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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1月17日 星期日08有声有色 追剧观影听歌 周末一起娱乐
WEEKEND

1
早餐，最有幸福感的存在。美食短纪

录片《早餐中国》第一季35集在今年上
半年一经推出，一个又一个短小、温情的
早餐摊故事，唤起了观众对早餐仪式感
的追求——只有这第一天的第一顿吃饱
了、吃好了，一天才有活力，才有干劲。

2
时间狂奔到2019年下半年，《早餐

中国2》又上架了，大城小镇的一道道早
餐，让人不禁惊叹：祖国之大，大到早餐
的种类如此丰富、内容这般“千奇百怪”！
很多吃食，让我口水长流，但转念一想，
我绝不会想在早上把它们吃下肚皮！

“九门头”是牛身上的九个部位，
包括百叶、舌黄、心、腰、肝、肉等等，用
骨汤清涮，口感爽脆，早上吃上一碗应
该是极舒服的。但福建连城的九门头
需搭配涮酒——老板自己酿的米酒，
据说喝起来口感较甜，能醒昨夜的酒。
食客说，“外面的朋友来连城，我们一
般都招待他这个，我们连城从早到晚
都在喝酒。”

早起喝酒的，除了连城人，还有海
南临高人。但他们的早餐更猛——除
了米酒，还有一碟脆皮烤乳猪肉和一
碗米饭。“反正就是每天都来。”“一年
365天，有300天都来吃。”“我一看到就
流口水啊！”“这米酒是临高的茅台，喝
完了去上班……”听了食客们的自述，

我懊恼自己没见识。
第二季已经播出了近20集，目前

最让我叹为观止的是早餐吃烧肥肠
——瞌睡都还没有醒，有必要吃这么
油腻吗？“外面的地方主要以面食为
主，我们这个地方喃，首先是以肥肠为
主，你换到其他哪个地方去都不得
行。”四川江油54岁的肥肠铺子老板杨
昌志说，“江油这个地方是早上吃肥
肠、米饭、醋汤，比较有特色！”

豁，太有特色了！

3
猎奇之外，更多的，还是寻常之味，

米线、面线、小面，火烧、煎包、豆腐脑
……是我们习以为常的味道。这些兴盛
了好多年（还有很多是开了十几二十年
的早餐摊）的老牌早餐店，好吃的秘诀，
说简单也简单，说复杂也复杂。

第一，当然是新鲜。福建厦门，卖
了三十几年面线糊的阿珍道出了她的
早餐广受欢迎的原因：“好吃的秘诀
是，我们的配料都是新鲜的啊！（切花
刀的腰片）煮好是一瓣一瓣的，（切薄
片的猪肝）一片片煮起来很漂亮，不新
鲜的煮了就会是黑黑的。”

第二，必须是真材实料，连佐料都
不含糊。“他的佐料比一般餐馆的佐
料，起码要多5角钱的进去。”在重庆小
面店吃了 20 年的食客点评道。这碗 7
元二两的小面里，有大蒜、花椒、芝麻、
花生，有宜宾的芽菜、涪陵的榨菜、特
制的辣椒和纯正的菜籽油，还有“有一
些我不能给你说”的秘方。

第三，最重要的，是能吃苦。小面
店凌晨 4 点开门，一直营业到下午 3
点。“早上最忙的时候，起码要（提前）
打300碗以上的佐料。”老板赵伍说自
己从 17 岁开始做餐饮，“现在五十几
了，还一直在做，做了几十年。”

年轻的老板说自己每天 6：30 营
业，“除了结婚从来没有休息过。”年老
的老板说不想这么累了，再做几年“回
家带孙儿去”。有的老板不愿意自己的
孩子也吃这份苦，也有的想把这门生
意传承下去，“路是我自己走出来的，”
赵伍说，“（把店）做活了就交给我女儿
来做。我先帮她把路走平了，再让她来
走。这是做父亲的责任，责任！他们的
日子过得好就是我的骄傲。”

我想，每一个城市，都有无数家这
样的早餐店，这不仅仅是老板个人的
骄傲，不光光是每个食客的骄傲，更是
这个城市的骄傲。 （Atlas）

李成儒的作品我没看过多少，但他的采访倒看过几次，直觉是这人不好
惹，嘴厉害。你看他说话的样子，经常是脸一侧起，目光向下，一副随时跳起
来战斗的状态。所以，前段时间他在《演员请就位》里批评《悲伤逆流成河》：

“坐在这儿看这个，如坐针毡，如芒刺背。没有字幕，你能听清他们说什么
吗？……我不知道台上几个导演能不能坐得住，反正我是觉得挺别扭的。这
就是畅销书是吧，那我倒（想）问一句，这样下去，这一辈人起来以后，他们受
到什么教育了？”时，我一点都不奇怪。对呀，这就是他呀，他就这风格，他不
这样说才奇怪呢。

现在的综艺节目也真是假得无边了，不管是《中国好声音》，还是《跨界
歌王》，以及《中国达人秀》《妈妈咪呀》，等等，坐在台下的导师们无不极尽吹
捧之能事，把选手们一个个吹成了一朵花儿。都这么多年了，同志们，该换个
套路了，你们演得不腻我们看得都腻了，有点诚意好不好？

节目组可能也正是看中了李诚儒难得的“大炮”特质，所以上个星期又
在《我就是演员之巅峰对决》里又看到了他。当时是李宇春和张国立演了一
段《秋菊打官司》，台下的导演们就跟《中国好声音》里的导师们一样，一个个
把春春夸得哟，“演得太好了”“让我很吃惊”“我没想到你会这么稳”……然
后轮到李诚儒了，他依然脸一马起，开口就怼台上的导演“至于你的扮相，他
们都表示很吃惊，吃惊的感觉就好像他们没拍过戏一样。演员的妆不都是他
们定吗，这种事情对他们司空见惯，没什么好奇怪的，他们就会说好话！”话
音一落，扫到刚才“吃惊”的导演们一脸尴尬的笑。然后李成儒老师继续说：

“咱们先说说节奏，比如……你就应该表现出很急的样子，声调和语速都应
该再快一点，而不是还在那儿慢吞吞地说……”真的，那是那一场戏唯一一
个指出李宇春缺点的人，而且说得非常具体，完全不空谈。说实话，这样的李
成儒我是喜欢的，虽然并不那么讨喜，甚至和节目一团和气的夸夸群气氛极
不相符，但我还是喜欢这种不人云亦云、有自己观点且不说空话套话的人。

后来，宁静和郭涛又演了《王贵与安娜》，佟大为和马思纯又演了《李
米的猜想》。按常理，肯定要先表扬前辈宁静和郭涛呀，但李成儒不，对《王
贵与安娜》一个字都没提，直接给了马思纯一个大大的赞，并表示，“今晚
整个比赛，我觉得小马（马思纯）第一，佟大为第三，张国立第二。”但就算
如此欣赏马思纯，也毫不客气地指出了她表演中的一个小瑕疵——捋头
发，“在那个情绪下一般人是不会捋头发的，但你捋了，为什么？怕观众看
不见你的脸。”一句话，把马思纯都说笑了，边笑边点头。不得不说，李老师
的观察和点评都非常细致入微呀。

敢说，是一种性格；说得很到位，说到点子上，就是一种水平了。有性
格又有水平的李老师，我喜欢。

说话有三层境界
你在哪一层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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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喜欢上了演
员李诚儒。

其实李诚儒并不是
我很喜欢的演员，除了
电视剧《过把瘾》里和王
志文、江珊、刘蓓、史可
合作，在杜梅和方言离
婚后，演了一把被杜梅
拿来气方言的备胎男朋
友以外，再能留下印象
的就是冯小刚的贺岁电
影《大腕》里的精神病人
了，虽然镜头不多，但他
在里面说的话却让人记
忆深刻，“什么叫成功人
士你知道吗？成功人士
就是，买什么东西都买
最贵的，不买最好的，所
以，我们做房地产的口
号就是，不求最好，但求
最贵。”所以李诚儒虽然
不是特别有名，但也绝
不是毫无印象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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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我喜欢李成儒这样的人，所以在我最喜欢的《舞蹈
风暴》里，我最喜欢的评委是沈培艺。原因很简单，因为她既专
业又感性，什么都敢说。沈培艺的专业水准就不用说了，所以
选手一上场，才跳几下，她就知道“你这段舞运用了朝鲜舞中
的×××（动作），这段用了哈萨克民间舞里的×××（动
作）……要完成这些动作是非常不容易的，你民间舞的底子非
常深厚”，说得选手感动得不得了——哇，终于遇到一个懂我
们的伯乐了。但又会在朱凤伟被PK下去时，扼腕对他说：“舞
蹈最讲究基本功，但我觉得你根本不用理会
这些，你就是你，你现在这样就很好！知道吗，
你不用理会！”其意难平的表情，把旁边的沈
伟都逗笑了。也会在一个选手表演了一段舞
蹈对自己的母校军艺表示致敬的时候，她感
动得当场抹泪，然后站起来，立马一个漂亮的
军礼。那一幕，真的好动人。

2

我们不需要人云亦云的吹捧，只需要
真诚具体的点评，这，就是我们对综艺比赛
类节目最基本的要求。 （贺和）

3

看了看了《《早餐中国早餐中国22》，》，我才意识到我才意识到
祖国的早餐如此丰富祖国的早餐如此丰富

很少有人会拒绝做一个大受欢迎的人，只是受欢迎这事，真的不是可以信手拈来，之于普通
人，绝对是个需要双商皆高的活。能否让别人喜欢你，说话的技巧肯定是重中之重。王国维在《人间
词话》中说人生有三种境界，我觉得会说话同样也是。

第一种境界，是努力让他人愉悦，但比较刻意，容易一不小心就在两人之间产生微妙的尴尬；
第二种是让他人愉悦已经成为习惯，无需特别的心理准备，让对方见你就如沐春风。

第三种则是真正的高手，就好像蔡康永的“沙发人格”，既不刻意压抑自己，也不迎合或俯视他
人，可以让别人在他面前卸下防卫与疲惫，不知不觉向他吐露心声，展示自我。

小冰说话特别好听——这是我
从朋友那里听到的关于我闺蜜的最
高夸赞。其实，刚听那位朋友说这句
话的时候，我第一反应是小冰说话的
声音好听。然后我才反应过来，人家
是赞赏小丁会说话，尤其是会夸奖人。

我对此深表赞同，有这么一个
高情商的闺蜜，真是我的运气。因
为我自己算是个有点儿悲观甚至
自卑的家伙，而小丁不止一次用她
温柔又真诚的表扬，把我从郁闷和
自我否认的深井边缘拉回来过
——甚至有一次，是在我已经坠进
去的时候，还把我拉出来了。

那也是我对她语言正能量印
象最深的一次。

说来惭愧，当时已经在准备谈
婚论嫁的男友，被我抓到疑似出
轨。那种心情，用晴天霹雳来形容，
也毫不夸张。而且男友一直对我非
常好，在朋友们心目中，公认我俩
婚后一定会是模仿夫妻的那种。

崩溃之下，我抓起电话打给小
冰，痛哭流涕。她冷静地说：“别慌，
天塌不下来，有我呢。”别小看这句
提虚劲儿的话，要知道我当时既不
敢告诉爸妈更没脸告诉其他朋友。

我稍微定了定神，约她见面，
她毫不犹豫推掉手头事情，一分钟

没有耽搁地来找我。在那家安静的
咖啡厅角落，整整陪了我一下午。

小丁比我早一步结婚，老公对
她也很好。但她非常诚恳地告诉
我，看起来再幸福的婚姻，也有许
许多多的痛点。“你不要看我现在
坐在这里安慰你，其实谁知道哪一
天，我也会需要你来安慰我。”

这句话真是极大地宽慰了我。
因为人都是有自尊心的，就算是在
崩溃之下暴露自己的不堪，心底深
处其实也不想全盘否定自己选择
的那个人，但自己怎么可能有心情
还去说包容？那么，只有劝慰你的
那个人有立场说。

她还让我仔细想想男友过去
几年对我的好，并且在我倾吐愤恨
的时候，依然表示认可他这个人的
综合人品，也提醒我想一想：是不
是对男友的盘查太过细致。“爱既
强大也脆弱，尤其是在日后的婚姻
中，保持一点适度的‘糊涂’，是聪
明不是傻。只要你自己始终独立、
自爱，没有什么会真的打倒你。”

如今我的婚姻已经平安度过
了七年之痒，我也始终记得那个
冬天的寒冷下午，我那聪明有爱
的闺蜜是如何用真诚温暖的话，
重新焐热了我的心。 （文/怒放）

说话，真的是一门学问。有的人不会说话，一开口能把人呛死
噎死，怎么不舒服怎么来。当然也有人很会说话，说得总让你舒
服。而且舒服和舒服之间，也能进一步细分高下——以下这几个
例子，都是亲身经历。

第一种：某次学术交流讨论会，有位学生好不容易和老师一
起参加了，吃自助早餐的时候，学生不断地跟教授说：老师，您来
点这个，特别好吃，您来点那个，很有营养，您来点这个，很新鲜
……学生十分殷勤地夹菜，老师心里呵呵又呵呵，海鲜不能多吃，
甜点不敢多吃，新鲜但不合我口味呀，我的早餐我能自己做主吗？

第二种：晚上先生回到家，擅长烘焙的妻子兴冲冲端出刚出
炉的蔓越莓点心让先生尝，先生尝完之后，面对妻子热切的目光，
很克制很淡定地说，“还可以”，然后舔舔手指补一句：“要是再少
放点奶油和糖就更好了”。

妻子夺过先生正吃着的点心，给了他一个大白眼。先生还百
思不得其解，我不是说的实话吗？我不是肯定了吗？我不是在帮你
提改进意见吗？很真诚啊，很用心啊。

唉，别人的辛苦付出换来的就只是一句淡淡的“可以”，还评
头论足，指手画脚，连点有热度的夸赞都没有，不是讨打吗？

第三种：一天中午和姐妹们约饭，大家各自带着工作的疲累、
生活的琐碎，好不容易抽空聚在一起，互相关心一下近况，吐槽一
下生活，八卦一下时事，伴着秋日暖阳，虽匆忙却很愉快。

饭后散去，我还意犹未尽，深深地感受到相聚的不易：张罗安排定
时间地点的，想尽办法从繁忙事务中抽身及时赶到的，放下一切担忧
排除一切困难早早奔赴现场的……情不自禁地在小群里发出感叹：你
俩都是让人舒服的人，工作很累，居然聚了回去还不觉得累。

大家都觉得暖洋洋加喜洋洋，顺便互夸互赞，愉快指数急速
攀升，都非常开心地表示期待下一次。

让人舒服的说话，就是你痒痒处，他帮你轻挠；你正心寒，他
帮你暖到；你正担心，他帮你放妥；你心正起皱，他帮你熨平；如三
月的微风，凌冬的暖阳，要怎么舒服怎么舒服。 （文/青小青）

曾经一度，我很天真地以
为，说别人好话是件很容易的
事，不就是夸两句吗，类似拍马
屁。记得家里一位长辈提到另
一位事业有成的长辈时，说那
位叔公有一点很厉害：“一通马
屁拍过去，没有不倒的。”

当时因为对这个栩栩如生
的比喻印象很深，一直记着这
话。却也并不知道究竟怎样厉
害的人，能够拍谁谁便快乐地
倒下。遗憾的是，那位叔公早早
去世，我也不曾有缘和他老人
家面对面交流，直观地感受到
他的性格魅力。

但是随着年岁渐长和生活
经验积累，虽然自己做不到，总
还是多少明白了一些其中奥
义。最重要的理解，就是意识到

“会说好话”这件事，是全然的
褒义，是真正的本领。

首先，你说话能让别人开
心，你就必须对这个人有一定
了解，至少大致知道他在意什
么，避讳什么，渴望得到什么样
的评价；其次，要对这个人有了
解，你也得是个优秀的倾听者，
因为倾听本身就是对讲述者很
重要的肯定，以及你对这个人
的了解也极大依赖于你对他的
倾听和关注。

在此基础上，你还需要有
很强的同理心和足够的生活经
验积累，快速的联想能力和较
好的语言表达能力……这么细
想下来，说话让人舒服的人，其
素质综合分真的很高了。

（文/Fanny）

故事

在情商的世界中，基本不会有
活出真我这件事，你可以做得

真诚，但不能自我过于真实。

让人舒服的说话，就是你痒痒
处，他帮你轻挠；你正心寒，他

帮你暖到；你正担心，他帮你放
妥；你心正起皱，他帮你熨平；

如三月的微风，凌冬的暖阳，要
怎么舒服怎么舒服。

大姐，我有问你意见吗？

蔡康永曾经说过：“人际关系，就是
人与人之间，摸索彼此能继续往来的分
寸，都不摸索，就一味地宣示自己是直
肠子、受得了这个、受不了那个，那叫自
我介绍，不叫人际关系。”

在生活中看，你会发现情商低的人
真正让人感到“舌如利器，招招致命”，

比如把天聊死型——有一天我和
同事聊起各自喜欢喝的饮料，我说最爱
加冰加青柠檬的可乐，那位同事就羡慕
地说：“好棒呀，你怎么吃这么甜都长不
胖！”另一个同事突然把一句话横插进
来：“本来喝可乐就不会让人长胖”。

比如刻薄当幽默型——某个工作
日，某男在电梯中遇见某女，发现她穿
着一只拖鞋，原来是脚崴了，当下便道：

“妖精嘛，这就是你们这些女的穿高跟
鞋的下场。”我理解他是想搭讪并表达
关心，可是连我都想替给他一个白眼。

比如无礼当直率型——上月我新
剪了短发，结果遇到一个平时都不太搭
话的大姐，特地过来告诉我：“你咋把头
发剪了？哎呀，点都不好看，你看谁谁的
长发，多安逸！”大姐，我有问你意见吗？

记得《蝴蝶梦》里说蛇蝎美人丽贝
卡：“见过她的人无不以为她是世上心
肠最好、最慷慨大方、最有才华的人。她
能看准不同的对象说不同的话，知道该
怎么调节自己的情绪去迎合别人”。看，
受人喜欢就是这个道理。 （文/Grace）

这句话真
是极大地宽慰了我

形容 如三月的微风
凌冬的暖阳

感悟
这是全然的褒义
是真正的本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