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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下列选文中选取一篇加以评论：

1. 

活得明白的人

前些时，应某书店之约，有大咖级的文学前辈从京城来到郑州做读书分享会。书店
安排的午餐地点是鼎鼎大名的阿五美食，红烧黄河大鲤鱼是其招牌。

一行六人进到包间，刚刚落座，服务员笑盈盈走到大咖身边，响亮地喊了一声哥：
“哥，欢迎你来到咱们阿五。我是甜甜，很高兴为您服务！”
大咖哥忙不迭地点头：“好，好。”“听口音，哥从北京来？”“是啊。”
“咱北京，还那样？”
这问候语中间的停顿着实意味深长，哄堂大笑。
“是啊，还那样。”哥很随和。
“我在北京香格里拉饭店工作过好几年，三年前才回来的，”甜甜唠着嗑，端茶

倒水斟酒布菜都不耽误，“就是三年前的今天，从北京回来。三月十五号结的婚，四月
十五号怀的孕。”

又是哄堂大笑。
“那怎么没有在北京找一个呢？”“也想在北京找呀，找一个北京人，在北京扎

上根儿，那该多好呀。可是咱追了一个，没追上。”莞尔一笑，“有个马来西亚的客人
喜欢咱，追咱也没追上。”

“缘分不到呀。”
“是呀哥，缘分不到就是不行，咱也喜欢北京，可缘分就不在那儿，就在咱老家

哩。”
“遗憾不？”
“也不遗憾。咱老公挺好的，还有个帅儿子，有啥可遗憾的！”甜甜咯嘣脆。
“瞧瞧人家，活得这叫一个明白。”哥赞叹。
已经好些时日没见过这么自来熟的服务员了，不知道这是不是属于程式化的工作风

格，以便拉近和客人们的距离，短暂地营造一种亲密关系。不过，不管对多少客人这么
自述过，都不妨碍此刻我们愉悦地接纳。她不是演员，她不是在演戏，也许她只是一个
看着热闹的寂寞的人，我们不也常常如此？

甜甜已经开始给哥介绍刚上桌的黄河大鲤鱼，请哥喝鱼头酒，说是“鱼头一对，大
富大贵。”哥把鱼剪了彩，她又给每个人分到盘子里。等这面的鱼肉吃差不多了，眼看
着哥去夹下面的鱼肉，她的筷子轻巧敏捷地先伸了过去：“哥，等我给您把鱼顺过来。”

“顺过来？”
“对啊，咱不叫翻，叫顺。咱黄河边上留下的老规矩，忌讳说翻。”
“嗯，顺好，顺好。”哥频频点头。她的胸前挂着打赏用的二维码小牌，这种小

牌最近在郑州的饭店里很是流行，相当于小费，标价3.99元。客人要是觉得哪个服务员
好，就可以这样打赏她。但是如果客人不说，服务员就不能自己主动向客人讨要。甜甜
挺着胸脯，蜜蜂一样忙碌着，那个小牌熠熠闪光。

“你这牌子，是什么意思？”哥终于注意到了这个。甜甜便介绍了起来。
“这个真不错，”哥也开始调皮，“如果我没钱打赏，你不会恨我吧？”
“哪能呢哥，看您说的吧。有打赏是哥，没打赏也是哥！”
“这丫头真讨喜，来来来，我替哥打赏你。”随行中的一位男士受不了了。
“哎呀不好意思呢。”甜甜撒着娇奔过去，弯下腰，让他扫着小牌，殷殷道谢。

不一会儿，手里拿着一样东西走进来，走到哥面前：“哥一看就是个高级文化人儿，气
质不一般，肯定喜欢读书。我特意向领导申请了我们阿五的精美礼品送给哥，还请哥不
要嫌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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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枚铜制书签，U型，一端镶嵌着一尾小鲤鱼，很是别致。
“希望哥读书的时候会想到郑州，想到郑州的时候会想到阿五，想到阿五的时候

会想到甜甜。”
众人熏熏然，都看着哥。哥掏出了手机：“来来来，跟我说说怎么打赏，必须打

赏，必须打赏。”
于是一行人依次打赏，甜甜走到每个人面前接受扫码。整个包间里其乐融融，如沐

春风。
告别的时候，她一直把我们送到电梯口，微微鞠躬，说：“抱歉我不能远送各位，

还要服务别的客人。再见！期待再次光临！”
已经离开饭店很远，她喊“哥”的样子犹在眼前，那一声声清爽明亮的“哥”犹

在耳畔。她喊的时候是怎么想的？应该没怎么想—肯定没怎么想。她喜欢喊，也知
道哥喜欢听，那就喊了。她不犹豫，不纠结，在自己的权限之内，按照自己的逻辑自然
行进。所以，哥说她是个活得明白的人，没错。

这样的人，实在应该被打赏，也一定被生活在以各种方式打赏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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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叶，《文汇报》(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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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沉重的乡情

写这首诗  我正坐在吱吱的水车旁 
丑陋的故乡 
无法像水一样优美地 
流出来

我能写什么呢 
粗瓷大碗里盛着的  比苦楝子 
还苦的日子 
以及目不识丁的少年 
满是补丁的衣衫 
还有一个孱弱的老人膝下 
一大群 
用额头称呼的子孙 
安居乐业

我能写什么呢 
大山是光秃秃的  涧溪 
呜咽  隐隐传来唢呐的啜泣 
李白眼里的那轮明月 
举头望得我脖子发酸 
低头想一想  仍是挂满篱笆的 
乡愁

乡民是憨厚的不如说是木讷的 
乡情是淳朴的不如说是忧郁的 
诅咒你 
却又不让别人诅咒你 
这就是你呀  我的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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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千秋文学网主编徐东明先生对国际教育的大力支持！

* 
1989: 2017 在线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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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下列選文中選取一篇加以評論：

1. 

活得明白的人

前些時，應某書店之約，有大咖級的文學前輩從京城來到鄭州做讀書分享會。書店
安排的午餐地點是鼎鼎大名的阿五美食，紅燒黃河大鯉魚是其招牌。

一行六人進到包間，剛剛落座，服務員笑盈盈走到大咖身邊，響亮地喊了一聲哥：
“哥，歡迎你來到咱們阿五。我是甜甜，很高興為您服務！”
大咖哥忙不叠地點頭：“好，好。”“聽口音，哥從北京來？”“是啊。”
“咱北京，還那樣？”
這問候語中間的停頓著實意味深長，哄堂大笑。
“是啊，還那樣。”哥很隨和。
“我在北京香格裏拉飯店工作過好幾年，三年前才回來的，”甜甜嘮著嗑，端茶

倒水斟酒布菜都不耽誤，“就是三年前的今天，從北京回來。三月十五號結的婚，四月
十五號懷的孕。”

又是哄堂大笑。
“那怎麼沒有在北京找一個呢？”“也想在北京找呀，找一個北京人，在北京扎

上根兒，那該多好呀。可是咱追了一個，沒追上。”莞爾一笑，“有個馬來西亞的客人
喜歡咱，追咱也沒追上。”

“緣分不到呀。”
“是呀哥，緣分不到就是不行，咱也喜歡北京，可緣分就不在那兒，就在咱老家

哩。”
“遺憾不？”
“也不遺憾。咱老公挺好的，還有個帥兒子，有啥可遺憾的！”甜甜咯嘣脆。
“瞧瞧人家，活得這叫一個明白。”哥贊嘆。
已經好些時日沒見過這麼自來熟的服務員了，不知道這是不是屬於程式化的工作

風格，以便拉近和客人們的距離，短暫地營造一種親密關係。不過，不管對多少客人這
麼自述過，都不妨礙此刻我們愉悅地接納。她不是演員，她不是在演戲，也許她只是一
個看著熱鬧的寂寞的人，我們不也常常如此？

甜甜已經開始給哥介紹剛上桌的黃河大鯉魚，請哥喝魚頭酒，說是“魚頭一對，大
富大貴。”哥把魚剪了彩，她又給每個人分到盤子裏。等這面的魚肉吃差不多了，眼看
著哥去夾下面的魚肉，她的筷子輕巧敏捷地先伸了過去：“哥，等我給您把魚順過來。”

“順過來？”
“對啊，咱不叫翻，叫順。咱黃河邊上留下的老規矩，忌諱說翻。”
“嗯，順好，順好。”哥頻頻點頭。她的胸前掛著打賞用的二維碼小牌，這種小

牌最近在鄭州的飯店裏很是流行，相當於小費，標價3.99元。客人要是覺得哪個服務員
好，就可以這樣打賞她。但是如果客人不說，服務員就不能自己主動向客人討要。甜甜
挺著胸脯，蜜蜂一樣忙碌著，那個小牌熠熠閃光。

“你這牌子，是什麼意思？”哥終於注意到了這個。甜甜便介紹了起來。
“這個真不錯，”哥也開始調皮，“如果我沒錢打賞，你不會恨我吧？”
“哪能呢哥，看您說的吧。有打賞是哥，沒打賞也是哥！”
“這丫頭真討喜，來來來，我替哥打賞你。”隨行中的一位男士受不了了。
“哎呀不好意思呢。”甜甜撒著嬌奔過去，彎下腰，讓他掃著小牌，殷殷道謝。

不一會兒，手裏拿著一樣東西走進來，走到哥面前：“哥一看就是個高級文化人兒，氣
質不一般，肯定喜歡讀書。我特意向領導申請了我們阿五的精美禮品送給哥，還請哥不
要嫌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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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枚銅制書簽，U型，一端鑲嵌著一尾小鯉魚，很是別緻。
“希望哥讀書的時候會想到鄭州，想到鄭州的時候會想到阿五，想到阿五的時候

會想到甜甜。”
眾人醺醺然，都看著哥。哥掏出了手機：“來來來，跟我說說怎麼打賞，必須打

賞，必須打賞。”
於是一行人依次打賞，甜甜走到每個人面前接受掃碼。整個包間裏其樂融融，如沐

春風。
告別的時候，她一直把我們送到電梯口，微微鞠躬，說：“抱歉我不能遠送各位，

還要服務別的客人。再見！期待再次光臨！”
已經離開飯店很遠，她喊“哥”的樣子猶在眼前，那一聲聲清爽明亮的“哥”猶

在耳畔。她喊的時候是怎麼想的？應該沒怎麼想—肯定沒怎麼想。她喜歡喊，也知
道哥喜歡聽，那就喊了。她不猶豫，不糾結，在自己的權限之內，按照自己的邏輯自然
行進。所以，哥說她是個活得明白的人，沒錯。

這樣的人，實在應該被打賞，也一定被生活在以各種方式打賞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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喬葉，《文匯報》(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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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沉重的鄉情

寫這首詩  我正坐在吱吱的水車旁 
醜陋的故鄉 
無法像水一樣優美地 
流出來

我能寫什麼呢 
粗瓷大碗裏盛著的  比苦楝子 
還苦的日子 
以及目不識丁的少年 
滿是補丁的衣衫 
還有一個孱弱的老人膝下 
一大群 
用額頭稱呼的子孫 
安居樂業

我能寫什麼呢 
大山是光禿禿的  澗溪 
嗚咽  隱隱傳來嗩吶的啜泣 
李白眼裏的那輪明月 
舉頭望得我脖子發酸 
低頭想一想  仍是掛滿籬笆的 
鄉愁

鄉民是憨厚的不如說是木訥的 
鄉情是淳樸的不如說是憂鬱的 
詛咒你 
卻又不讓別人詛咒你 
這就是你呀  我的故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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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千秋文學網主編徐東明先生對國際教育的大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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