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微信圈里发一条消息，有人点赞是开心
的事。

无论点赞者是随手拈来还是老谋深算，是
发自肺腑还是敷衍了事，是仔细阅读还是看都
没看，但只要点赞，我们就可以为这个赞而赞。

其实，朋友圈让人爱恨交加。因为有人点

赞很随意。
平常发个高兴的事儿，点赞也就罢了，但

是诸如钥匙丢失、宠物走失、心情不好之类的
事情仍有很多人点赞，真心不知道这些“吃
瓜”的点赞者是什么心理？可能是现在朋友圈

大家都在炫谁过得好，看到有人过得不好，他
们就开心吧。

还有一些人，根本不看内容直接点赞。
在公开的社交网络上，许多人的点赞都很

随心所欲，想给谁点赞就给谁点赞，因为觉得大

家都是陌生人，也不会觉得尴尬。这个赞如果能
让人开心的话，个人觉得很是值得，点赞又不会
少块肉。轻轻一个赞，快乐你我他，这是多么开
心的事情。毕竟一个赞可以让人被鼓舞被认可，

自己又不伤脾胃。

我们无需苛求什么。点赞之交，开心就
好，勿忘初心，有始有终。

每一个强大的人，其实都咬着牙度过一
段又一段没人帮忙、没人支持、没人嘘寒问暖
的日子。过去了，就是成人礼；过不去，跪求

了，就是无底洞。

对待点赞这个问题，应该抱着平常心看
待，萝卜白菜各有所爱，很多时候一些人的点
赞真的没有什么特殊的含义，就是觉得想点
赞了，所以就点了。就像我，觉得有的人说得
好写得好或者拍摄得好，但又不想打字评论，

可是看完就走，又觉得不礼貌，就会随手点个
赞以表示支持。虽然没什么意义，但也没什么
不对。最起码，我觉得对方收到赞会很开心，
觉得自己打酱油路过也没有白费。

以平常心看世界，花开花谢都是风景。

人生就像一个山谷，走到谷底时，无论朝
哪个方向走，都是向上的。最困难的时刻也许
就是拐点的开始，改变一下思维方式就可能
迎来转机。乐观豁达的人，能把平凡的生活变

得富有情趣，能把苦难的日子变得甜美珍贵，

能把繁琐的事情变得简单可行。
玻璃心的人，另当别论。
缺什么炫耀什么。即使那些把自己每天

的吃喝拉撒、衣食住行都发在微信中的晒图
狂魔，只要有时间，能点赞还是要点赞的。

他们热衷在空间、朋友圈发表心情，寻

求安慰，会非常在意每一条来自朋友的评论
留言。更有甚者，会计较谁谁点了赞评论了、
谁谁看过了一点反应都没有等等诸如此类
乱七八糟的东西。

网上经常调侃的“点赞引发的血案”“点

赞之交”都是由此而引申的。
他们需要的，其实不是谁的关心，只是

自己还没成熟。
不管选择何种方式，不管是不是朋友圈

拥趸，系统的设置如同时间，对每个人都如

出一辙。越长大，越江湖，越要学会宽容，学
会理解不同的生活方式，能够欣赏他人，而
不是觉得对方不可思议或不可理喻。

好吧，就当我在阿谀奉承、见风使舵、老

奸巨猾、随波逐流。

以前我从不发朋友圈，因此闹出了很多
事。比如，有人以为我把他们删了，就发了一条
好友测试类似的东西给我；比如，有人跟我一
样从来不发，为了不让人误会，就在个性签名
一栏中注明；比如，有些朋友让我帮忙推广网
店，我虽然答应了，也帮忙转发了几个朋友群，

但是让我帮忙点赞，恕难从命。再比如，朋友圈
里的点赞和评论，共同好友是都能看见的。你
永远不知道谁是共同好友，也不知道你给这个
人的评论，又会有哪些人在默默关注。

这是一个飞速发展的时代，也是更新越来越

快的时代。要想不被淘汰，就要学会成熟起来，忘
掉那些点赞，摆脱那种被评论纠缠的生活。

我承认我人际交往能力确实有重大缺陷，对
种种不想关注的事情免疫力不够。倒不是我人品
不好，而是我经历了一些事后，看得开了、想得通

了、悟得透了，也感觉整个人都废了。
其实，大家的状况都是一样的。
我点赞，是想用我钢化的玻璃心，时不时

给自己一个可以自己开心、也让别人开心的理

由，来淡定一下那苍茫人生。

去总统府游玩，人很多，让你不由自主慨
叹人生的倥偬和世事的反转。

当你躲开熙熙攘攘的人群，在两江总督
史料陈列馆后面的竹园里站定，你终于体会
到了这非同一般的府邸的威严和肃静。

六百年来，这座屡毁屡建、古今连接、中

外合璧的建筑，默默见证着王朝的更迭和冷
暖。

这葱绿颀长的翠竹，多么像刚刚梳妆打扮
后的大乔，在后宫翘首以盼夫君从朝堂归来；这
随风摇曳而作响的哗哗声，多么像南唐后主“雕

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的慨叹。
这样一座曾经龙盘虎踞的风水绝佳之帝

都，在王侯将相的眼里却是一块“食之无味弃
之可惜”的鸡肋。城头变幻大王旗，千百年来，
南京的王朝都是短命的，文人墨客把此归罪

于秦始皇开凿的一汪秦淮水。那些一遍遍吟
叹的文稿里，流露着对金陵遗梦的追思。

屡次遭受兵燹之灾，但亦屡屡从瓦砾荒
烟中重整繁华。每当中原被异族所占领，汉民

族即将遭受灭顶之灾时，都会选择南京休养
生息，立志北伐，恢复华夏。大明、民国两次北
伐成功；东晋、萧梁、刘宋三番北伐功败垂成。
南宋初立，群臣皆议以建康为都以显匡复中
原之图，惜宋高宗无意北伐而定都于临安，但

迫于與论仍定金陵为行都。太平天国以南京
为都，提出了“太平一统”的政治理想。

冷暖总统府，见证着金陵的冷暖。从明初
的归德侯府和汉王府到清朝的江宁织造署、
两江总督署，从太平天国的天王府到孙中山
的大总统府，从南京国民政府总统府到如今
的国家文物保护单位。从明清建筑到西洋建

筑，屡毁屡建，仿佛一册汗青，总是让胜利者

乐此不疲去一遍遍涂抹和粉饰，而最终成了
一本厚重的百科全书。

行走在总统府，那些镌刻着历史记忆的
亭台楼榭、萋萋芳草、葳蕤林木、幽僻小径、汪
汪碧水，似乎漫不经心，又似乎刻意雕琢，总

会勾起你对历史的深深沉思。
品读两江总督史料陈列馆的每一幅画像，

让你领略了封疆大吏的宦海沉浮和王朝的起起
伏伏。触摸天王府的金色殿柱，让你眼前浮现出
太平军攻城略地的豪壮和天京城破纵火焚烧的
悲壮。徜徉在偏于一隅的临时大总统办公室，让
你领悟到历史的骤然巨变。拾级而下的坚硬冰

冷的防空室，这些为躲避日寇敌机炸而修建的
半地下式建筑，让一丝“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

深”的悲凉，不知不觉爬上你的心头。站立在不
系舟的画舫旁，湖水荡漾而舟岿然不动，让你共
鸣着有志难伸、苦中作乐的无奈。

在这个数万平方米的深宅大院内，曾经
上演了多少的除旧布新、百废待兴、踌躇满

志、爱恨情仇、悲欢离合，这里的每一根红柱，
都承载着一个个王朝的兴衰；这里的每一滴

湖水，都和着一位位英雄豪迈的壮行酒；这里
的每一个窗棂，背后都隐藏着一位位女人期
盼的眼神；这里的每一条幽径，都踟蹰着一代
代帝王抉择之前的沉思。

伤心秦汉经行处，宫阙万间都做了土。经

历了大起大落、大喜大悲，总统府没有了往日

的逼人霸气，没有了威严不可侵犯的神秘，仿
佛垂垂老矣的廉颇，仿佛英雄暮年的仲谋。历
史沉淀给这座古老而年轻的院落的，是一种
如陈年老窖封坛愈久而愈有的醇香，是一种
如牛皮竹简愈束之高阁而愈有的厚重，是一

种如子牙渭水垂钓愈久而愈有的博大。
历史总是惊人般相似。其兴也勃焉，其亡

也忽焉。当一切的繁华落尽，归于宁静的也许
只有鸡鸣寺的暮鼓吧。我喜欢着这样一座古
木深深的院落，它的古老与厚重，更衬托出它

的幽僻与宁静。当你走过富丽堂皇的大厅，当
你穿过一条长长的走廊，当你从拥挤的游客

中缓过神来，你一个转弯，那富丽堂皇忽然就
隐去了，那喧嚣忽然就匿迹了，眼前面临的是

一条翠竹掩映的小径，一座有点斑驳的月亮
门就在不远处，穿过月亮门，一座无比清幽的
老宅，仿佛多年无人光顾的样子，连那院子里
的石凳石桌也落满了叶子，置身世外的感觉
顿时沐浴了全身。这种感觉美妙而不可言传，

前一刻还浸淫在尘世的浮躁与迷茫中，后一
刻心就像飘摇的叶片，风止而安定下来。

这种感觉，似乎与多少年前的西滢先生有
着同样的体味: 可是我爱南京就在它的城野不
分明。你转过一个热闹的市集就看得见青青的
田亩，走尽一条街就到了一座小小的山丘，坐在
你的小园里就望得见龙蟠的钟山、虎踞的石头。

你发愤的时候，尽管闭门下帏，不见得会有什么

外来的骚扰；你如高兴出门游行，那么夏天有莫
愁湖的荷花、秋天有玄武湖的芦荻、鸡鸣寺看山
巅的日出、清凉山观江上的落日……

我喜欢在这早已繁华不再的总统府漫
步。许许多多的往事，是与非，兴与衰，仿佛那

一片片落下的叶子，终究化作一丝丝泥土，归
于地下的根茎。这些浮现在脑海的一幕幕往
事，让我仿佛化作金陵观棋而慨叹王朝兴衰
的钱谦益:寂寞枯枰响泬寥，秦淮秋老咽寒潮。
白头灯影凉宵里，一局残棋见六朝。而这些往

事，却终究是一段段发生在他们身上的往事
罢了。我大可如白居易那样置身其外:山僧对
棋坐，局上竹阴清。映竹无人见，时闻下子声。

不知不觉，走到了子超楼的东北角，忽然，

一排罕见的柿子树精灵般闯入我的眼帘。仲秋
的暖阳里，依旧翠绿的宽大叶子里，一个个粉红
的柿子，写意出一个硕果的金秋。这些在北方的
平原已经罕见，南方更不多见的精灵，竟然在总
统府里生长得如此丰腴，如此令人心动。

在这一刹那，我忽然就明白了总统府存
在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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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娱乐有电影，

片源不多翘望等。

一部影片看数遍，

三场看后能背完。

排队买票挤破头，

人山人海经常有。

伍分壹毛壹毛伍，

你兑我找才凑足。

看场电影真高兴，

闪闪红星记心中。

如今生活赛神仙，

党的恩情代代传！

风催树叶飘满地，

疑似天女撒金币。

煦阳冬日艳如画，

行人自拍心窃喜。

喝酒，是社会交往的一种方式，也是人们

消遣的生活项目，酒文化在中国可谓远矣。古

代人以什么方式喝酒，据历史记载，种类很

多，我们不去考究。但传下来与酒有关的故事

还真不少：贵妃醉酒、诗仙太白无酒不作诗、

武松打虎和醉打蒋门神、煮酒论英雄、杯酒释

兵权等等历史故事，均离不开酒。

现代社会来说，在地球村里，各国喝酒的

风俗也不一样。就我国来说，各个省份和地

区，喝酒的套路也有很大差别。

谈谈我们河南大部分地区的酒文化吧。

河南人喝酒，图的就是一个“醉”，土语叫

“醉美”，人常说：不醉不美。还有人说：喝酒就

是图醉的，买床就是图睡的；有人戏称：酒是

龟孙，谁喝谁晕；也有人为喝酒正名：酒是粮

食精，越喝越年轻。

如今，人们生活富裕，闲暇之余约几位好

友，在酒家或在饭店，在野外或在家里，弄几

个荤素搭配的可口菜肴，喝上几杯酒，已是家

常便饭。

俗话说：“无酒不成席”，三五好友聚在一

起，按汝州的风俗，桌上只要摆四个菜，就可

以把酒杯斟满，开怀畅饮了。

只要想喝酒，借口可谓千奇百怪。身边有

位朋友几乎天天都要喝酒，他的口头禅是：今

天天气不错喝两杯，今天下雨没事喝两杯，今

天心情高兴喝两杯，今天心情不好喝两杯

……几乎没有不喝酒的理由。

朋友聚饮，一般都是邀请者等好友到齐

后，说一番客套话，以多日不见或初次相见等

为由头，开始端杯喝酒。对于初次见面不熟悉

的酒友要多加一杯，名曰加深印象。一番推杯

换盏后，有人开始提议：“压压酒（缓解酒的烈

味），品品菜。”之后，正式的酒局就开始了。

再早的不说了，自打上世纪七八十年代

开始，都是以猜枚，也就是划拳兑指头的方法

比输赢，谁输谁喝酒。周围其他人都是观众和

“裁判”，谁输谁赢有目共睹，谁若耍赖，就会

受到众人的指责。

猜枚是一种功夫，不是人人都会。猜枚功

夫深、酒量又大的，周围人都会送个雅号：“酒

星”“酒侠”“枚师”之类的，颇有雅趣。

猜枚就是两人各伸出一只手，五个指头

随便伸。谁能猜到两个人同时伸出来的指头

加起来的总数，谁就算赢。

猜枚也分好多种：如“六零”枚，就是从零到

十共十一个数，只能猜六和零两个数，如果猜其

他数，就算输酒。此外，还有“四十”枚、“二八”

枚、“三九”枚等。凡是事先不声明定枚的称为

“呼啦”枚，就是从零到十随便喊。如果对方声明

是定枚，就不能猜人家定的两个数字。在汝州，

也有人猜“魁五”枚，“魁五”枚也叫“赖”枚，因为

随便出指头都不会“失枚（出错）”，还容易赢。

“魁五”枚一般适宜初学者，不用思考，随便喊，

随便伸（指头），根本不会出错。

怎样算“失枚”（出错）？譬如，你定的是

“四十”枚，只能喊四和十。如果你喊十，伸出

了四个指头，就算“失枚”了。因为即使对方把

五个指头全部出来，加上你的四个指头，也凑

不够你要的十个数。

划拳伸指头也有规矩，不是随便乱伸的。

你如果只出一个指头，就不能出食指，那是对

他人的不敬，因为骂人时才伸出食指指点人

家。也不能出小指，因为小指对着对方，证明

对方最小，不礼貌。无名指不能伸，也属于不

尊重人的举动。如果伸两个指头，不能伸食指

和中指，有人引申为伸出这两个指头是“挖”

对方眼睛的，也属于不敬重对方。

酒场上都懂得规矩，如果在划拳时不小

心伸错指头，不等对方发话，就会很快说一

声：“对不起，我自罚一杯。”

也有猜“赖”枚的，比如，规定两人同时发

音，同时伸指头，但有人会停顿或推迟，比对

方慢一点，这样就能占据主动，先喊先出（指

头）者肯定吃亏。

喝酒划拳，是一门学问，也是一门艺术，

听常喝酒的人划拳猜枚，也是一种享受。伸指

头前，要同时礼貌的重复喊几声“哥俩好呀—

再好好—”，以示友好。有些拉着长腔，带着韵

律，很是耐听。比如：“哥俩好呀（二）—六六顺

呀（六）—巧到家呀（七）—八匹马呀（八）—”，

边喊边伸指头，甚是别致。

也有一些地方划拳伸指头前，有一段双

方必须一起唱的台词：“一只螃蟹这么大个儿

呀—，两只夹夹八只脚呀—”

各地风俗不同，划拳的形式也不尽相同。

随着社会的发展，酒友们认为在酒桌上大喊

大叫影响别人，同时也不文明、不卫生，因为

在猜枚时，声音很大，容易将唾沫星子落到餐

盘里，影响食欲。喝酒方法就变成了“押指头”

“石头剪子布”“老虎杠子”“出‘宝’”等方式。

“出‘宝’”也有几种方式，酒桌上最不缺

的就是烟头，有的人就用一个烟头，一人出，

一人猜有，或没有，猜错自己喝酒，猜中了对

方喝酒。也有猜“一马三条箭”的，就是出“宝”

者准备两个烟头，三根火柴棍，也叫“三长两

短”。随便出，猜三次分输赢，三战两胜，算一

局。第一次先猜单双数，比如你先猜了单数，

对方出的是双数，就算你输一个；那么你就按

双数再猜，因为总共有五个数，双数就是二和

四，比如，你猜二，猜对了，等于每人输一次，

叫一比一平局；最后是决定喝酒不喝酒的关

键，你猜的两个数，可能是烟头火柴各一个，

也可能全是烟头或者全是火柴，三种答案，你

猜对了任意一个，对方就喝酒。

猜“宝”可不是随便猜的，里边有一定的

技巧，常喝酒的人都爱分析，遇到心理素质不

好的人，很好猜，遇到“老江湖”就难了。有人

会看对方的眼神猜心理，如果你猜对了，对方

会露出很紧张的表情，猜错了，对方会显得很

得意，这就是技巧。

再后来，喝酒方法又有进化。

现如今，陕西、山西一带大都以摇“骰子”

猜点论输赢喝酒，河南人大都以玩扑克论输

赢作为喝酒的方式。扑克也有很多种玩法，比

如：“斗地主”“兑公粮”“拖拉机”“十点半”“双

开”（可以根据自己手里的扑克，选择“拖拉

机”“十点半”“单开”或“双开”）。更有斗争味

的比如“血战到底”“千年老二”“踢足球”，还

有俗雅的“美女缠身”等，名目繁多。

在酒场上，对于饮酒也有不少说处。第一

次大杯碰酒，一般都要将酒喝完，叫干杯。有

人戏称：一口气喝完叫龙吟，两口喝完叫虎

吞，三口喝完叫狗舔，四口喝完叫鳖吸。都知

道龙吟和虎吞是褒义词，狗舔和鳖吸就是讽

刺那些喝酒不爽快的人了。

谁能一口气把酒杯里的酒喝完，在场的

人都会奉承一番：“看人家，多豪爽！”一片赞

誉不断。若是单位同事在一起喝酒，为了让对

方多喝点，还会说：“喝酒看工作”，好像酒量

小的工作干得都不怎么样似的。

生活中，的确离不开酒，好多生意都是在

酒桌上谈成的。几位同事到新疆出差办案，遇

到需要当地同行配合的案件，在饭局上，对方

斟满大酒杯，要求干杯，同事推辞说，酒量小，

不敢喝。新疆同行就放话：不干杯，就不够朋

友。酒局结束，醉得一塌糊涂，次日，人家会主

动找上居住的宾馆，把你要办的事情帮你顺

利办好，因为你喝得豪爽“够朋友”。

喝酒，是一种文化，喝醉是心情，也是一

种境界。那些似醉非醉的人说出的话也是很

有哲理的。

有人把“酒、色、财、气”四字编成顺口溜，

揭示和阐述社会现象。有诗曰：

酒是穿肠毒药，

色是刮骨钢刀；

财是下山猛虎，

气是惹祸根苗。

无酒不成礼仪，

无色路断人稀；

无财不成世界，

无气常被人欺。

四字斟酌使用，

望君量体裁衣。

愿诸君：乘着酒兴活出精彩人生，去完成

自己的事业吧！

忆电影
●孙建铭

冬日拾趣
●马俊杰

戏说喝酒与划拳
●孟学礼

有人点赞是开心的事
●李晓伟

雪，不大。

就那样不急不缓，从从容容地漫

天飞舞着。如一群少不更事的孩童，没

心没肺而又无忧无虑。它们想怎么飞

就怎么飞，沉稳点的就那么一条直线

式的从上往下落，活泼一点的踩着舞

步斜着飞，瞧那群调皮鬼，你追我赶打

着旋儿在天空中，横冲直闯，根本就不

考虑周围雪娃娃的感受，就那么由着

性儿胡闹……整个天空竟成了它们嬉

乐游戏的天堂！它们飘呀飘呀，遇到树

木就落在了枝桠上，将光秃秃的枝条、

翠绿的常青树叶子打扮得像玉石雕琢

成的一样。它们也不会担心河水会融

化掉自己，悄无声息地跳进河里，融进

那一汪绿莹莹的翡翠之中，再也寻不

见它们的踪影。

它们会恶作剧似的落在马路上，

想和川流不息的汽车开个玩笑，但马

路立刻用它温暖的身躯将雪片融化掉，转眼间消失得无影无

踪。调皮的雪花从我的眼前飘落，我伸手去迎接着它们，看着它

们快乐地跳进我的手掌心，看着它们银白的身躯在我的手心开

始融化，身体越来越模糊，看着它们最后变成了一小滴一小滴

晶莹透亮的小水珠……

它们纠缠于我的前后左右，在我的身边打着旋儿，你追我

赶往下落。我仿佛听到它们在与我絮语。但倾耳细听，却只听见

自己嗒嗒嗒的脚步声。它们是如此的轻盈，又充满了灵性。

一阵微风吹来，它们更开心了。瞧，它们一会儿绕着柳树飞

舞，一会儿三五成群的在天空中打着旋儿飞舞。它们还成群结

队地落在停在路边的车窗上，仿佛一群好奇的娃娃隔着玻璃偷

窥着汽车里边的秘密。可那狭窄的窗玻璃怎能容下那么多调皮

的娃娃？有些雪娃娃被挤下了窗棂，可是他们不甘心，只好停留

在窗下突出的横棱上。就那样焦急地、眼巴巴地仰头看着灰蒙

蒙的飘着雪花的天空。

雪花依然不大，但已经开始稠密起来，借着风势，这群熊孩

子开始放肆地在空中狂舞。有些竟迎面扑到我的脸上，凉凉的，

但并没有不适的感觉。我冲它们吹了口气，它们慌忙向旁边避

开了。大一点的雪花没来得及躲，被我吹的粉身碎骨，碎屑在空

中簌簌落下。我忍不住笑了:真是调皮鬼，这下你们惨了吧！有

些雪花竟然落在我的眼镜片儿上，转眼间化成了清亮的小水

滴，水珠多了，镜片一片模糊。摸摸衣袋，才发现今天出来没带

纸，算了，就让它们在上面多待一会儿吧。

没照镜子，凭感觉我也知道它们肯定已经爬满了我的眉

毛。想想自己拥有一对飘然的白眉毛，像仙人一般，心里也是美

滋滋的。

看看衣服的前襟，这些调皮鬼已经满满的落在我的衣服的

褶皱上。我轻轻抖了抖衣服，呵，它们居然丝毫没有离开的意

思，真是一群黏人的小精灵。我拍了拍衣服，发出噗噗噗的声

音，向它们发出警告，它们才恋恋不舍地从我的衣服上跳了下

来，落在了湿漉漉的地面上，转眼消失得无影无踪。

这时，它们又在女贞树林间做起了游戏。只见它们争先恐

后地穿过绿叶间隙，在林间飞舞。穿不过去的雪花干脆停留在

翠绿的树叶上，时间长了，绿叶上就挤满了厚厚的雪花，闪亮的

白和莹润的绿相映成趣，闪烁着迷人的光辉。清风摇曳着女贞

树的枝条，它们却牢牢地扒在上边，绝不肯下来。因为它们看到

落在地面上的雪娃娃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它们去哪了？

雪

趣

●
吴
占
国

金陵的王朝冷暖
●郭营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