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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里

人面不知何处去

快餐店里青春活泼、
笑颜如花的收银员，
终于成了过去时。
回想起来，
事情总有些征兆——某个很
热的正午，
顺便到麦当劳的甜品外卖窗口去
买个冰激凌，
突然发现女服务员年纪有点偏
大（至少五十了吧），
才意识到，
青春活泼的小
女生早就不在这些地方打工了。没有了青春
的笑容，
冰激凌似乎一下子有点不够甜。
算下来，
网络时代从20世纪90年代的概
念到如今无孔不入的 APP，
过去了 20 年。对
于
“新人类”
来说，
生活已缩小为手机屏幕的
尺寸；
但
“旧人类”
时期的市中心还是继续存
在，
继续提供线下生活的乐趣。和人群一起
走过广场算不上古色古香的牌坊，
穿过有大
幅美女广告的香水店逸出的一阵清香，
瞥一
眼橱窗中被灯光衬托出来的瑞士名表，
这一
切综合起来，似乎才是在城市中生活的感
觉。新城区过分洁净的空气、
寥落的蓝天白
云、
稀疏的车辆、
翘首盼望顾客登门的商场，
总让人觉得怪怪的。
又一次出门买点东西。走进麦当劳，
打
算点一份巨无霸。说来也怪，
牛肉就是比鸡
肉在心理上
“安全”
那么一丁点。
排在我前面的是一个老人，
把拐杖夹在
腋下，
在点餐。与其说是点餐，
不如说是研究
某种美食的配方什么的。老人总是这样，
他们
不太熟悉快餐店里的菜单，
偶尔来几次，
就要
从头学习——耗时甚多，
让后面的人几乎失去
耐心。确切地说，
这是一位75岁以上的老人，
貌似已过广场舞的年龄；
在洋快餐排队等候的
队列里，
这个年龄的顾客并不常见。

世相
□ 魏云

老人郑重其事地点单，
花了差
不多 5 分钟；对于等在后面的人来
说，感觉过了一刻钟。终于轮到我。
当然，报出菜单、
扫码付钱，几秒钟，干
净利落地完成全部环节。实际上，
几乎不需
要说一句话，
手指头轻轻一点，
指纹密码付账
——对面点单的人，
完全可以不存在。需要
的是食物，
不需要交流；
对面是不是一张青春
的面孔，
已不重要。
对面的 KFC 彻底取消了收银员。很简
单、
很自然，
面对无人点单的柜台，
老年顾客
将越来越少。但在麦当劳，
还有点单的人，
能
维持多久呢？星巴克，
或其他咖啡馆，
又将如
何？笑颜如花的服务，
势必越来越贵。
老人端走了餐盘，走到一个角落。那
里，
有一个也带着拐杖的老太太等着他。洋
快餐也好，星巴克也罢，算不上时髦的地
方。小伙子和小姑娘总能找到适合自己的
地方，
暂时不受干扰，
去做一个有关
“诗与远
方”
的、
有点做作的梦。
我在另一边享受我的食物。窗外，
阳光
正好，
广场上许多人来来往往。其中不太可
能碰到熟识的人。越是陌生，就越有活力。
据报道，
某银行已经全面取消柜员和大堂经
理。顾客走进去，
将面对一张闪烁着数字符
号的、
人工智能的
“脸”
——也就是机器人的
电子屏幕。慢慢地，
每一个人都将调整好自
己的表情，
去迎接一个没有面孔的智能世界。
推门出去，
看见一个漂亮的女士走过，
如
一阵清风。前前后后、
表情丰富、
数不尽的脸
孔，
又让我感到安心。

街头芳华

理想与现实的距离

家庭聚会，
8 岁的侄女突然郑重宣布，
她
的理想是当一名糕点师。看着侄女稚气认真
的脸庞，
我不禁有些莞尔。真是对未来有着太
多憧憬和希望的年纪，
只要喜欢了就想去做。
我也曾拥有过许多五彩斑斓的理想。
或是画出一幅只见过一次却总无法忘怀的
风景，
又或因为一次赞扬而想通过奋斗实现
的一个目标。彼时，
太多理想曾令我微笑驻
足，找寻到生活的乐趣，体验到勇敢追逐理
想时所能收获的生命的充实。遗憾的是，
如
今年近不惑，蓦然回首，那些有着缤纷色彩
的理想，
却多数消失在岁月深处。
回想起来，从小学到中学再到大学，然
后直到成家立业，
我的每个脚印似乎都在朝
着理想迈进，
但又好像从未真正抵达过自己
最终的理想。理想与现实间的距离究竟有
多远，思索多年，我竟始终找不到答案。
“只
缘身在此山中”
还是
“云深不知处”
？诚如老
话所说，
理想与现实的距离的确是人生漫长
旅途中一个永恒的谜题。
作家迟子建曾在散文《我说我》的结尾，
用新居楼下一块空地的变迁阐述过理想与
现实的距离，
并给出自己的答案：
“我想要多
远就有多远。”迟子建是我最喜欢的女作家

□ 和智楣

之一，
她的文字里有种脱离尘世的温暖的春
天气息，笔下活跃着的一个个人物，虽命运
坎坷，
却坚韧地将苦难转换成对生命的宽厚
和从容。这又何尝不是她对生活对理想的
另一种温柔诠释？生活中，
尽管理想与现实
的距离要多远有多远，
人在理想与现实间活
着，要多累有多累，但心底是否永远保持对
未来的期望，是否对生活有更高的追求，永
远决定着生命的质量。
35岁那年，
我拥有了一个小小的理想，
提
笔写作，
记录下自己生活的点滴。可现实是
人到中年，
天天面对工作和生活的沧海桑田，
我又是个对文字完全陌生的门外汉，
虽断断
续续地写了近3年，
却始终感觉离文字很远。
然而在这段并不算漫长的时光里，
写作
不但带给了我一种全新的生命体验，
还指引
我踏上了一趟通往远方的未知旅程。忙完
一天工作家务后的静心夜读，
周末独自躲在
书房写作的宁静午后。那些夹杂在苍白现
实中对理想的追逐，让我的心一点点沉下
来、慢下来、静下来，变得日渐深邃，更加辽
阔。让我寻找到一个全新的自己，
甚至连身
边流淌而过的时光，
也因为这个小小的理想
而日益温暖。

家长群绝地求生教师视角
□ 祁驿

家长群这个新物种，
本来应
该是小孩子最害怕被打小报告的
地方，
现在却成了家长的噩梦。
在传说中，每个家长群里都有一
个发错图片的爸爸，一个在群里卖东
西的妈妈，一个被老师踢出群的意见
家长，一群对老师 24 小时违心赞美的
戏精家长，还有一个愤世嫉俗不爱表
演的批判家家长……
看过一个脱口秀节目，里面聊到
一个微信群的场景：一个班级的学生
家长与老师群，一个是老师发通知用
的，一个学生家长群，一个是部分要好
的家长。其实何止啊，一般还有排练
节目群、拼车群、团购课程群、学校内
幕分享群、
落后生自暴自弃抱团群、
上
进生鸡血激励勾心斗角群……
不管真假，家长群已经越来越成
为家长们的负担，既要在群里生存下
去，又要不被人当戏精，做人难，做家
长难，做有家长群的家长真是难上加
难啊。
其实有没有想过，老师也很为难
啊，本来就为了通知事情方便，结果要
每天面对各种危机和挑战——如果你
先站在老师的立场上，从老师的视角
看问题，就会得到家长群生存指南的
入门秘籍啦。
第一，
不管有什么意见，
千万不要在
群里情绪激动地讨论问题，
尤其是幼儿
园的家长，
孩子之间打打闹闹没轻没重，
你要在群里质问老师和对方家长，
会让
自己在群里的形象变得很差，
有的还会
直接被踢出去，
那就不好啦。
不要在群里用孩子的小名或昵
称，我见过有个家长群，进群所有家长
都 把 名 字 改 成“ 孩 子 姓 名 + 联 系 电
话 ”，结 果 有 个 妈 妈 就 写“ 幸 运 星 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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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我就纳闷了，那么多孩子，我看
人人都是幸运星，我儿子还是阿拉伯
公主呢。老师不可能记住所有孩子的
小名，还有那种好几个孩子一个小名
的情况，更让老师崩溃，所以最好用正
式名字比较清晰。
也不要没事找事，强行跟老师套
近乎，老师让你给孩子带条裤子过去，
你就带上，不要借机问老师：老师，我
带两条腿的裤子可不可以呢？
对了，
尤其记得不要在家长群发红
包，老师也是普通人好不好，也有好奇
心的，
也想知道你到底发了多少钱的红
包，但又必须遵守规定，不能拿群众一
针一线，
那种好奇心不能马上满足的感
觉，
是多么难受啊，
我们作为家长，
能不
能少给老师添点麻烦？
举一反三，
最好也不要在家长群里
发文章链接，
心灵鸡汤请发给你的前男
友/女友，促销优惠请发给老婆/老公，
健康养生请发给广场舞大妈，
还有些请
发给狐朋狗友，
不要干扰老师的工作。
对了，尤其不要在家长群里发语
音，孩子讲故事之类的也不要发，一般
群里至少 30 个家长，
每个家长说一句，
老师就得听 30 多遍，
简直是一场灾难，
老师每天管吃管穿管早恋和学习，已
经够辛苦了。
最关键的是，不要组建没有老师
在的家长群，这样毫无意义，还会让人
怀疑你在有意干扰老师的工作，本来
就是为了接通知方便，就不要生出其
余的功能了好吧，在家长群这方面一
定要坚持奥卡姆剃刀理论，如无必要，
勿增实体。
想到这里，真的有点怀念校信通
时代了，群发短信不用回的干净简洁，
多好。

婚 礼

老实说，我和许多人一样，接到婚
礼请柬后都会有些不知所措，尤其是
接到不很熟悉的人的邀请，我往往会
在去与不去间犹豫。不去吧，不礼貌，
也不合情理。去吧，实在耐不得那千
篇一律的繁俗礼仪，也难掩面对一桌
陌生人的尴尬。所以，我在参加相当
一部分婚礼时都没有更多的喜悦和欢
快，有的只是匆匆和礼节性的微笑。
前几天，我抱病穿过整个市区去参加
了一位许久没有联系的朋友为女儿举
办的婚礼。本想向新人和朋友送上真
诚的祝福和贺金后，就以头疼为由回
家。但经不住朋友的再三挽留，只得
勉强入席，
淡淡地等待时间的流去。
在引入新人、
介绍双方父母、
向来
宾致谢、
感谢父母养育之恩的一套程序
后，
主持人突然宣布，
要请看着新娘长大
的一位伯伯为新人证婚。这新颖的设计
引起了我的兴趣。几乎没有掌声，
一位
长者走上前来，
慢慢开始了他的祝福：
“立春了，
我们将迎来又一个融融的
春天。当2018年的第一缕春风就要拂来
的时候，
我们赶来参加一对新人的婚礼，
不但高兴，
而且感到温暖。我更为能够
见证，
自己看着长大的小姑娘，
披着婚纱，
挽着爱人，
踏着红地毯，
迈入婚姻的圣殿，
深感荣幸。
古往今来，无论在中国还是在西
方，结婚都是一件十分神圣的事情。
在加拿大的温哥华，人们会在市政大
厅为前来登记结婚的新人，举行一个
简单但很郑重的仪式。新人在仪式

□ 徐甘蒂

上，要举起右手宣誓，承诺对婚姻、对
对方、对未来的责任。见到这样的场
景，我不仅觉得新奇，更受到了感动和
震憾。因为我由此看到和更懂得了婚
姻的神圣。
在泛现代化和后自由主义泛滥成
为社会时尚的当今时下，我们似乎更
应当看重爱的本源、爱的责任和爱在
自己与对方心中的位置。为此，请允
许我郑重地向新人、新人的亲人和在
坐的来宾，
宣读我的祝福和见证。
”
接着他郑重地宣读了事先准备好
的《证婚词》：
“爱是极其神圣的，当你对她（他）
说出这个亲切而热烈的词汇时，你们
彼此心中应当充满着庄重和责任。
爱是人世间最动人心魄的，
世间没有
比被人深深地爱着，
更让人感到幸福的了。
正是因为有了爱，就有了今天的
盛典。我为能见证这场婚姻，而高兴，
因为我感受到了他们彼此的爱。
愿这种爱，陪伴他们直到永远，愿
爱与他们一生相随。愿我所见证的一
切，
成为他们最美好的回忆。
一位看着她长大的伯伯的祝福。
”
我感动了，为了在婚礼上听到如
此郑重地诠释爱，如此明晰地解读婚
姻，长者的解读，让我们又看到了婚姻
应有的神圣和婚姻赋予双方的责任。
我在想，如果今后的婚礼，在繁复喧闹
和“请各位吃好喝好”中也能听到这样
的祝福，我会每请必到，而且怀着好心
情去静静地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