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章 梨园情
当王瑞华看见村头的时候，夕阳的

余晖温柔地洒在小路上，一个瘦瘦小小
的身影迎面奔了过来，这个人影正是在
村口等待了一天之久的周小林。

“林儿啊，咱们有书念了。”王瑞华
将周小林紧紧揽入怀中，喜极而泣，饱
含母爱的泪水滑过她因干渴而开裂的
嘴唇，但是只有王瑞华自己知道，流泪
不是因为苦难，而是因为希望。

“妈！”周小林从王瑞华眼中看到那
一抹跳跃的希望之火。

“咱们可以去芜湖念书，你再也不
用呆在这个穷地方了。”

“妈妈！”周小林将头埋入养母怀
中，用力抱紧她单薄的身子。只是当时
年幼的周小林并不知道王瑞华之前在
吴晓雯那里受过怎样的委屈。在王瑞
华最终为周小林谋得一条出路的时候，
这一对苦命的母子尽情沉浸在无限的
美好憧憬之中。四野寂静，麻雀们在树
上看着娘俩，甚至连西边的太阳也不想
落山了……

“不学裁缝学戏子，能有出息？”当
王瑞华把大概经过告诉老裁缝之后，老
裁缝“哼”了一声，向日葵一样的大脸盘
上透露着不屑：“你看他那副半天打不
出一个屁来的样子，还能唱戏？”说完，
老裁缝抬眼瞟了一眼靠在门边上的周
小林，手中的木尺在那张早已发黑的木
桌上重重磕了一下。

看到木尺，年幼的周小林心中又惊
又怕，因为周小林没有少挨木尺的责
打。挑粪洒了挨打，答话慢了挨打，老
裁缝心情不好也要挨打……有时候甚
至因为自己离老裁缝近了，木尺也会无
缘无故落在周小林的头上。

自从王瑞华带着他来到老裁缝家
里，周小林头上的“红包”似乎就没有消
失过，经常是老伤未愈又添新伤。那时
候的周小林怎么也想不明白，五短身材
的老裁缝坐在那里，好像比瘦小的自己
也高不到哪里去，更何况老裁缝那双跟
香蕉棒子一样的手指，怎么看也不像是
能做针线活的人。可出生安庆望江的
老裁缝却用事实告诉周小林，一个手指
粗短的大脸盘肥胖人不仅能够做针线，
还能使得木尺，那把令周小林至今回忆
起来依旧心有余悸的木尺，在老裁缝手
中像充满着魔力一样，每一次无论周小

林怎样防备和躲闪，木尺总能准确敲打
在他的额头上。老裁缝和他手中的木
尺犹如一团挥之不去的乌云，笼罩在周
小林心头。此时，木尺在桌子上一磕，
周小林顿时有些惊恐，只好将无助的眼
光再次投向王瑞华，这个视自己如己
出，不，比亲生母亲更有母爱的女人。

王瑞华恳求老裁缝：“我送小林去
芜湖，那边学校可以管吃管住，今后也
不用再问你要钱了，你就给个路费吧！”

“钱？哪有钱？”老裁缝回绝，扶了
扶鼻梁上的老花眼镜，“读了小学读艺
校，读艺校就是戏子，还不如在家挑粪
种菜，做个小裁缝，荒年不饿手艺人。”

王瑞华继续央求：“你供小林读到
小学毕业，这是大恩德。这孩子是个读
书的料，将来有出息了，为你养老送终，
就当我求你了。”

老裁缝嘟噜着嘴，木尺也不知道在
裁缝桌上磕了多少下，最终还是极其不
甘地解开系在身上的围裙，撩起上衣，
用那粗短的手指从他自己特别缝制的
腰带中抠出一张 5万元（旧币，今 5元）
的票子，用木尺压在裁缝桌上重重一
击，扭头走了。周小林心中又是一惊，
只是这一次不是惊吓，而是惊喜。

再见了，木尺。
1959年的夏天。
清晨，当周小林从梦中醒来的时

候，周围还是一片安静，只有几只早起
的鸟儿偶尔“啾啾”鸣叫几声，鸟鸣声清
脆无比，使人心畅神清。约莫几分钟
后，洗漱完毕的周小林就来到宿舍外
面，站在空旷宁静的大地之间，“咿……
咿……”一道比鸟鸣更为清脆动听的声
音从周小林嗓子里发出，冲出宿舍外，
冲出学校的围墙，直冲云霄而去。这道
纯净至极的嗓音里透露出的是希望，是
新生，是周小林对自己过去的命运发出
不甘的第一次呐喊。

……
“小林，下午陪师兄练一场大快枪

怎么样？”
“小林师弟，有空再教师姐一遍三

十二刀吧，师傅都说你教得准。”
每当周小林练完早功去上课的时

候，操场上有不少同门的师兄弟极为热
情地邀请他代为“指导”，这份指导没有
任何戏谑和嘲笑的成分，而是实打实的
心悦诚服。不因为别的，就因为他是周
小林。为什么从三里店农村出来的周
小林，可以在同为艺校学生的师兄弟师
姐妹之间获得如此高的信任？那还要
从周小林考入艺校后的表现来说。

我们就从周小林凭借一首《弹起我
心爱的土琵琶》的歌曲考进芜湖艺校说
起，正是这首红歌让艺校的老师看到了
周小林有着一副独特的童嗓，嗓音清脆，
字正腔圆。当时艺校开设了梨簧班、花
鼓班、器乐班、声乐班、美术班五个班级，
而周小林被分进了梨簧班。虽说梨簧戏
只是芜湖本地的一个小剧种，但来授课
的老师却都是当时的京剧名角。教老生
的是齐派传人张钰春老师，教武生的是
高金宝老师，教武旦的是沈云霞老师，这
三位老师可了不得，那都是正规科班出
身，个个唱做念打无不精通，手眼身法步
样样精彩。当时艺校里面不论哪一个班
的学生，只要能拜在这三位老师任何一
位门下，那就是梨园子弟的造化。

但是这三位老师有本事，自然也有
脾气，这脾气不是别的，而是对人才的
认可，对戏剧传承的严谨和热切。三位
老师刚来的那段时间，前来拜师学艺的
学生络绎不绝，天天将练功的院子围得
水泄不通。周小林刚开始也和其他学
生一样，规规矩矩地练功，刻苦勤奋学
艺。同时特别注意听取老师们对自己
的评断，以便对自己的将来要学的身
段、把子作为纠正。

“为什么不下船看看？一次，就一
次，亲眼去看看外面的世界，考虑过
吗？你可以随心所欲，你演奏得像神，
人们会为你疯狂，你肯定能赚大钱，买
栋豪宅，成个家，想想吧。你不能一辈
子在船上漂泊，世界就在外面，只隔着
一块跳板，你只需要走出几小步，一切
都在跳板的另一头等着你。”迈克斯说。

迈克斯是谁？
这些话又是对谁说的？
谁的演奏像神？谁为谁疯狂？
为什么？
好吧，让我一一地回答你，回答你

所有的问题。在回答之前，我要先问你
一句：还记得我对你说过的一部电影
吗？——《海上钢琴师》。你肯定忘记
了吧？我当时问你是否看过这部电
影。你说没有。我说，找出这部电影看
看吧，你只要看过这部电影，就不会追
问我为什么在刚刚到达这座城市时就
想着离开，想着回到那个已生活了十多
年的清寂湖边。

“你不能总是一个人生活在湖边
吧？湖能给你什么呢？等你四十岁的
时候，你就哪儿也去不了了，依然一无
所有，到那时候，你肯定会后悔的，想想
看吧。”这是你对我说的话，多像迈克斯
对1900说的话啊。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你问
我为什么不下船？我想你们岸上的人
把时间都浪费在问为什么了。冬天刚
到就等不及地问夏天为什么还不来，夏
天来了又害怕冬天的降临，总是在寻找
不属于自己的伊甸园。我不想下船，是
因为觉得岸上的世界并不适合我。”这
段话是钢琴师对迈克斯的回答。对了，
直到现在我还没说迈克斯是谁。其实，迈
克斯是谁并不重要，迈克斯可以是任何一
个人物，只有一点——他必需是钢琴师的
朋友，是倾听钢琴师故事的惟一朋友。

“只要你还有一个好故事，和一个
能够倾听的人，你就永远不会完蛋。”钢
琴师1900对小号手迈克斯说。

你昨天又问我为什么要离开。我
想，你肯定是没有去看《海上钢琴师》这部
电影。如果你看过这部电影，就会对我选
择的生活方式多些深度的理解，就不会再
次问我为什么坚持要离开你的城市了。

好吧，现在我就和你说说这部电
影，和你说说钢琴师的故事，就像迈克
斯对路遇的人不停诉说一样，尽管所有
听到的人都不相信故事的真实，不相信
钢琴师确实存在过，不相信一个人在生
活过的三十多年里竟然从没离开过他
的船，没有上过一步之遥的岸。

弹奏是钢琴师惟一的表达方式，音
乐是钢琴师惟一精通的语言。其实，钢
琴师与岸上的人也有过通话，有一天他
悄悄潜进船上的电话室，拿起话筒，随
意拨通一个号码，温存地说：可以聊聊
吗？传出的却是一个女人的泼骂：滚！
滚开！话筒里的声音不像来于传说中
的黄金大陆，而像来自黑暗地狱。语言
的沟通本就艰难，何况是两个世界里生
活的人。钢琴师沮丧地放下话筒，一脸

无辜。在电影里，钢琴师的表情大多是
无辜的样子，是一个单纯的孩子被大人
训斥后的隐忍与忧伤。只有在豪华的
夜晚，在舞厅的众人围绕里，在面对钢
琴的时候，他的脸上才一扫无辜者的怯
懦，成为一个王者。是的，他是一个王
者，音乐自由国度里的王者，他执掌着
钢琴上的 88 个琴键，他能让每一个音
符都携带着天堂的气息，悲、喜、哀、乐，
在他的指间都能化做微妙而颤动的波
浪，袭击着每一个听者的心。

终于，有一天，钢琴师也被袭击
了。袭击他的是爱情。

爱情突如其来，在半秒中的闪电
里，温柔地击中了他。他看着窗外的美
丽女孩，如同一个转瞬即逝的蜃影。他
看着她，看着她从一个窗口走到另一个
窗口，在他的手下，琴声顿时像梦中的
羽毛一样飘浮起来——洁白、轻盈，穿
过琼宇，缓缓飞翔。

爱如梦呓。
爱如天籁。
爱就是一个人在梦呓中的天籁之音。
爱是反复弹奏而不觉厌倦的幻想

曲。
窗外的女孩并不知道，此刻，窗子

里有一双被爱神俘获了的眼睛，痴痴地
看着一她的一举手、一投足。

在女孩与钢琴师仅有的一次交谈
里，她说，她是为了聆听大海的声音才
来这条船上的。

“大海的声音？”钢琴师似乎很不明
白这句话的意思。在钢琴师的意识里大
海是没有声音的，所有的声音只来自于他
的内心，流于他的指间，奔于他的琴键。

“是的，大海的声音像呐喊，我的父
亲曾这样告诉过我。”女孩说，她要沿着大
海的声音寻找流浪的父亲。钢琴师顿时
就认出了眼前的女孩是他朋友的女儿。

那个名叫迈克斯的小号手，他就曾
说过相同的话，“大海的声音像呐喊，告
诉你人生是无限的，你一旦听到就明白
自己的生命应该如何度过。”

女孩要上岸了。
女孩和船上众多的游人一样，只是

海上的过客。
钢琴师站在船舷上。船已经空了，

只剩下他。他的目光满是无助，无奈，哀
伤。手中的唱片成了一张废品。无法送
出的爱之音，如何珍贵，也等同于废品。
他掰碎了它，脆弱的木纹唱片，成了残片。

我的口有些干涩了，需要休息一下。
这个故事太长。我从没对人说过

这么长的故事。我是不擅长讲故事的，
它让我贫乏的语言加倍贫乏。

我总觉得自己就是那个钢琴师。
虽然我不像他，是一个音乐天才，但我
有着和他一样的内心。是的，我们的内
心是一样的。在看到这部电影的时候，
我几乎能感应他的每一个眼神、每一个
手势，懂得他的每一句梦呓似的话语，
这些话像是说给他的朋友，也像是说给
他自己。令我窒息。

钢琴师终于走上了通向岸、通向纽
约、也通向他所爱女孩方向的舷梯。是

的，事实上，他是为了爱而做出上岸决
定的，那个女孩曾告诉过他自己家里的
地址，他只要下船，上岸，就能找到她
——他的女神。

为爱上岸。
为爱上岸。
从女孩离开游船的那天，这四个字

就翻腾在他的心里了，折磨他，一日不得
安宁。无论怎样，他必须上一次岸。只
有上岸，他才能以岸上的姿态来观看海，
和心爱的女孩一起倾听海。也许大海的
声音和他内心的声音完全不同，也许在
岸上他将无法再听到内心的声音。就像
在海上听不到大海的声音一样。

上岸。
上岸。
那是所有人的岸，也可以是他的岸。
……
钢琴师停住了。
在舷梯中间，在岸与船的中间，钢

琴师停住了脚步。
他的目光抬起，对面就是黄金大陆

——纽约城，街道、高楼、街道、高楼、街
道、高楼、街道、高楼……无数的街道，
无数的高搂，交叉、重叠、在灰色的尘雾
中，在他的面前。

钢琴师站在命运的舷梯中间。一
分钟，两分钟，三分钟……钢琴师的目
光穿刺着岸上的尘雾，脸上露出一种诡
异难辨的表情。风度翩翩的海上钢琴
师，他伸出为音乐而生的手，摘下了头
上象征着尘世生活的礼帽，一挥手，扔
向大海，然后，返身，回了船。

很长时间以后，终于，有一天，我们
的钢琴师，他主动向朋友走去，说：“我
现在好多了，不想下船的事了。”说出这
句话的时候，钢琴师仿佛一个被松绑
的、重获自由的人质，他脸上不再是茫
然若失的样子了，有了笑容——很清新
的笑容。钢琴师又坐到了钢琴面前，那
些音符又都回到他的怀中，流淌于他修
长优雅的指间，蹦跳着，旋转着，飞翔
着。从那天开始，钢琴师决定终生守着
钢琴，用琴键演奏他内心自由率性的音
乐，让音乐印证他的灵魂的旅程。

《海上钢琴师》有很多的经典台词，
最打动我的是钢琴师所说关于他为什
么返身回船的一段话——“那天我在船
舷上，看着摆在我面前的城市，街道有
上千条，就像数不完的琴键，可这个键
盘太大了，在这个无限大的键盘上我根
本就无法演奏，漫无边际的城市可以说
什么都不缺，可就是没有尽头，永远看不
到尽头。岸上的生活怎么去选择？一个
女人？一块属于自己的土地？一片窗外
的风景？一种死亡的方式……所有问题
都涌到面前，必须选择！选择！是我可以
把握的，我可以在有限的钢琴上表达出无
限的快乐，这才是我想要的生活。陆地对
我来说是一条太大的船，不适合我。”

这段话里说到了“选择”这个词。
你还记得我说过的一句话吗？当

你让我在湖和城市间做一个选择时，我
说，我不喜欢选择，选择是一种乱。

“选择是一种乱。”你重复了一遍我

的话，你说这句话真像警言。
“我要回到湖边去，城市太喧嚣太

复杂了，不适合我。”我说。
就在昨天晚上，你又给我打来电

话，说不再期望我离开湖。你还说有一
天会来湖边，看看我经常散步的金色湖
滩和幽静山林。

“能陪我走一回吗？走一回你独行
了十多年的湖边道路。”你问。

“当然可以。”
是的，这条道路我已走了十多年，

确切地说走了十五年。
十五年，日复一日，我沿着湖边的四

季草木，孤独又随意地漫步着、呼吸着、
观看着，倾听寂静的花开与鸟鸣，同时用
只有自己能听见的声音自由吟唱着。

与钢琴师不同的是，这十五年里我
曾经上过岸，但，很快我就从岸上回到
湖边。我抱着私奔般的热切离开清寂
的湖。但我并没有抵达想望中的岸。

也许，世上根本就没有“岸”这样的
地方。“岸”只是大漠中海市蜃楼的幻象。

这一次离开湖是因你热切的召
唤。你又唤醒了我自以为早已湮灭的
岸之梦。“来吧，来吧，你不能总是一个
人待在湖边，湖也会干的，知道吗？你
应该上岸了，到我的城市里来，在这里
你同样可以做你喜欢的事情——写文
章、读书、听音乐，开始新的生活。什么
都不用担心，我会在你身边。”

生命是一次次的出走与返回。我
知道。当我在湖面无边的清寂里漂浮
得太久而厌倦时，你的呼唤就是空中抛
下的缆绳，诱我上岸。

可是，和钢琴师一样，当我手扶缆
绳，走过舷梯，面对你的城市，面对灰色
的天空，无数的街道、车辆、高楼时，我
眩晕了。胸闷。缺氧。

这里不属于我。
离开湖的我，生命之水断流了，并

迅速干涸。
在此时刻，我才清晰地明白了一件

事——我生活了十五年的湖——被四
面青山环抱着的寂静之湖，才是最适合
我的船，也是我将终生停泊的岸。

原谅我原谅我，，不能上岸不能上岸
——评电影《海上钢琴师》

《邓小平登黄山》巨幅照片制作始末
□ 严厚康

1987 年 11 月 27 日国务院批准成
立黄山市。1997年为纪念黄山市成立
十周年、97 中国黄山国际旅游节暨第
六届中国黄山国际旅游节节庆活动的
举办，黄山市政府决定制作巨幅邓小平
登黄山的照片用于纪念活动，这副重任
就落在了我的肩上。

由于那个年代图像制作设备的简
陋，冲洗放大一张24英寸的照片就算是
不得了的事了，更何况要求制作2米巨幅
照片！（“巨幅”是相对于那个年代、地域而
言）任务是不能缩水的，而且是必须保质
按时完成的！遍访国内材料行，能买到的
仅有俄罗斯产的碳素照相纸，规格大约是
1.2米X15米，1.2米X30米两种。这种相
纸出来的是灰调子，适合艺术照片的放
制，不太适合制作伟人登黄山的风景照，
照片影调丰富但没有力度。

为此，国内不少摄影暗房技师进行
了摸索实验冲洗药方配制，我在这些配
方中筛选了一两种，又参考了《摄影配
方药物大全》中的高反差配方，进行了
冲洗实验，结果，总觉得不能达到我想
要的影调效果，正在踌躇不展之际，恰
逢摄影报上登载了我国著名暗房专家
张左的实验配方，让我大喜过望，配制
冲洗后，影调果然不一般，最后，我又在
此基础上把配方适当改良了下。影调
接近理想。当然，试条小尺寸冲洗不是
太难，大幅面照片冲洗，就不是那么容
易的事了：药液的浓度，PH 值，冲洗药
品的纯度，冲洗时间（显影 1 分 30 秒

定影 6分钟），冲洗温度（19度），更难
的是，操作都要求在全黑中进行，哪个
环节操作不当，都会最终影响到照片质
量，更纠结的是：先前为制作展览已用
去部分相纸，现在只剩下三张大幅面用
相纸，纪念活动在一星期后进行，只许
成功，不许失败！我的心揪得紧紧的。
另外，真正要做起来，到哪找这么大的

冲洗盘呢？更何况光配制的药水总量
就有两百多斤！这让我费了很长时间
思考解决的办法……最后的解决之道：
用木条打了两个 1.5米 X2.5米的木框，
框里铺上塑料布，下面垫上电热毯加
温，用精密水银导电表测温，电子继电
器控温，冲洗时间用定时响铃闹钟，保
险起见，另安排一人在暗房外数数报
时，因材料不好采购，加之成本太高，
（任务完成后，所置设施一次性只能弃
之不用）。另外，当时我们使用的是上
海 八 一 电 影 机 械 厂 生 产 的“ 井 冈 山
FC450 彩色照片放大机”，因没有彩色
放大机放大用地轨，故将放大机头横
置，先通过卷尺拉直、后用竹竿直接在
墙上找中心点、水平点，尽量减少光轴
倾斜角误差，以免放大造成影像失真。
虽然是土办法，但效果还是显而易见
的。故正式冲洗之前，预演一遍：先在
墙上用薄木条定位，上相纸固定，我放
大曝光，指挥冲洗，四人分持相纸两边，
先显影，后定影，按口令：1，2—1，2.在
药水中摆动进行。完成后，预水洗，再
拿到新安江里漂洗…….

除了《邓小平登黄山》照片的制作
很费周折，另外，还有一段小插曲：这张
照片的拍摄者是：原安徽省新闻图片社
的副社长陈谋荃老师，陈老师为人严谨
认真执着，平生为摄影界留下了两张堪
称经典大作的照片；一张安徽电视台用
做台标十多年的《霞光万丈》；另一张就
是他陪同邓小平上黄山时拍的《邓小平
登黄山》。届时他已调任杭州工作。陈
老师一生拍片无数，唯此两片他非常看
重：由市政府出面调用底片，但他坚持必
须由我到他杭州的住处，上门借，用后上
门还。不得邮寄，怕中途损坏丢失。这
是对我的信任，更是对伟人的崇敬！照
片制作的最终结果：因照片是原底制作，
三张其中的一张还是很令人满意的。

【文化影像】

□ 项丽敏

【艺术书签】

歙之情缘歙之情缘
——三百砚斋主人周小林传

□ 徐 刚

【连载】

“漂亮”“好哟”给我写副贴大门的
“给我写个横披”，在徽州区翰山村，村
民蜂拥而至。物嵩弟笑，很喜欢这种感
觉。其实，我亦然。

老实说，公开场合写春联，我自今年
始。物嵩装饰生意火，书法也不同凡响，
年前写春联活动每日排满。那日去他那
访谈，他约我下午同写。乡里狮子乡里
舞，我以前只在自家书房比划，而要置身
于大庭广众，惶悚竟有几许，然终得破冰。

到了地点，却见一大批知名书家鱼
贯而来。阵势骇人，忐忑倍添。笔墨纸
砚备好，杨震前辈开笔，子寒等随后上
场，一时笔走龙蛇，风云骤起。我逐个
观摩，都是大咖呀，一招一式，法度谨
严，哪有我出丑的份?一紧张，便有打退
堂鼓的念头，思想斗争极其残酷。当年
高考也不过如此，心中有些好笑。再看
自称“老江湖”的物嵩，运笔之势犹如太
极，柔中带刚，自信满满。观刚健，高擎
笔管，字字婉转自如。

一圈走过，一番心磨，我决定选一稍
偏的角落开写。等刚健稍息，我说试试。

几字写好，刚健赞有味道。一副写罢，刚
健指着其中几字说，看这笔法，绝对是临
过帖的。不管他是否逢场谬赞，这时对我
的鼓励却如釜底加薪，一发不可收，信心
陡增，遂选中心区域台案创作。市书协文
运兄看后说，写字有想法，但要注重出处。
此语一出，顿有“拨得云开见月明”之感。

翰山村是我“出道”后的第二场。
只有两个台子，汪前辈、物嵩各占一
方。看他们洋洋洒洒，我一旁搓手，干
着急。物嵩揉行隶篆于一体，极享创作
之乐、村民围观之乐。汪前辈一样一样
的，哪有停笔之势?我主动请缨，又让单
位小伙伴拍段短视频，也算过了把瘾。

第三场在屯溪区篁墩村，这次心境
便等闲平常了。村民不多，区文广新
局、村干部在。一旦人多，纷说漂亮，他
就人来疯，越写越带劲。我写了几副大
字，又是一次破冰。写好的春联挂绳
上，村干部说一会儿下班后就被村民要
光了。早早收工，冬阳甚好。

写春联，乐他人，悦自己。我嘱物
嵩弟，这好事，多带我。

送送 福福
□ 黎小强

【文化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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