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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俗话说，说出口的话，
如泼出
去的水，是收不回的。但今天可以
了，在微信和 .. 上，你可以撤回
你刚刚说的话。
手机发出“嘀”的提示音，表
示你收到了一条消息。忙打开，
迫
不及待地看看，是谁又在与自己
说话。未及看，或还没有看完，
那
句话却忽然没了，屏幕上显示
“某
某撤回了一条消息”。
每天，我们的手机都会收到
大量的信息，包括别人与你说的
话，其中的绝大多数，都属于可有
可无的话，即垃圾信息。你也许为
此不胜其烦，但有一条消息，
一定
能够引起你的关注，那就是
“对方
撤回了一条消息”。
一条撤回的消息，就像一个
秘密，让你迫切地想去一探究竟；
或如一个诱饵，瞬间勾起你强烈
的兴趣。那是怎样的一句话？是对
方不慎讲出的真话，还是一句发
错了对象的话？总之，这个撤回的
消息，让人顿生无限遐想。
! ! ! ! 现在五六十岁的人大
都熟悉两首儿歌：
《我是公
社小社员》和《火车向着韶
山跑》。这两首歌的曲作者
均是薄兰谷先生。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
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
一所师范学校任教。那时，
学校里正在开展征集校歌
的活动。领导交给我一项
任务，以已经征集到的作
品为素材，写一首校歌歌
词，
找薄兰谷老师谱曲。我
没见过薄老师。按我当时
的经验，看姓名，
以为是女
性。几天后，我拿着
领导集体审定的歌
词，来到音乐组办
公室。偌大的一个
房间里，空荡荡静
悄悄的。只有一个
戴眼镜的中年男老
师，趴在靠墙边的
一张桌子上聚精会
神写着什么。我估
摸，这不是我要找
的人，正想着转身
默默离开。那老师
突然抬起头来，轻
轻地问：
“找谁啊？”
“找薄兰谷老师。”
我应道，心里正很
有把握地料定着他
接下去的“不在”
两
字回话。谁知，他站了起
来，乐呵呵地说：
“我就是，
我就是……”看我愣神的
模样，他热情地把我拉到
桌前，从桌面上随手拿起
几个信封，
“你看，薄兰谷
阿姨，薄兰谷姐姐……这
都是写给我的啊，你不相
信？”说着哈哈大笑起来。
一来二去，我与先生
渐渐熟悉起来，成了他宿
舍的常客。每周四晚上，他
有手风琴辅导课，必定是
住校的。一过八点，完成任
务后，他会哼着曲从楼梯
上来。听到声音，
我几个住
校青年教师就会陆陆续续
到他的宿舍，围坐在一起
听他聊天。听薄先生聊天
实在是件愉快的事。他随
意，健谈，风趣，而且常喜
欢拿自己开涮，兴奋起来
还会手舞足蹈，自导自演
一番。闲聊中，自然离不了
音乐的话题。有一次，他问
我小时候唱过哪些儿童歌
曲。我一一报出，当说到
《我是公社小社员》 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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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方撤回了一条消息
我有一个小同事，给小女友
发了一句话，也就是日常的一句
问候。回头一看，打错了两个字，
犹豫了一下，就撤回了，
准备将错
字改正了再发过去。没想到，
小女
友立即发来信息问他，刚才你说
的话，为什么又撤回了？看样子，
小女友没看到他刚刚发过去又撤
回来的那句话。他就解释，一句问
候而已，
打错了两个字，所以撤回
了，并将改正后的问候又发了过
去。小女友并不相信他的解释，责
问他是不是把发给别的女孩的
话，错发给了自己，所以，才赶紧
撤回了？小两口为此闹得不可开
交，
从那以后，
这个小同事再也不
敢将发给小女友的话撤回了。
有一对男女，互有好感，但窗
户纸一直没捅开。一天，男孩给女
孩发了一条消息，不知道为什么

要我唱几句。听了，
他却连
连摇头，
“不对不对，太沉
了，像弓腰曲背的老社员
唱 的 ，应 该 是 活 泼 欢 快
的。”旁边有人故意逗他，
冷冷地插话说：
“唱无定法
嚒，哪有那么多教条0 ”薄
先生伸出手来，装出一副
像是要打人的模样，
“小阿
弟，你太无知了。这是本大
人的大作，
容不得亵渎，懂
吗？”
那时我们还不知道他
有作儿童歌曲的擅长，以
为他在开玩笑，便一起起
哄1“瞎说，瞎说0 ”他随手
从书架上抽出一本
歌谱，翻开，
“你们
看。”
一看上面写着
“作曲播谷”，我们
又嚷了起来，
“那是
你吗？”
“我就是播
谷，
”这回他有点一
本正经，转而却又
徐 扮起了鬼脸，压低
“我就是一只
宝 声音，
龙 布谷鸟，会唱好听
的歌。”
说着摆了一
个飞翔的动作，得
意地笑了起来。
薄先生到哪
里，
哪里就有笑声。
我问过薄先生：
“你
怎么每天总是乐呵
呵的？”他说，
他的
所有的痛苦都在未成年前
消耗光了，现在只剩下快
乐了。我知道，
薄老师生于
战争年代，从小跟着父母
颠沛流离，
居无定所，
光上
过的小学就有七所。十六
岁那年，父亲去世了。一家
六口人的生活，
全靠母亲在
街道生产组的收入维持。
用
他的话说，
一家人是泡在苦
水里生存的。
薄先生身体不好，患
有心血管、肠胃和肾等多
种疾病。他常在同事面前
乐呵呵地调侃自己：
“我是
烂心烂肺烂肚肠，一个坏
透了的人。”有一次，
我写
了一首词给他看。他笑嘻
嘻地说：
“抽空能不能写写
我薄兰谷？”
“写什么？”
我
有点不解。
“用写词的形式
写一篇薄兰谷同志的悼词
啊。”
“开什么玩笑0 ”我一
下子激动地跳了起来。他
却斯条慢理地跟我解释：
人固有一死。与其死了被
人歌颂，一点都不知道，不
如活着享受一下被人歌颂
的快乐。“写好了，说不定
我会谱上曲，天天吟唱歌
颂自己一番呢。”
说着，嘿
嘿笑了起来。
薄先生病发住院了。

孙道荣

又撤回了。女孩就琢磨，
男孩撤回
的那句话，
是不是对自己的表白？
是不是因为害羞，
又悄悄撤回了？
女孩就追问男孩，刚才那句话到
底是什么？并委婉地暗示男孩，
有
什么话你直截了当地说出来。话
说到这个分上，其实已经差不多
水到渠成了，男孩本可以
顺水推舟地一番大胆表
白，捅破那层窗户纸。可
惜，男孩不解风情，告诉女
孩，
发错了，
并将发给别人
的话，
复制给女孩，
以为佐证。
有个人加入了很多群，也总
是积极发言，刷存在感，
但或许因
为所言无趣，一直未引起关注。一
日，又加入某群的话题讨论，
照例
踊跃讲话，依旧没有什么人搭他
的话茬。同时，
他又与另一朋友私
聊。转换之间，
无意将发给朋友的

万氏兄弟动画梦
我去看他，他从床上爬起
来，
拉着我的手，
又开起了
玩笑：
“ 你来干什么啊，你
看我不是活得好好的。昨
天晚上梦里，阎罗王说我
这个人是个废物，派不什
么用，所以还不想要我。看
来，
一时半会还死不了。”
说着，又哈哈大笑了起来。
可没过几个月，他却
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薄先生毕生从事儿童
歌曲创作，留下了数百首
歌曲。几十年过去，
他的作
品依然有着很强的生命
力。我走近一些小学门口，
常常听到 《火车向着韶山
跑》等旋律。伫立凝听间，
我感觉，那些活泼明快的
乐曲里凝聚着薄先生爽朗
的笑声。

剪影

李建国

! ! ! ! 每年的顾村樱花节我都去赏
樱，
但不是花开的盛季，
而是花落之
时。若是春风吹拂，再夹着细细春
雨，那满天花落的翩翩景象俨然就
是美丽烂漫的樱花雪了。
又是一个落英缤纷的日子。虽
然少了淅淅春雨，可阳光下飘落的
樱花依然纷纷扬扬密密麻麻，树下
也是落花一片，好像积了一层均匀
柔软的白雪。徜徉于樱花树下，
不时
地仰起头，伸开手静静地享受樱花
雪的沐浴和滋润，还有那淡雅的馨
香和轻盈的抚慰。不过，
在这温馨美
妙的感受之中，偶尔也会触景生情
地生出一些惆怅和伤感，原因在于
樱花的花季只有短暂的几天，花落
也显得匆匆忙忙，
总让人有点美中不
足意犹未尽的遗
憾。可仔细一想，正
是由于这种短暂，

! ! ! ! 国内的发烧友最近流行听
磁带，就像十几年前黑胶唱片在
国外回潮，销量、产量连年攀高。
大约是 !"#" 年，我留意到海外
的一些线上唱片行，主要是一些
独立厂牌有出磁带，于是，小部
分的专辑，销售页面同时存在数
字下载、$%、黑胶、磁带四种格
式。磁带的要价偏低，英国通常
是 & 英镑，美国则是 '" 美金，几
乎都是限量版，数量在 '""()**
不等，极端的少至 )* 盘。随身听
老早罢工了，买上一个拷贝，似
乎只为那个感觉，和世上另外 +,
人共享一则秘密。
我当时玩黑胶才三年，疯魔
到仿佛家里的原版 $% 全部遁
形，喜欢的专辑若无一张黑胶，
如同没有。!*## 年去了一趟台
湾，戏剧交
流，自由的

时 尚

一句话发到了群里，
于是，
赶紧撤
回。孰料就因为撤回了这句话，
他
瞬间成为群友们关注的对象，很
多人 / 他，穷追不舍地问他，刚
刚撤回的消息是什么？他第一次
在群里有了存在感，
哭笑不得。
因为被撤回了，一句本无关
紧要的话，就披上了一层神秘的
外衣，
勾起人强烈的兴趣。越是看
不到，
人们往往越是想刨根问底，
一探究竟，这就像欲言又止一样，
总是令人心生遐想，琢磨
不透。据说，有技术可以将
对方撤回的消息再找出
来，
我想，大多时候结果恐
怕要令人失望，因为你会
一次次发现，
那些被撤回的，
也几
乎都是可有可无、无关紧要的一
句话而已。
我们所说的话，其实大多是
废话，说与不说，并不要紧，很多
时候，
恰恰是少说反而有益。如果
生活中我们也能够撤回自己说的
一些话，
世界或许会平和很多。

! ! ! ! 有人说：想戒烟？请到加拿大。虽为
戏言，
却或多或少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作
为客观环境的加拿大，在控烟、禁烟方面
独树一帜的“严招”
“妙招”的点点滴滴。
众所周知，加拿大是一个非常重视
环境保护的国家，其烟草法堪称世界上
最严厉的禁烟法令。
为了确保国家希望所在的青少年的
健康，政府规定任何人不得向 #, 岁或 张
#, 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出售或提供香烟， 高
炜
违者最高可被罚款 ) 万加元（约合 2" 多
万元人民币）——
—那可是一辆崭新的、配
置不错的宝马的价格喔。
除了“无烟星期三”常规禁烟节目，
早在 ',34 年起加拿大就开始禁止一切
场合为香烟做广告，哪怕你绞尽脑汁、费
尽心机，使用暗示语言也休想。
一位初来加拿大的朋友买烟，走进
一家超市问是否有香烟出售，售货员指着塑料帘子说，
就在后面，你要哪种牌子，我取给你。朋友说：
“刚来加
拿大，
还不知道都有些什么牌子，
能否掀开帘子让我瞅
一眼？”她说：
“那可不行，掀开帘子就等于做了广告宣
传，那是违法的，我可能因此而丢掉‘饭碗’。”
在加拿大，凡是公共场所，都禁止吸烟，连烟民最
后的“庇护所”露天酒吧等公共场所也“一网打尽”，违
者将被处以至少 )"" 元加币的重罚。由于这些重磅举
措，加拿大 !" 年来吸烟率下降了 !&5之多，而青少年
吸烟率下降程度尤为突出。越来越多的设有禁烟标志
的公共场，令吸烟者的无形压力与日俱增，明显感到自
己正在成为“不受欢迎的人”。加拿大有长达 & 个多月
的冬天，室外的气温常在零下三十几度，鹅毛大雪，刺
骨寒风。你站在无遮无拦的空地上去抽烟，那会是一种
—标标准
什么样的“无限风光”的“礼遇”、
“享受”？——
准的“活受罪”啊！
为限制抽烟，政府逐年提高烟草公司的税收，一包
香烟售价在人民币 &* 元左右。不允许出售外烟，清一
色本国货，一个味的加拿大香烟，
一天两包的“老枪”日
花费，
你自己算算，
还下得了手吗？
加拿大的香烟，不仅不能做广告，且规定必须在烟
盒上印有吸烟有害的警语和图片，让人看了触目惊心，
毛骨悚然：有吸烟导致腐烂的肺，有满嘴的黄牙，有早
产夭折的婴儿……如此恐怖的图片还规定要占烟盒面
积的 )*!，并标有“加拿大卫生部”字样，超强的警示
力度。一拿起这样的烟盒，就感到恶心。
常言道，环境改造人。在这样戒烟已成大势所趋的
咄咄逼人的社会大背景中，你想不戒烟也难。谓予不
信，请君一试。

想
戒
烟
!
请
到
加
拿
大

樱花之美才愈加珍贵，也更能给予
人们对生命意义的启迪和激情的引
燃。
就像眼前这纷扬飘落的樱花雪，
无论是花开之季，
还是花落之时，
都
是那么美丽动人。她们一旦完成了
装扮春天的使命，仿佛接到了撤退

樱花雪

刘向东

号令的战士一样，
决不留恋枝头，
犹
如一场洋洋洒洒的瑞雪落于大地化
为春泥。这样的飘落对花朵本身而
言算是生命的凋谢，但这种凋谢不
仅坦然潇洒，而且在一定意义上也
远远超越了樱花盛时的外在美丽。
其实，樱花雪的美丽与樱花盛
放的美丽还蕴涵着一种无形的精神
力量和高尚品德而令人敬仰。人们
春日里赏樱，已不仅仅是在体感春

时间都在淘黑胶。也买磁带，因 扭曲。类似的听觉调味，通过音
为太实惠，二手市场里折人民币 响器材达成，费用可观，但借助
每盘不到五块，原封的都那么 软件去实现，少则十几元，多则
贱，
完全是被淘汰了。回沪后，跑 上百元，非常经济。不妨一试，
虬江路购入一台日产的天龙卡 相同的专辑，拿 $%、黑胶、磁带
座，
开始重新听磁带。
三种版本在同一套设备上播
社会上确实存在一批人，赶 放，效果还是容易分辨的。$%
时髦，
把玩黑胶，提高调性。黑胶 提供稳定、纯净的高品质，黑胶
和 $% 的
偏于氛围、
音质对比
腔调，磁带
是个复杂
的失真感自
的课题。
成 一 派 ，尤
王莫之
我收藏黑
其体现在上
胶，主要迷恋它巨大的身形、多 世 纪 五 十 至 七 十 年 代 的 爵 士
变的设计，也因为在某个时期， 乐，萨克斯、小号这类管乐的魅
它的价值被低估了，待到矫枉过 力会有加分。我不是在讨论音
正，
热情也就不再了。
质的优劣，而是口味的区分，如
都 说 黑 胶 的 声 音 温 暖 ，其 同一盘肉丝，有人喜欢京酱，有
实磁带尤甚，浑厚得仿佛名伶 人偏好鱼香。只是有一点，那的
感冒。这里面 包 括 了 底 噪 、失 确是磁带所特有的。磁带是有
真，总之，是对原始录音的轻度 记忆的，上一次播放到哪儿，卷

磁带是有记忆的

天的温暖和视觉上的享受，而是真
真切切地感受着樱花成为一种美丽
的符号和文化的元素所闪耀的生命
光彩。而这种光彩又决非是表象上
的观赏性，而是她们在短暂的生命
和有限的春日里，倍加珍惜美好的
时光，以盛开时团团簇簇的合力精
神，以落花时轰轰烈烈的超然风格，
以化泥时默默无闻的奉献品德把生
命之花绽放得美丽无比，烂漫至极。
“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
护花。”
我想，龚自珍老先生在被花
落的烂漫和无私的品德深深打动而
诗兴大发留下不朽诗句时，也一定
想到了落花与人生的相似之处而感
慨万千吧。人的生命是有限的，谁也
无法主宰，然而，每一个人都有把握
生命宽度的权利和创造人生精彩和
辉煌的机遇。就如樱花那样以“莫使
春光别去”的珍惜，同样能绽放出美
丽的生命之花。花季纵短，也美！

七夕会

轴就以
它特有
的方式记录下来，在下一次强
迫你去接受、面对。当然，你也
可以破坏这套游戏规则，你可
以倒带，可以快进。我的随身听
老早罢工了。我在家里听卡座
拖拉磁带的时候，有时会看见
二十年前的自己，为了省电，拿
铅笔头手动倒带，当时最喜欢
中华牌的!- 铅笔。
磁带在中国的回潮必然是
小范围的，如同四月里的微风，
还有飞絮，引得皮肤起反应。这
玩意我们经历过，不像黑胶，八
零年代之后出生的人士到了新
世纪才建立联系。这似乎也正是
磁带的魅力，如同一个灵媒。很
多时候，我们是在听音乐，没错，
我们在听音乐，也是在拾取唱片
沟槽里的生命记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