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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圈生活圈

尼斯的海滩，给人一种低调的高
级感。它的海滩没有一粒沙，全部由
黑色的鹅卵石铺成。夜幕降临，那些
被海水冲刷了无数次的鹅卵石在月光
下闪闪发光。其实大大小小的海滨城
市我也去过不少，近到国内的三亚、青
岛、大连，远一点的济州岛、巴塞罗那、
汉堡⋯⋯但未曾有一个城市如同尼斯
给我这般深邃的感觉。站在英国人大
道上往下望去，碧蓝的海水拍打着石
墙，微微波浪中，身材姣好的少女仰面
朝天漂浮着，宛若一幅奢侈品广告的
巨大海报，却殊不知“你在海浪里看风
景，而我在风景上看你”。

望着眼前的一切，我按捺不住要
冲向海里的心情，与尼斯的网红地标

“# I LOVE NICE”（#我爱尼斯）合
完影后，我迅速来到了鹅卵石滩，想快
快与尼斯的海融为一体。与刚才看见
的少女一样，我仰面朝天，任由海浪把
我推向远方，又推回来，只是当晚霞完
全散去，我的眼前呈现出的那一群明
亮的星星伴着海浪声把我包围，藏青
色的天空中时不时有直升机低空飞
过，那种现代与自然结合出的和谐
感，让我久久不能忘怀。由于天色已
晚，我不得不从海浪里爬起来，踢踏
着湿哒哒的拖鞋走回酒店去。一路
上，你总能发现有人衣冠楚楚地坐在
石滩上，他们像是刚路过停下来歇脚
的人，也像是特地为此赶来坐着的

人，他们有的穿着西装，双手抱着腿，带
着耳机，或是点上一根烟，或是借着路
灯看书，或是就静静地看着一望无际的
海，什么也不做。我想，也许正是有这
样的人的存在，才更加凸显了尼斯深邃
的高级感吧。

尼斯的半夜12点，街上依旧熙熙攘
攘，人声鼎沸。集市里挤满了淘货的美
国大妈大爷，走回酒店的路上我不停问
自己：我真的应该回去睡觉了吗？要不
是困意肆虐，我真的应该一头扎进他们
的热闹里。

翌日，依旧是艳阳高照的 40 度天
气。酒店的冷气与冰饮仿佛拉着我说：
别出去了，在我这里躺着吧！但我转念
一想，不行，我一定要在有限的时间里
尽可能去探索南法的美。于是我说服
小伙伴，买上了火车票，赶往仅 20 分钟

车程的邻城戛纳。电影学出身的我，一
直认为戛纳是很神圣的存在：陈凯歌在
这里捧起第一座金棕榈，我们的常州导
演邱阳则凭借小城二月捧起第二座金
棕榈，这里的星光大道还留着我最喜欢
的导演王家卫的手印。

到达戛纳，我顺着导航直奔电影
宫。隔着马路，已经可以看到好多游客
在红毯上拍照了。我跑到电影宫旁边的
星 光 大 道 ，很 快 找 到 了 王 家 卫 的 手
印，1 米 9 的他，果然手掌很大。王家卫
当年随性签下的 WKW 三个字母，像极
了他同样随性的电影。好多外国人争抢
着要和王家卫的手印合影，我得在后面
排队，不过中国电影能被这样认可，我感
到十分自豪。电影宫临海而建，绕到它
后面，便是另外一番景象：一群群白皮肤
的人躺在金灿灿的沙滩上晒太阳浴，好

不惬意。走在戛纳的沙滩上，夜幕降临，
微风渐起，朝老港望去，仿佛能看见当年
的巩俐一袭白衣英姿飒爽地站在石头上
拍照。

各式小酒吧充斥着戛纳的大街小
巷，我们随意走进了一家酒吧，在一个
巨大的窗边坐下，点了两杯鸡尾酒，看
着街上来来往往的行人，听着酒吧里的
现场音乐，那时候真希望时间静止。就
在我静静享受的时候，戏剧性的一幕出
现了：窗外两个法国男子突然开始大声
吵架然后打了起来。看着他们你一拳
我一拳，你把我推进草丛，我把你压倒
在桌上，我竟毫无畏惧感。隔着那扇大
窗子，我觉得自己宛若旧时欣赏话剧的
贵族，酒吧里的音乐依旧在响，仿佛这
场打斗的配乐，而我坐在包厢里，静静
观看着这场好戏。这真如一场戏，两个
人被当地人劝阻后，仿佛什么都没有发
生，酒照喝，舞照跳。夜深了，在不得不
踏上回尼斯的路上时，我拍下一张戛纳
电影宫的照片，配上了一句文字：再见
坎城。

短暂的南法之旅，在闷热又潮湿中
匆匆画上了句号。在去往尼斯机场的大
巴上，天边那大块大块橘色中透着一丝
粉色的晚霞，和海上任海浪推着的小船，
仿佛是莫奈1873年的《日落》景象，也又
好像他脍炙人口的那幅《日出印象》。当
时的我呆坐在车里，两眼发直地望着这
不可收拾的美，当半年后的我坐在书桌
前，回忆着盛夏那一场南法的浪漫时，依
旧两眼发直，如痴如醉。

范鹤榕 文/图

南法的浪漫 （下）

从房间的飘窗向外张望，我
能看到的是还未改造完成的公
园，房屋的屋顶已被掀去一大
半，这一切都停留在一个月前的
时光里。

房间的飘窗有着紫粉色的窗
帘，隔着窗帘和窗户中间有着紫
色纱帘，前些天下雨有些阳光穿
透积雨云，从紫色纱帘透出紫色
的光照耀在飘窗的毯子上，慵懒
的午后，只有无尽的阳光能治愈
无尽的时光。

在疫情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
以后，能见到稀稀落落的人走在
路上，突然又想起很多年前走过
的那条街，路过的那一排排灰色
雨街，因为无数阳光跳跃在瓦片
上显得晶莹剔透，若是哪一抹阳
光恰巧幸运地留在瓦片的水珠
里，那么那一抹光亮会持续很长
一段时间，待到黑夜降临，再依依
不舍地悄然离去。现在的雨水大
多无情，雨直直地落在柏油路上，
随着路面渐渐变黑，它们也没迎
来能掉落在彩色雨伞上的机会，
曾经遇到了下雨天，人们也乐意
打着亮红色，鹅黄色，透明色的雨
伞在雨中散步，似乎这样的雨滴
还能有些温度，雀跃又高兴的感
情飞上了发梢，而如今偶尔有一
两辆车，隔着老远打了照面，又匆
匆走开了，擦肩而过的每个人都
模糊得看不清表情，有些充满躲
闪和无奈。

红梅公园的梅花谢了吧，那
红色一簇一簇像火似的照亮这一
段灰色时光，梅花在早些时候就

已经开了，但无人观赏，却也在该开
花的日子里开出了最美的花，在度
过很长一段时间后，人们三三两两
踏出家门，没能参与它的抽枝发芽，
直接欣赏到貌美的花苞绽放，在几
阵风几阵雨后，也只飘落下几片粉
色的花瓣来，花瓣和泥土的气息逐
渐融为一体，鸟儿时不时低空飞过
这片片梅花林发出悦耳的叫声，在
春天里，奏响了大合唱。

今夜，飘窗外又下起了大雨，在
维持了短暂的晴天之后，天空从下
午开始就阴阴沉沉，雾蒙蒙的，但却
还有阳光照射下来，天空没有一片
云彩，它照在大楼之间，有些被玻璃
窗吞没在房间里，有一束被我留在
飘窗的紫色纱帘上，沙质的布料闪
闪发亮发出特有的光，这一切都像
是慢镜头一样，连到空气中但凡被
光穿透的灰尘，都慢慢地漂浮慢慢
地沉淀。

我们已经在家里自愿隔离了很
长一段时间，在疫情解除之后，我们
一定要去见想见的人，去想去的地
方，吃没吃到的东西，去一切能企及
的地方，然后把这些都留在相册里，
未来的某一天还会回忆起这段特殊
的日子。

樱花都开了，你瞧，远处能够飘
来许久未能传达的思念，不要忘记，
还有许多人坚强地用自己的身体扛
在我们身前，所以再等等吧，再等
等，曙光就快到来。

徐凡 文/图

在春日时光里的飘窗

红龙（夏瑜卿的笔名——编者注）
的家里有一台古筝，那是红龙小时候
学习用的。琴弦断了几根，一看就知
道有些年头没动过了。她告诉蓝龙

（蔡龙的笔名——编者注）是小学的时
候学过三年，放弃之后就没有再深入
练习过。有一次在朋友的琴行，蓝龙
拿来几副弹琴的指甲，她缠上之后就
开始弹奏，记忆深处的旋律还是很深
刻的，虽然有些不熟但在练习了一会
之后便畅通无阻，看来这两首曲子小
的时候肯定没少花功夫。原来红龙真
的会弹古筝，把她弹奏的小视频发到
了朋友圈，大家也很惊讶，说红龙除了
画画之外还会这个。

红龙和蓝龙有着一些共同的学
生，有些学生在钢琴课结束后就开
始画画。蓝龙有时候在没课的时候
也会加入画几笔。半道出家，与学
生们伏案同画，完成后会被红龙指
出画得不好，不如小朋友。蓝龙只
能从理性的角度去画，又没有什么
基础，画出来的东西和小朋友们的
那种天真稚拙还真是没法比。虽然
画得不好，他没事的时候却总爱去
画一画并在画完请红龙看看，不过
至今却没有什么精进。

蓝龙有段时间沉迷于弹吉他，没
事的时候就会抱着吉他玩，虽然弹得
不怎么样，却也乐在其中，在家里也会
拿着尤克里里给儿子弹唱他最爱的动
画片汪汪队的主题歌。有时候他会力
邀红龙来唱歌，自己弹奏，却常常以失
败的合作而告终。在这种时候往往会
互相嫌弃，红龙说蓝龙弹得太差，蓝龙
说红龙唱得不好，各执一词也就不欢
而散了。当然也许是他们歌选得不
好。选歌确实是个难题，他们有很多
共同喜欢的歌手，如张悬、杨乃文。也
有一些绝对不会在彼此歌单里的歌
手，红龙喜欢听张震岳，蓝龙也会听但
绝不会加入歌单。蓝龙最喜欢陈绮

贞，但是在开车的时候放到陈绮贞会
被红龙切歌。

红龙有时候会要求蓝龙带她出去
玩，而玩的地方基本是以博物馆美术
馆为主，红龙希望能通过欣赏博物馆
里先贤的画作使得自己进步，她热衷
于在陈列的展品中看一些画里出现的
古代器物真实的样子。

红龙新设计了她的画稿，画完线
稿后征询蓝龙的意见，画的是她坐在
草木云水之间弹奏古琴，画中只有红
龙一人。初看线稿，蓝龙也没有提出
什么建议，觉得和之前的画一样，总会
在某个地方会有蓝龙的身影。红龙便
开始正式绘制这副作品，待得这幅画

完成蓝龙再看却并没有在深林草木间
找到自己的身影。这时蓝龙就有意
见了，怎么只有你自己？我呢？红
龙则表示你会的乐器与我这幅画的
意境不和，总不能画个你在旁边弹
钢琴吧。这时蓝龙灵机一动，想起
竹林七贤拓片中阮咸的形象，便表
示你可以画我弹吉他的样子，只是
把吉他换成阮那样这意思就对了。
蓝龙为了自己的形象入画也是煞费
苦 心 ，给 红 龙 看 砖 拓 图 片 ，帮 着 裁
纸，催促画稿，其实具体也提不出什
么建设性的意见，唯一的目的就是
红龙的画里得有自己，直到看到确
切的线稿后才心下大安。

由于是两张纸的拼接，在画面的和
谐上红龙也是充分发挥了自己的奇思
妙想，经过数日的绘制，蓝龙在云端奏
阮的形象便能与红龙的抚琴画面对应
上了。为了让画面更饱满有趣又增加
了上下两个条屏，蓝龙在空中飞掠，红
龙于林间穿梭。

红龙与蓝龙的生活简单，也没有什
么浪漫的事儿，一年中一起去电影院的
次数一个巴掌都能数得过来。平淡的生
活也会有争执，但不论怎样都能回到原
点。就像陈绮贞的一首歌里唱的：旋转
以后静静生活，垫起脚尖静静生活，秋天
以后静静生活，电影散场静静生活，路
灯点亮静静生活 ，雷雨过后静静生活。

蔡龙/文 夏瑜卿/图

红龙蓝龙的琴阮齐鸣

疫情期间，因难得外出买一
趟菜，所以每次外出，都是速战速
决，把储藏时间长又能充饥的食
品都扫将回去。让我惊讶的是方
便面居然火了，几乎各大超市、零
售店都难觅踪影。因物流受限，
就连江浙沪包邮区的网上商家都
无法确定何时能送达，导致平日
1.8 元一包的方便面居然卖到 3.6
元，还是一面难求！网上段子手
称“方便面食品这次算是彻底打
了翻身仗，连库存都消耗了！”

早前因媒体报道多食用方便
面对人体健康不利，所以我已有
很多年没吃方便面了，但稀缺之
下产生了从众心理。一次外出经
过便利店，见里面空无一人，就进
去打探了一下，居然在空荡荡的
货柜上捡到两包“幸存”的香菇炖
鸡方便面，回家立即煎了一枚金
灿灿的荷包蛋就面吃，喝完最后
一口汤时，居然喝出了鸡汤味。

第一次吃方便面还是小学，
就连牌子都记得很清楚：中萃牌，
那种红黄相间的小包装。那时挺
好奇的，平常去粮食店买回来的
面条又直又软，而这种面好像妈
妈烫过的头发，弯弯曲曲的。煮
面不用下汤锅点火，只需开水泡
5 分钟就能吃，连小孩子都能做，
奇妙的是还有一小包雪菜，口感
不错。后来还推出了干吃面，班
上同学最喜欢将方便面放在袋
里，各种蹂躏，将面饼捏得粉粉
碎，再倒入调味包，抓一把放在嘴
里，又香又脆，惹得旁人眼馋。方
便面发展到后来，面饼越来越大，
里面料包也越加越多，除了调味
包还有蔬菜包、辣酱包、油包，等

等。有人曾统计，方便面口味多达
200 多种，换言之，那小小的一包方
便面里，似乎要装下中华大地各色
美味，让顾客感觉真吃到了红烧牛
肉、香菇炖鸡、老坛酸菜，尽管里面
啥也没有。

据说，最早制作方便面的，还是
我国扬州一位伊姓知府家的厨子，
年代已无法考究，他把面粉中加入
鸡蛋，擀成薄片，切成细丝，放水中
煮过，立刻再放入油中炸过晾干。
这样处理过的面条放在热水中随时
可以泡软，食用非常方便。现代方
便面是由日本人安藤百福发明，他
见市民要排很长时间队，才能吃上
一碗热汤面，就发明了这种速食产
品，上世纪中期创立了“日清”食品
公司，贩售“鸡汤拉面”。此后，方便
面一炮而红，刚入我国市场时，广受
国民青睐。后来因专家指出健康隐
患、以及其他方便食品、外卖行业兴
起，方便面才不再那么受宠。

这次突如其来的疫情发生后，方
便面竟又火了！有媒体统计，春节后
的一个月里，搜索方便面的人数增加
了200倍！其中也有我贡献的一分
子，京东数据显示，从除夕到年初九，
方便面销售达到了1500万包！

疫情当下，各行各业都受到了
不小的冲击。但是，从需求上看，对
基本食品需求并不会有任何减少，
甚至可能会大幅增加，火了的方便
面可能带动其他速食类食品火爆，
或许还将启发人们发明其他易于储
藏、方便携带的全新食品。

芒芒

方便面火了

琴阮齐鸣

尼斯街头的宝宝 与尼斯网红经典合影 王家卫留于戛纳的手印

尼斯的路边法餐

（作者追记：疫情延缓了文章的刊
登，谁能想到欧洲也遭到了新冠病毒的
重创。短短几日，法国宣布进入卫生紧
急状态。转念一想，昔日熙熙攘攘的英
国人大道，恐怕目前已门可罗雀。前几
日又听闻每年 5 月的戛纳电影节也受此
影响，准备延期。而此刻的我戴着口罩，
神情冷漠地坐在上海高高的写字楼里，
每每回想起这醉人的南法，内心依旧流
过一股股暖流。国内疫情一天天好转的
当下，也衷心地祝愿法国平安度过这次
劫难，祝愿她下一个夏天，黄金海岸上依
旧人声鼎沸，涛声依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