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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并茂讲述食材故事
“ 善农者躬耕细锄一年收成，在

手不知销路，烂于田中不出，勤吾辈
朝九晚五一腔抱负，欲食安心饱腹，
满街坑爹食物，不如我为诸君带路，
游山玩水，一妙也，不亦乐乎？”网友

“ 把文翰”为了寻找安心食材，辞去
深圳的高薪工作，隐匿在成都，开始
了“ 神农尝百草”生涯。

“ 站在厨房里，想到此时此刻你
一定在山野乡里奔走，寻找我从未
知道却必定美味的食材，瞬间觉得
好幸福。”这一路行来，“ 把文翰”用
相机记录下了关于“ 食物”的点点
滴滴，加上文字描述，一道道菜肴惹
人垂涎三尺。比如，关于牛市坡花椒
的探访，他用文字和图片展示了产
地地理位置以及花椒的制作工艺。
对此，“ 把文翰”自称是“ 带你一路
叹世界”，而网友则认为应该用“ 带
你一路尝世界”更为准确。

不仅如此，他还开了间淘宝店，
将觅得的食材陈列在店里，让更多
异乡人也能尝到这些极具地域特色
的“ 当地美食”。郫县豆瓣酱、平乐
二娃炒菇、中江空心挂面、瓦屋山笋
干、罗城牛肉干、牛市坡花椒、威远

七星椒和渠县金针菜干，这些食材
不仅现在市面上很少见，甚至不少
网友坦言，不少东西就连听都没听
到过。

网友很羡慕“ 把文翰”的勇气，
也是因为这份勇气，他才能享受到
最地道的美食。“ 这是真人版的《 舌
尖上的中国》！” 还有网友表示，虽
然不能像他那样辞职，但一定要循
着他的足迹去当地尝一尝那些藏在
深山的特产。

一根粉条改变人生轨迹
为什么在都市工作的白领，会

选择去乡村找食材、接地气？“ 把文
翰”表示，有一天在家里煲汤，不小
心炖了4个小时，打开锅盖的时候，
却发现粉条完好如初。“ 经历了4小
时，都没有煮烂，我很后怕，难道我
们每天都在吃这些东西吗？” 这让

“ 把文翰” 对眼前的生活产生了一
丝困惑，更成为了他“ 辞职走天涯”
的导火索。

据记者了解，28岁的“ 把文翰”
来自甘肃，前几年，他从兰州交通大
学物流管理专业毕业后，因为喜欢深
圳这座城市，便去了深圳找了份工
作。“ 我以前在深圳工作，我喜欢那

里。不过三年后，我发现在都市中的
生活，并不是我想要的。”“ 把文翰”
告诉记者，“ 原来的生活，与其说是
生活，不如说每天都在为工作，为钱
生活。在城市中，回家做一顿晚餐，超
市和菜场里的菜根本不新鲜。”

身边的人吃着各种保健品，鱼
肝油、维生素，这些真的能被人体吸
收吗？从蔬菜和鱼肉里汲取才是更健
康的生活方式吧。“ 把文翰”表示，他
对人们在城市中努力工作，却无法享
受到健康的生活方式很遗憾。这些问
题一直困扰着“ 把文翰”。因为平时
喜欢看美食类的节目和书籍，于是就
有了去寻找新鲜食材的愿望，“ 试，
机会百分之五十，不试，机会零。”思
考后，他还是做出了决定。

辞职后，他和女友一起去了成
都。“ 把文翰”对记者说，每次去探
寻前，他都会做好功课，在当地图书
馆里找当地的特产的书籍。不过，刚
开始却并不顺利。“ 一年走了四川30
多个地方，却只寻到了8种食材。因
为我要找的是用传统方法制作而成
的食物。”所以一路走来，并不轻松。
不过他表示，虽然条件艰苦，但还是
会坚持下去，虽然现在入不敷出，

“ 但不试怎么知道呢？”他说。

本报讯 见习记者 吴嘉川 昨
日，一微博平台晒出了一份企业食
堂的通知，不同与沪上不少高校为
禁止社会白领来校园食堂“ 蹭午
饭”，该企业要防的居然是自己的职
工。这一新鲜做法让网友们感到有
些惊讶，而该份通知正是出现在陕
西一公司的某个食堂，然而截至记
者截稿时该微博已经删除，发帖人
只留下了一句：“ 搞大了，无奈。”

微博“ 路边社陕西分社”的主
页上出现转载网友祥子的一条帖
子，他在其微博中晒出了陕西一公
司某项目部发布的食堂“ 限购令”
通知，该通知中称，“ 由于食堂饭菜
价格低，为防止个别职工以此钻空

子，故规定每人早饭买鸡蛋不得超
过2个，每顿饭买馒头不得超过4个，
买馒头必须买菜！”发帖人祥子只说
了一句：“ 扯淡⋯⋯的食堂⋯⋯”然
而傍晚时分，该贴已经被删除了。

有网友感慨这是一个神一样的
食堂，沪上不少高校学生直言自己
只听说过学校为防校外人来蹭饭
的，还从未听说过企业内部食堂要
防员工的，随着该帖子的删除，限购
令出台的原因也不得而知。从他晒
出的这张通知上，记者看到除了对
于买饭的严格规定，为了整顿食堂
就餐风气，该通知还在文末加上了

“ 严禁在开饭期间与食堂工作人员
吵闹，一旦发现，闹事人员罚款500

元，态度恶劣者，开除出项目部。”
记者在网络上搜索了一下，高

校内曾经发生过类似限购早餐食物
的通知，然而该通知出现在企业食
堂似乎还是头一遭。

2010年中国传媒大学的食堂曾
出现过限购，“ 每人每餐限购鸡蛋2
枚，馒头5个。”而就在今年10月底，
东北农业大学官方微博也晒出了一
张学校二食堂的限购通知，上面写
道：“ 由于天气渐凉，饼锅加热慢，
过几天还要增加一个饼锅，为了能
更好地为同学们服务，尽最大努力
让同学们吃到热饼，所以限定每名
同学最多一次性购买10张饼，特此
通知！”

为防员工贪便宜 企业食堂搞限购

辞去城市里的高薪工作，归隐山田，寻遍坊间，埋头研究食材。带着寻找健康美味食材的愿望，“ 把文翰”在
中国大地上四处寻访，仅一个四川省他已经去过了大大小小30多个县市。风景不是他所追求的，唯一能吸引他
前往的唯有“ 传说中的食材”。连日来，“ 把文翰”陆陆续续把一路走来的所见所闻发布在网上与“ 吃货们”分
享，伴随着阵阵惊叹而来的，是网友们送上的“ 食材徐霞客”、“ 现代版中华小当家”的美誉。

本报记者 苏文俊

本报讯 记者 苏文俊 最近，清
华大学校医开出的一张病历卡引起
了网友的关注。图中的病历卡与普通
病历卡不同，在医生诊断的下面，还
图文并茂地画了康复锻炼示意图。网
友表示，如此人性化的病历，让心里
生出暖流。

“ 昨天腰闪了，今天去校医院，
大夫在病历本上给我画了个康复练
习方法，现在看一次笑一次，笑一次
腰疼一次！大夫你是在拿我的生命卖
萌吗？” 吴小琪更新了一条配图微
博，她表示，当时出现肌肉拉伤，这是
医生建议的康复练习。

病历本 的 下 面 画 着 两 幅 示 意
图，医生用最简易的方法画了两
个小人，竟然还有鼻子有眼，露出
微笑的表情，从寥寥几笔竟可以
看出是个长发女孩。第一个女孩
俯在地面，双臂背在后面，头和腿

抬起，第二个女孩头和腿向后翻成
了“ U”字 。这 张 图 竟 然 产 生 了 近
万次点击。

“ 笑死咯，这个医生好可爱！”网
友对校医的卖萌和敬业举动表示赞
赏。不过，还有不少人表示，要完成第
二个动作几乎不可能：“ 天啊，怎么
能把腰卷起来啊！”不过，马上有网
友站出来解释，“ 这个动作对腰部功
能锻炼很好。”

据吴小琪称，她是清华大学大四
的学生。前几天不小心扭伤了肌肉，
到校医院就诊，医生写完病历本后，
又画了图。让她觉得好笑的是，医生
怕小吴没看懂，又画了一个更夸张
的，最后带上了表情。

回到宿舍后，寝室里的姐妹都笑
趴下。病历本上画的这个高难度动
作，其实网友没有猜错，是肌肉拉伤
恢复以后才能做。

本报讯 见习记者 吴嘉川 抽烟
原本是一件让周围人“ 嫌恶” 的动
作，然而近日却有一条关于香烟的照
片红遍了网络，这条帖子并没有烟
味，反倒是充满了爱意。原来这是吉
林大学的李同学发上网的，她的女友
送了他不少爱心香烟，每一根上都用
笔写下了祝福和调侃，这张照片一时
间被转发了近6000多次。女友的爱让
小李和网友觉得感动，回顾最近的网
络，不难发现那些关于一根香烟引发
的故事并没有停止⋯⋯

在吉林大学读研二的小李相册
里有这么一张照片，看着他这张“ 晒
幸福” 照似乎有些特别，他写道：

“ 2012.12.8，收到惊喜快递，你说我是
抽呢，是抽呢，还是⋯⋯”在他上传
的照片上整齐地排列着数根香烟，而
不同的是，香烟上面写着不少小字，

“ 愿得你心白首不离”、“ 我会陪你
度过不眠夜”、“ 面包会有的”、“ 相
约大连一起看海”、“ 此根香烟生产
过程掉进过厕所” ⋯⋯他晒出的照
片上几乎每根香烟都写着女友的祝
福，以及一些读来温馨的调侃话语。

小李女友的这份礼物据称正是
他要戒烟的原因，在照片下方，看到
这样的劝戒烟方式，网友们有些“ 眼
红”，一位网友说：“ 好久没有遇到这
么让人感动的事了，真心祝福你们，
永结同心，白头偕老。”另有不少转
发的网友直叹“ 太有创意了”！

小李女友的这份用心让不少人
回忆起最近网络上那些与香烟有关
的故事，调侃的话自然占了大多数。
近日一条名叫“ 神逻辑”的帖子也红
遍了微博，引来不少刚毕业的年轻

“ 烟民”感慨。这个帖子模拟了两个
人之间的对话，其中一人算了一笔
账，“ 如果一个人抽15年烟，一天三
包，每包10英镑，1年10800英镑，不考
虑通货的话，过去的15年里抽烟总共
花162000英镑。”

这个网友继而表示，如果没有抽
烟，把这些钱放在一个高利息的储蓄
账户里，按复合利率来算，这位吸烟
者现在已经可以买一辆法拉利了。然
而与他对话的人有些不甘示弱，反问
道：“ 你抽烟吗？如果不抽，你的法拉
利呢？”

一根香烟引发的故事可以有许
多，戒烟的方式也有不少，记者随机
采访了不少刚毕业的90后男生，他
们中不少人都有抽烟的习惯，有些
同学是由于大学室友同化，而其他
人则是迈入社会后“ 不得不”抽烟，
养成这个习惯的原因大家并不相
同。但唯一相同的是，这些年轻烟民
都认为，要在短时间内下决心戒掉
很难，一位学生模样的同学这样告
诉记者：“ 放钱在一边刺激这个方式
真的很好，积少成多嘛，但是关键还
是要跨出那一步，有时候，就是会控
制不住想去抽。”

“ 女友牌”爱心香烟
根根满布祝福和调侃

医生在诊断书下画锻炼示意图

“ 感性”病历卡暖倒清华学生

网友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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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照片记
录牛市坡花椒
的生长环境以
及制作加工的
过程。

网友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