不说沈园情梦
不说许仙和白娘子
不说李隆基和杨玉环
不说司马相如和卓文君
传颂千古的爱情佳话
只见证人间真情永在

珠海：一座充满浪漫气息的城市
□ 钟建平

（组诗）自顾自说自顾自说““画画””惆怅惆怅
□ 余 庆

（组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