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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更高品质的精
神与物质生活——“乐享
年华”！扫一扫，每天好
礼相送哦！

czrblexiang@126.com

古人说的一点不错，“闻弦歌而知
雅意”，这两天手机单曲循环的是昆曲

《牡丹亭》里的游园《皂罗袍》：“原来姹
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
垣。”400 多年前的汤显祖真是大才
子，写得美。当然，唱得也美。

也许每个小女孩内心都蛰伏着一
个唱戏演戏的梦。记得我小时候，妈妈
让我叠衣服时，轮到叠大人长裤，我总
把那长长的裤管，当作戏台上花旦甩动
的长长的水袖。两只小手藏在裤管中不
停地抖呀抖，想象自己正穿一身明艳纱
裙，满头珠翠，玉指纤纤，在笛韵悠扬
中，咿咿呀呀，那感觉真是妙不可言！

第一次聆听现场版昆曲是在周
庄。那一天，特意赶过去，未至古戏台，
就有一缕悠扬的昆曲袅袅地穿堂而
来，那感觉，如《红楼梦》中的林黛玉无
意中走到梨香院墙角边，听到墙内歌
声婉转不觉“止步侧耳细听”一样。

走进去，宽敞的院子一侧，一个
高高大大的古戏台映入眼帘。戏台
上，一位头戴珠花、身着翠色戏服的
妙龄女子，正韵味十足地唱着。她或
抬腕，或凝想，或抖袖，或低吟，一举
手一投足，都给人以美的享受。我和
朋友不顾烈日曝晒，打着伞，饶有兴
趣地坐在台下，痴痴地听了近一个下
午，脸晒得像关公。

第二次听昆曲是前年盛夏的一
场雅集，昆曲社的艺术家们的演唱让
我过足了戏瘾。《玉簪记·琴挑》《烂柯
山·痴梦》《琵琶记·赏荷》，人生的爱
恨情仇、悲欢聚散在眼前一幕幕铺
展，让人联想纷涌，思绪万千。虽然那
天窗外骄阳似火，但斗室之内这些天
籁之音，却让我坐拥了世上最奢侈的
静美。

而不久前我参加的一次昆曲讲
座更珍贵，主办方邀请了著名昆曲专
家周秦，为大家作了题为《牡丹亭：从
临川笔下到昆曲场上》的分享。

周秦是苏州大学教授、博士研究
生导师、青春版《牡丹亭》首席唱念指
导，他举止儒雅，待人温和，白净的脸
上戴着一副眼镜，浑然散发着一种温
润的静气。

正如汤显祖在《牡丹亭》里讲的，
“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许”，而不听
周教授一席话，怎知为了弘扬、传承
和振兴昆曲这一优秀的中华传统文
化，背后凝聚了多少像他这样孜孜不
倦、默默奉献的文艺“匠人”啊！

2004年，苏州昆剧院打造青春版
《牡丹亭》时，他应白先勇之邀担任首
席唱念指导。他说，刚开始，对传统艺
术怀有敬畏心的他还比较反对，但白
先勇说，现在时代不同了，好东西也
要吆喝也要包装，要用青春靓丽的演
员演绎青春爱情的故事，把古老的昆
曲艺术推向年轻观众。

周教授觉得言之有理，于是他们

对剧本进行整编，对 11 出遗产以外的
戏进行恢复，请来老艺术家汪世瑜老师
教俞玖林、张继青老师教沈丰英，再由
周教授教主要演员如何咬字、如何行
腔、如何理解戏曲曲文、如何用音乐提
高表现力、如何用真情打动观众。经过
漫长准备期，青春版《牡丹亭》终于婷婷
袅袅来到了公众面前。

台北首演、苏州大学大陆首演后，青

春版《牡丹亭》收获了越来越多的年轻观
众，从2003年到2018年，从内地到港台，
从北美到欧洲，十四年间累计公演320多
场，累计观众60万人次。特别是每次在国
外演出，剧终时不懂中文的老外都全场起
立，鼓掌十五分钟，有一次，有一位外国女
孩满脸泪水，高呼 I love you。

所以，周教授笑着说，昆曲婉转的唱
腔里，流淌着我们民族最高境界的美，这

种美可以超越语言、超越文化、超越时空、
超越年龄。

听着周教授娓娓道来，我感慨万千。
在这个嘈杂的世相，总有一些人让

我们感动。正是有像周教授这样辛勤耕
耘，不计名利的昆曲传人，才使昆曲的美
妙旋律在年轻人群中有了回声，才使昆
曲和着当下现代节拍，让更多人欣赏见
证了它的美！

莲叶田田 文/图

领 略 昆 曲 之 美

6 月 25 日，原武进“五七”农场迎来
了一批特殊的客人：他们是曾在农场工
作奋斗过的130多名老知青。

45 年弹指一挥间，知青这一代人，
过去的经历刻骨铭心，有着无法抹去的
共同回忆。无论地位高低，无论财富多
少，今天大家有一个共同的名字：知青。

时隔45年再聚首，是要追忆和致敬
那段难以忘怀的青葱岁月。曾经他们把
自己的青春献给了这里，有汗水、有喜
悦、有痛苦，也有收获。他们来的时候是
风华正茂的小伙、姑娘，现在大都满面
沧桑，无情的岁月烙下印记，几经风雨，
几经风霜，他们似失落的游子散落到祖
国各地。但在这一天，他们不远千里，从
各地赶到这里，为的就是要回家看看。

上午 9 点，知青们纷纷到达聚会地
点。看着投影仪上一张张模糊发黄的老
照片，伴着场内不断循环的《相逢是首
歌》，一张张布满风霜的面孔互相辨认
着，一双双已不年轻的手紧紧握在一
起，寒暄、拥抱、叙旧，那久违了的兄弟
姐妹情谊把大家一下带回了45年前，仿
佛从来都不曾分开过。

想当年青春年少风华正茂，看如今
花甲容貌五彩夕阳。1973 年 6 月 15 日，
170多名知青迈着年轻的步伐，来到“五
七”农场插队。当时女同志大都十七八
岁，男同志也不过二十岁，正是最美好

的年华。他们带着迷茫和些许憧憬踏入
了走上社会的第一站，在这里播撒他们
的汗水和希望。他们在没及大腿的烂泥
田里锄禾根，在烈日炎炎的三伏天抢收
抢种，在严寒里修桥铺路⋯⋯繁重的农
耕，健壮了他们的体魄，磨炼了他们的
意志。在这里，有收获也有遗憾，有温馨

也有苦涩，有欢乐也有泪水。今天，这些
已是鬓发花白年逾花甲的知青回首往
事，感慨万千。随着知青潮的结束，他
们先后踏上人生新旅程，他们在社会的
各个角落默默奉献。

活动中，知青代表们纷纷发言，回
忆当年大家一起披荆斩棘，拓荒屯田建

设“五七”农场的历史，重温同甘共苦的
岁月。活动筹备组组长刘益民感慨万千：
45 年的光阴，让“知青”作为一个特殊名
词载入了史册；45 年的光阴，让当年的
知识青年霜染两鬓。可是到今天，我们还
是骄傲地说自己是知青。我们展望未来，
把插队生活中建立起来的亲情、友情传
承下去，共同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明天。

一群已是花甲之年的知青，在舞台
上精神饱满，意气风发，将自己的最佳风
采展现给战友们。激情澎湃的歌声，仿佛
把现场一下拉回到 45 年前上山下乡劳
动时的青春时光，引起台下知青们集体
跟唱。台下的同志忘我地挥舞着臂膀，合
着拍子，慢慢地跟随着歌声走进那段属
于他们那代人的记忆。独舞、诗歌朗诵、
独唱⋯⋯一个个尽显个人才艺的精彩节
目，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席间大家频频
举杯，尽显浓浓战友之情。知青之间有叙
不完的往事，道不尽的友情，相互关爱，彼
此祝福，整个场面其乐融融，令人感动。

本次纪念活动由刘益民、梅国伟、耿
中元、孙亚娟、鲁志远组成的筹备小组和
各营的热心联络者，召开多次筹备会议，
通过电话联系、登门拜访、电视台字幕通
知等多种方式，经过近2个月的努力精心
策划而成。大家倾注了大量心血，将每个
环节、每个细节都落到实处，确保了这次
活动顺利、和谐、平安、圆满成功地举办。

梁尧 文/图

“五七”农场1973届知青

45 年后的“致青春”
“除了中国国足没来，其他都来

了。”一席话，多少折射出中国人对
世界杯的痴迷和疯狂。

这不是笑话，顶多是充满了戏
谑的大实话。本届世界杯，举目皆
为中国元素，在邻国赛场内外，鲜艳
的中国红恣意流淌。

开幕式上护送国际足联会旗的
是 6 名中国少年，光是买票的中国
球迷，超过 4 万人，据说中国球迷在
当地预定的酒店数量惊人，占比达
到了 16%，至于中国企业的广告，更
是铺天盖地比比皆是⋯⋯当中国观
众在现场，以山呼海啸之势齐声“加
油”时，外国球迷肯定犯迷糊：这到
底是俄罗斯世界杯，还是中国世界
杯？

中国元素如此频繁地抢镜，让
收看电视直播的中国球迷，自然五
味杂陈，因为国足孱弱，折戟世预赛
沙场不说，也没有拿得出手的过往，
连阿 Q 大言不惭“我祖上比你阔多
了”，也没资格山寨一把。

内心的苦闷，不能言说，但憋肯
定是憋不住的。德国队小组赛意外
出局，令他们唏嘘。法国神勇，姆巴
佩崛起，令他们振奋。阿根廷葡萄
牙一夜饮恨，梅西C罗双双归位，他
们低落的心情，如同广告片里的梅
西，仰面躺在绿茵场上，两眼尽是失
意和无望。

中国球迷自有宣泄之处，中国
球迷也深谙宣泄之道。与国足同行
相伴，要是没有强大的抗压能力，也
就不配做中国球迷。

好在，比赛有国别，足球却是世

界的，世界杯隶属天下所有球迷，没
有中国队的世界杯，收看起来更是
百无禁忌。

不需要追剧，一场不落，看不
看，看几场，一场看哪个半场，可以
由着性子来。你嫌瑞典与瑞士踢
得沉闷，缺乏美感，大可以或者打
个盹养养精神，或者下厨烧个麻辣
小龙虾，一边就着德国黑啤吃龙
虾，一边看英格兰与哥伦比亚的比
赛。不需要提心吊胆，好像身家性
命系于比赛，系于某人有无上佳表
现，当然也无需关注自己的血压。
不需要在乎胜负，不需要拿着纸笔
演算出线的若干理论可能，不需要
惦记还剩余多少比赛时间，不需要
站在道德制高点抨击对方的卧草
丑行，也不需要对裁判所给的补时
不足而斤斤计较⋯⋯总之，国足出
不了线有千般不好，没有国足的世
界杯，就有千般美好。

难道这也暗合镜像原理？
C 罗进了球，掀衣庆祝时，露

出了他一身的好肌肉，于是“朝阳”
球迷马上贴出国足的图片，称他们
为“白斩鸡”。韩国队小组赛连败
两场，出线无望之余，国内媒体对
中超大加鞭挞，说是中超玩了无间
道，把他的优秀球员活活练废了。
以此论之，在国足进不了世界杯决
赛圈的情况下，该杯赛眼下的中国
元素越多，不就意味着越渴望进入
世界杯吗？

镜像原理，其实无处不在。世
界杯激战正酣，更多的中国元素正
在路上，阔步赶来。

程建华

世界杯的中国元素

春天，我在后阳台上种了
十几株菜椒苗。入夏，成熟的
菜椒一个个挂在枝杈上如同一
盏盏小灯笼。难怪，老家的庄
稼人总是将菜椒称为灯笼椒。

家住顶楼，说是后阳台其
实是抛出的屋檐，面积倒有 30
多平方米，虽呈坡状形，但早些
年我就设法用砖围起来，堆了
四个约 2 米见方的土墩，其中
三个种了三棵水蜜桃树，另外
一个种了几畦蔬菜什么的。到
了第二年，桃树就三三两两开
花了。俗话说，“桃三梨四”，又
是一年后桃树果然开始结桃
了，让我高兴了好一阵。为了
充分利用有限的“土地”资源，
每当秋末叶落枝秃时，我就在
桃树下翻耕种些青菜、菠菜之
类的蔬菜，不是为了吃，纯粹是寻求
一种乐趣而已。每当倚窗而立，或
者漫步“田间”，自己就仿佛沉浸于
田园风光之中。尤其在桃花盛开的
季节，粉红的桃花绽满枝头，招蜂引
蝶，蜂儿在花丛中辛勤采蜜忙，蝴蝶
在枝叶间展翅斗艳。随着微风的吹
拂，阵阵浓郁的花香飘逸到居室，让
人心旷神怡。

今年四月回武进老家时，在市
场上看到有卖茄棵秧、甜瓜秧、菜椒
秧的，便萌生买几棵菜椒秧苗回来
种的念头，价钱不算贵，一把十棵 8
块钱。买回后，以我曾在农村做过
农活之经验，并没有立即栽种，而是
把整扎苗埋在土里，浇透水，白天有
太阳就遮阴，到傍晚再揭开，几天后
秧苗便长出新根须变老结，再移栽
就容易成活了。在这同时，我把准
备栽种的地翻好，并浇上原先就发
酵在缸里的肥料当作基肥，让太阳
晒上几天，也就是农村所说的让土
透透气，有利于作物生长。一棵一

棵把菜椒苗移栽好，活棵之前的几
天里要加强管理，天干须天天浇水
且遇骄阳要遮阴，如此这般三四天
后苗就成活了。接着就要浇点清淡
的叶肥，并根据苗情长势，十天半月
松土追肥一次。

菜椒成熟后，一茬一茬摘，一茬
一茬结。新鲜的菜椒既有营养价
值，吃起来还脆爽可口，与肉丝、鸡
蛋、豆腐干丝搭配，都是绝配。

秦永培

菜椒“熟”了

今年春节，父亲把我叫到床
头，颤颤巍巍递给我一张 5 万元
的存折。

“ 孙女出生后，一直是你们夫
妻俩带大，我和你母亲没帮上忙，这
钱是爷爷给孙女的出嫁礼。我可
能，看不到她出嫁的那天了。”仅仅
说了几句话，父亲已开始喘气，额头
上也有了汗珠。

父亲是一名老党员，曾任多年
村干部。在我儿时的印象里，他不
善言辞，总是在村里村外奔走，很受
乡亲们尊重。那时家中清贫，每天
天没亮，他和母亲就起床操劳，想尽
办法供几个儿子读书。父亲节衣缩
食了一辈子，但始终积极乐观，从未
向命运屈服。

如今，他已 83 岁，长年高血压
导致的严重心脏病、肺气肿等并发
症，让他备受煎熬。

我在常州工作，不能常伴老父
身旁。今年以来，父亲病情愈发严
重，常常呼吸困难。五一节我特意
请假回家探望，他却坚持每天要给
我做早饭，若我外出吃早餐，老人家
还会不高兴。

他感叹自己能给我做饭的日子
不多了，这句不经意的话，催人泪
下。回望去，他的眼眶也红了。

每个人都会经历至亲逝去的生
离死别。但事到临头，我还是不由祈
祷，现代发达医学能出现奇迹，让父
亲活下去，让自己能多尽一点孝道。

父亲，我爱您。

湖北佬

父亲，我爱您

上世纪70年代的一张合影 45年后“全家福”

青春版《牡丹亭》剧照

在周庄古戏台听昆曲 雅集现场，周秦教授与无锡天韵社陈社长合作昆曲《懒画眉》

喜极而泣的重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