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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俗烟火中的情人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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鸡年春节团年宴上，76岁的
丈母娘高举盛满葡萄酒的酒杯
对我祝酒：“祝鸡年官运亨通！”
酒还没喝，我感觉脸已经发烫
了。

丈母娘，您在社区大爷大妈
中跳健身舞是兴高采烈夕阳无
限好的样子，但作为鸡年本命年
的我，都已经 48岁了，在一个小
单位佝偻着腰写材料已经写到
了头发灰白，您还对我开啥玩笑
啊？

想起追求县城里有一双梅
花鹿眼睛姑娘的那年，在小乡镇
工作的我，还处于丈母娘的严格
考察阶段，我去她家，感觉是一
个混饭吃的乡下落魄青年，她用
一双威严而挑剔的眼神面对我，
时常问起我人生的理想壮志。
那年元宵节，正好距西方的情人

节还有一天，我志在必得地对她
表示：“35岁以前，我至少当一个
乡长！”或许就是那次誓言，第二
天，丈母娘把一只关在阳台笼子
里扑腾的鸡亲自宰杀了，款待我
这个疑似将要成为“乡长”的“女
婿”。肃穆表情的丈母娘，瞬间
也变得慈祥，她把打开县城城门
的钥匙，郑重地交给了我这个面
目平平内心却有青云之志的青
年。那时县城还没时兴过情人
节，但我对当年那个情人节，实
在是有着刻骨铭心的记忆。

我和那梅花鹿眼睛的姑娘，
而今婚姻已经走过了 23 年的时
光。我早已经和岁月握手言和，
并俯首称臣。我明白，我这样一
个人，就是路过人间，打了几瓶
酱油就要消失在地平线的小人
物。这些年一浪高过一浪的情

人节，我老僧入定一般不为所
动，依然守候在用心血点燃的一
盏小灯面前，大多用蝌蚪般游走
的文字充精神之饥，买大蒜油盐
辣椒做红烧肉解馋的烟熏火燎
平常日子。

这些年情人节到来时，都市
的天空都染上了一层羞涩性感
的红晕，玫瑰也快卖成金条的价
格了，秋波穿过雾霭或雾霾，仿
佛人间真成了爱的天堂。

我这样一个已踏入中年门
槛的男人，是不是在情人节的漫
天气息中，有一种酸葡萄心理
呢，好比我老家乡下三叔，从没
吃过鲍鱼，他硬是嘴犟，对我唠
叨着说鲍鱼没腊肉汤好喝。

去年情人节，50多岁的老王
给我打来电话，兄弟，知道今天
啥日子么？我打开网络看情人

节里的八卦新闻。有一个小伙
子，在广场上用各色花朵为恋人
摆下“爱”的英文字型，把女友感
动得一塌糊涂；有一个寻找出走
恋人的男子，爬到天桥上声称要
跳桥，最终得到解救。过后我忍
不住打电话告诉老王，老王，咱
们喝酒吧，过个情人节。

老王呵呵大笑数落我，我和
你过啥情人节，你给你妻子买束
玫瑰花吧。老王没忘了告诉我，
他儿子开了一个花店，请我去那
里买花，看在多年朋友的份上，
可以给我打八折。

50 多岁的老王，可比我浪
漫，他说情人节晚上还要和老婆
去吃西餐。我曾经不是一个浪
漫诗人么，想象着牵上妻子的手
挽着她而今已日渐水桶一样粗
壮的腰身，去南极看企鹅，去北

极看极光，骑着宋朝时代剽悍的
大马，走遍中国的县城……但婚
姻走过的旅途，一直磕磕绊绊甚
至绝望时想给对方投毒。那些
云上的梦想最终还是云。

我相依为命的妻子，她绸缎
一样光滑的肌肤，在岁月里成了
粗糙棉布。我似乎觉得亏欠她
太多。想起同她相爱那年春天，
我带着她去乡下，在开得如金黄
云彩的油菜花田里，她陶醉了。
我给她一气掐了一篮子油菜花
带到了县城，放在她的小屋，花
香了一周，

今年情人节快到前，我问妻
子，做点啥有意义啊？寻思来寻
思去，妻子突然说，对了，你去买
几根蜡烛，我们吃一顿烛光晚
餐。

真是好主意！我想起还有
乡下赵大爷送来的腊猪蹄，情人
节那天晚上，燃起烛光，在烛光
下啃腊猪蹄儿，顺便来点泡大
蒜。妻子连声说，好哇，好！

和我一起在烛光下啃腊猪
踢的这个女人，你就和我一起慢
慢变老吧，你是我一生一世的情
人，我们的日子，浸透了世俗的
人间烟火，已有了一层最温暖的
包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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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财经界、信息界经常有一个清
秀、靓丽的年轻女子身影，闪亮在各类高
端平台，她就是来自世界名山黄山的姑娘
——艾诚。

艾诚，1987 年出生在黄山区。2004
年，以黄山市文综状元的身份进入中国传
媒大学新闻系，以四年专业课第一的成绩
免试保送北京大学国际传播系。后又获
得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公共政策硕
士学位。2012年当选世界经济论坛全球
杰出青年，2016年上榜福布斯30位30岁
以下亚洲影响力人物。

贴在艾诚身上有很多标签：独立双语
主持人、艾问传媒创始人、赛富亚洲基金
投资合伙人。但是对于艾诚来说，最简单
直接的标签便是：黄山姑娘。

艾诚从小在黄山区长大，奶奶和妈妈
工作的园艺场是她儿时的乐园，在这里，
艾诚在山野里奔跑，自由自在地享受童年
的乐趣。而同时，爷爷和父亲却给她提供
了另一番天地：知识的海洋。爷爷是皖南
地区当地有名的水利工程师，家里订阅所
有能送到黄山的近百本报刊，这使艾诚得
以在知识的海洋里徜徉，饱读各类书籍报
刊。这种与众不同的成长环境，给了这个
黄山走出来的女孩不一样的感触和沉
淀。而绝胜天下的黄山美景，更是成为她

记忆中最难忘的风景。打开家里卧室的
门，就能看到黄山在远处，是艾诚到今天
还铭刻在心的回忆。自17岁外出求学闯
天下，艾诚以智慧、勤恳、勇气、担当打下
属于自己的一片天空，但是不管走到哪
里，黄山永远是她抹不去的情怀，黄山人
永远是她给自己的精准定位。如今即使
工作繁忙，经常在美国和北京奔波，但是
她每年至少回家两次探望父母和家人。
在她发表的书籍首页，都会有这样一句感
谢词：这本书是送给我的黄山家园。为了
更贴近自己的黄山家园，如今的她就在出
生长大的黄山脚下买了几亩小地。以后
有机会把生活工作的主要场所都搬回到
黄山脚下，在这里工作、生活，抚养孩子，
成为了她最直白的想法。

揭开黄山姑娘的标签，外界所熟知艾

诚的身份是一名财经双语主播，曾受邀在
多家主流媒体主持“对话类”节目，也是国
内外财智盛会如博鳌亚洲论坛、国际金融
论坛、经济学家年会等的常邀主持，去年
11月在乌镇召开的第三届世界互联网大
会，艾诚更是担纲主持对话众多创业大
佬。但是对于艾诚来说，她真正的身份却
是一名创业者。2014 年春，艾诚毅然辞
去了中央电视台驻纽约财经评论员的工
作，回到北京，创办艾问传媒，出品日播
《艾问每日人物》点评热点人物TOP1，季
播《艾问顶级人物》对话行业领袖TOP10，
年度《艾问人物榜单》发布有担当的创业
者、投资人和企业家30强。“艾问，阅人无
数，为你而问”，成为了她的口号。

在艾诚看来，她选择以创业的身份创
立一个商业顶级媒体，就是希望用在成长

路上收到的恩情，以及在资本和媒体界的
资源，记录时代人物，记录风口浪尖商业
人物的创新精神和创客法则。而同时这
也是她新闻梦想和情怀的一种延续。

除了创业者的身份，艾诚还有一个外
号——“小红裙”。这源于在工作中出现
的艾诚，总是身着小红裙出镜。从乌镇互
联网大会到博鳌论坛，再到出现在众多的
顶级投资人、创业者和企业人中间，小红
裙是艾诚最醒目的一袭战袍，如今小红裙
已经成为了她独特的存在和象征，对于艾
诚来说，这更代表了黄山姑娘的一种精
神。如今小红裙又成为了她专心致力的
公益事业的代名词。在她的推动下，发起
小红裙精神，带动一个巨大的中国“她经
济”，从而吸引各行各业优秀的女性佼佼
者们，把事业上生活中的能量和资源，用

来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女性。
2016 年 11 月，刚主持完乌镇互联网

大会的艾诚，出现在中国黄山首届旅游投
资发展高峰论坛的现场，除了主持人的身
份，她还有一个醒目的身份——赛富亚洲
基金最年轻的投资合伙人。在作为黄山人
的艾诚看来，黄山是世界上最美的 IP。在
过去的20年，每个百姓用黄山松的精神，
用黄山人的坚持和努力成就了黄山。而对
身为财经人和赛富合伙人的艾诚来说，她
更希望黄山旅游能够创业再出发，集结全
球的资本圈和大旅游圈的领袖共同谋划，
让产业和资本结合，用产业来支持黄山旅
游企业的发展，企业再去服务所有游客，实
现一个良性循环的生态圈效应。

因为在投资上的成就，如今的艾诚，
又被朋友们赋予了新的身份——新徽

商。艾诚非常开心地接受了她的新身份，
作为被这方水土养育的黄山儿女，她特别
希望可以为家乡的发展献上绵薄之力。
在努力促进黄山发展的同时，艾诚也没有
忘记保护黄山的使命。“即使有再多的国
际经验和再多的资本助力，依旧希望黄山
能保持它的特色，当我们有全球更好的经
验来的时候，我们更需要坚守一草一木，
坚守黄山松精神和黄山人本身品质，希望
黄山可以越来越美、越来越大、越来越辉
煌，但是世界上永远有且只有一座黄山。”

标签很多，身份很多，对于艾诚来说，
这些都不是她在意的，她说：“我是谁这个
问题不用强求，I am not one of but the
one.(我不是某个人群之一，而是自己定义
自己）。”愿这个自我定义的黄山姑娘，能
走出更加精彩的人生。

艾诚艾诚：：黄山姑娘定义自己的精彩黄山姑娘定义自己的精彩
□ 程秋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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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单位来说，春节的假期是有规
定的，从三十晚到正月初六结束。而在
大多数人的习惯中，春节得从小年开
始，一直延续到元宵节、十八朝。一个
民族习俗，延传数千年，其根基之深之
固，还真不是现在人高喊几句“年味寡
淡”就能改变的。

记得年里腊月二十七，去一个小
镇办事，到了午时却找不到吃饭的地
方。回复说，都快大年三十了，早关门
歇业了。我一方面为吃发愁，另一方
面却又为肯关门歇业的店家叫好。无
论你是谁，无论哪个职业，都要过年，
肯在赚钱的黄金季节关门不做生意，
可见年在人们的心中的地位，我们不仅
仅是从忙乱的大迁徙的回家脚步中感
受到。

正月初四一大早就回了单位。起
早是为了避开车流、人流，大家都在开
着车子拜年哩。要是不起早，从家到
单位 50 公里的路程，堵上三两小时是
很正常的。只是没吃早饭，一看单位
门前的小店关门闭户的，只好去马路
对面的便利店，购一包方便面果腹。
眼瞅着元宵就要到了，小店依旧门关
着。老板的豁达真是杠杠的，仔细一
看，门边墙上贴着开张通告：“正月十
六前别烦我，让我好好过过年。”店主的
意思是十六开张。

城市的冷清与一个热闹农村是成
反比的。于我即便回到了城里，足迹却
是踏上了不同的村庄。卖花渔村游客
来了，黄备村村民春晚开始了，上丰村
绿梅绽放了，等等，不一而足。多少年
了，该热闹的地方依旧热闹着，该开的
花依旧开着，该忙的人依旧忙着……年
就在几个昼夜之后过完了。自然，该闲

的人依旧闲着，他们并不愿意这么早就
投入新年的工作。对他们来说，匆匆脚
步引发的频率并不能产生共振。

我想小店主人是一个崇尚清闲过
年的人。一年忙到头，仅仅是为了赚
钱？那赚钱还不是为了更好生活吗？
如果连一个年都无法清闲地过，连久别
的亲情都不能多些日子相聚，那么生活
又有什么意义？

农村的年是与学校的开学时间相
契合的。学校开学了，年也逐渐收尾
了。自古以来便有“过年过到十八朝，
拜年拜到三月三”的说法。学校开学一
般在元宵过后，把孩子高高兴兴地送进
学校，村人也就各自扛着锄头进山了。
从小年开始，到十八朝结束，近一个月
的休闲，养得膀圆肚鼓的，正好开始新
一年的生产。而发生在上世纪九十年
代前后的越来越剧烈的打工潮，将年的
悠闲和缓慢撕咬成了碎片。农村人的
年也会因为家庭成员的不完整，而感受
到了年味的变迁。隔壁老程家的儿媳
妇，连续四年没回家过年了，一个家就
像被抽了筋骨一样。一问缘由，那媳妇
在城市超市上班，不放年假。若是春节
回家过年，就会被扣下两个月工资。这
是农家人伤不起的惩罚。

“十六开张”已经不算迟了，毕竟过
年要过到十八朝的。于我更是欣赏小
店门前的那把锁了。锁住了一个赚钱
的门，开启了一扇休闲的窗。锁，锁住
了传统，锁住了年味，这是值当的。我
一年到头的早餐九成以上都在单位前
的小店吃碗稀饭，下碗面条解决，算一
算还要再过上几天才能不自备早餐，那
可得早些起来，不然一个上午就得饿
着。那可不是个好感觉。

让我好好过个年行吗
世
间
闲
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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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佳林

浪漫留在心里

陈姨与老伴老胡常来这家
诊所走动，缘于一次饭后散步，
老胡突然口不能言，嘴咧咧地歪
向一边，幸亏送医及时，才将脑
部血栓化开，之后陈姨常陪老胡
来这儿打点滴作预防。

诊所新来了一位卫校毕业
的护士。陈姨羡慕小姑娘的俏
丽、活泼，宛若春风里一束盛开
的桃花，给诊所增添了青春的辉
映。小姑娘走在路上，细腰不盈
一握，翕忽的风吹起翩翩的裙
袂，清芬袅袅，煞是迷人。

自然会有追求者。优雅娴
静的陈姨在一旁陪老胡打点
滴，小姑娘与男友通电话时听
得真切，又是一番感慨，现在的
姑娘家多开放呀，言爱无顾忌，
认识几天就敢发嗲。看看老
伴，已在打盹，陈姨妍妍而笑，
像一朵嫣然的蔷薇，心里却在
想：这老头儿，当时自己要是有
这小姑娘一半的坦率，说不定会
吓跑了他。

回忆就像山谷里的钟声，遥
远悠长。那时老头儿还是小
胡。两人同校执教，相见的第一
面，她就感觉小胡那双清澈如溪
流的眸子里，有自己的影子。可
两年里，双方一直那么憋着、熬
着。小胡改行进公社当了生产
干事，她感到莫名的惆怅。那年
暑假，老师们都摊配到各个村子
去“双抢”（抢收抢种），接受再教
育。她却接到一纸通知：到公社
帮助整理文件档案。小胡是个
住村干部，她在办公室加夜班
时，会发现有个熟悉的身影常在
窗外晃动。娇羞无比的她，头埋
在纸堆里不敢抬起。暑假结束，

书记看看一摞摞有棱有角的叠
放，一沓沓笔划工整的目录登
记，脱口赞道：“小胡举荐得不
错，很好！”尽管她早意识到了，
但那瞬间，心还是尖锐而甜蜜地
颤动起来。

之后，双方仍然保持着距
离。不过，小胡不时来学校，在
昔日的好友处坐坐，在校长那儿
聊聊。她心里清楚是为她而来，
便在甬道、在校门口溜达着等，
想见面给他一个羞涩的笑。沉
不住气时也借故问：“有事呀？”
他居然大言不惭：“对，公事。”一
个生产干事，也来学校办“公
事”！她很生气。不过也由此开
窍，她也去公社办“公事”了，“顺
便”送给他一个羞涩的笑。

陈姨夫妇去诊所时，总能不
断听到小姑娘的新闻。这次说，
昨夜先去酒吧喝酒跳舞，后又去
听了场轻音乐；下次又说，在游
乐场尝够了各种玩具的滋味，又
叫了游艇夜游了新安江，两岸是
闪闪烁烁的灯火，艇内几个艺人
轻歌曼舞……陈姨又是一番羡
慕，多浪漫呀！而自己那会儿，
相互远远觑一眼就很了不得
了。小姑娘有时也耷拉着眼睑，
老胡便逗道：“呦，嘴噘得好高

哩！”小姑娘便把气往他身上撒：
“谁像你，年纪一把还秤杆不离
秤砣！你年轻时准是成天把陈
姨抱着背着！”老胡那双不因年
迈而浑浊的眸子便快活地闪动
开来。陈姨发现来约小姑娘的
不是原先的面孔，而且过一段时
间又是一张新面孔。问起，小姑
娘说这个“不洒脱”，说那个“不
慷慨”。陈姨想也是，婚姻是一
个女人的二次投胎，精挑细选是
应该的。她又忆起了自己的当
年，不会挑不会选，死心塌地只
想着他……

时光真缓慢，一年又一年。
两人早已心心相印，却不急着道
破。她还需要时间去进一步确
认，他究竟是不是命中属于自己
的那个人。忧虑是有的，她是炼
就了幽闭自己的本领，像一尾躲
在凝固溶岩里的昆虫，全须全尾
毫发无损。可小胡呢？小胡风
流倜傥，是女人眼中的“绝版”男
人，能不能守住自己？

相思也是缓慢的，如同炉上
慢慢熬着的中药，熬呀熬呀，空
气中弥漫开来的全是中药那种
苦中带涩的味道。她相信不光
是自己沉湎其中，还有另一个
人。这样，她就品尝出内中有一

丝淡淡的甜，那是思念的味道。
她期待着憧憬着有那么一天，两
情相悦，风花雪夜；她也有浪漫
情怀，两人去那渺无人迹的深山
老林，日游夜宿，聆听各种纤细、
脆弱、微妙的天籁……

三年过去后的一天，听说小
胡又一次来到学校，她依旧去学
校甬道徘徊。她没料到小胡出
校时见了她仓皇而逃。她感到
世界在瞬间崩裂成废墟。

然而，一封从窗户投进她房
间的信，正在静静地等待着她！
原来，小胡的柔肠百结，小胡的
无尽思念，都托付给一支笔了！
她喜极而泣，这盏从秦时擎到汉
时的灯，今天真实地点亮了！

老胡夫妇又一次进诊所时，
小姑娘又有了意中人，还进入了

“试婚”（同吃同住）阶段。同事
们以为大功告成，不料为时不长
又散了伙。陈姨很生气，便谴责
那小伙：“她是一个姑娘，你们都
一起了，哪能说分手就分手？”小
伙说，没法子，她太“浪漫”，应付
不了。原来，小姑娘还是三天两
头拽着小伙去唱歌、跳舞、喝咖
啡、畅游新安江。陈姨跟老伴
说，多好的一位姑娘，可我看她
是在糟践自己！老胡说，时代变

了。我们那会儿，视婚姻为终身
大事，慎之又慎，从一而终。现
在盛行的是临时工，像农民进城
打工，今年到这，明年到那；在城
里工作的，一会儿在这上班，一
会儿去那应聘……陈姨说，别扯
远了，我是说婚姻。老胡说，可
怕的就是弥漫于社会的这种临
时工心态，婚恋领域也难以幸
免。

先前的“羡慕”在此刻被颠
覆了，陈姨忽然觉得有许多话要
跟小姑娘讲。作为长辈，她要告
诉小姑娘：恋爱是一种自私、专
一的感情，慷慨不得。一个女人
来到这世界上，就有一个男人是
为她而来的，对于男人也如此。
应该把这份感情献给认定的那
个人；恋爱是一个缓慢的过程，
像一块璞，经过时光的打磨，然
后才能成为一块玉。一见钟情
有之，但不是见色起意；日久生
情有之，但不是权衡利弊的结
果。

她还要告诉小姑娘：婚姻追
求的是不离不弃，从青丝到白
发，从风华到迟暮。婚姻意味着
组家过日子，要把关爱、体贴、安
逸送给对方，浪漫只能留在自己
心里……

英国研究人员在新一期德
国《糖尿病学》期刊上报告说，他
们对 1 型糖尿病病人的研究发
现，人体内一种抗衰老激素的水
平与早期糖尿病肾病相关，未来
或可用于预测糖尿病肾病发病
风险以及开发新疗法。

糖尿病肾病是糖尿病病人
的并发症之一，由于它会导致复
杂的代谢紊乱，一旦发展到终末
期肾脏疾病，往往比其他肾脏疾
病的治疗更棘手，因此及时防治
非常重要。

伦敦大学国王学院的研究

人员测试了 78 名 1 型糖尿病病
人的血液和尿液样本，其中33人
出现糖尿病肾病早期症状，即微
量白蛋白尿。微量白蛋白尿是
指尿中出现微量白蛋白的情况，
是糖尿病肾病等导致的早期肾
脏受损的表征。

分析显示，与其他糖尿病病
人相比，这些有微量白蛋白尿的
病人体内一种名为 Klotho 的激
素水平更低，而其他糖尿病病人
的这类激素水平基本与健康人
群相近。此前已有研究发现，这
种激素能够保护血管系统不受

那些与异常衰老相关的变化影
响，如动脉粥样硬化。

报告作者之一、伦敦大学国
王学院学者朱塞佩·马尔特斯
说，这项研究发现了Klotho激素
与1型糖尿病病人所患肾病之间
的关系，意味着未来有望基于这
一成果开发用于诊断糖尿病肾
病的标记物，甚至开发新的疗
法。

研究人员计划未来开展更
大范围的研究，增加受试病人数
量，并涵盖 1 型和 2 型糖尿病病
人，进一步验证这项成果。

·据新华社·

梅花绽放春意浓
新华社发（刘建华/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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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抗衰老激素有助诊治糖尿病肾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