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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风呼啸，我在室内听得见狼嚎般的嘶哑声，分明
是冬天在宣布霸王条款：“我要降温了。”起初住进高
楼，只要稍微留点窗户缝隙，寒风带着狼嚎就钻进了里
屋，霎时让人紧张。但若是门窗紧闭，再诡谲的寒风也
枉费心机，乖乖地绕道而去。久而久之，我不以为意。
然而，我住在市内棚户区的时候，没有听到过寒风

如此疯狂地呼啸。也许是一大片密密麻麻的矮房子，阻
挡不了寒风，它索性肆无忌惮，飘然而过。秋去冬来，早
已把经受不了考验的树叶扫荡得一干二净，光秃秃的
树枝连着瓦片加牛毛毡的房顶，赤裸裸地袒露着，等待
冷飕飕的洗礼，僵手僵脚。尽管低矮匍匐式的棚户区激
发不了寒风的张狂，但它有偷偷摸摸的嫌疑。我家小阁
楼的老虎窗、合不拢的变形门缝，全是寒风的可乘之
机。深知寒冬无情的我，就像包扎过冬树
木那样，把窗户糊上了牛皮纸，木门贴上
了海绵，门窗关闭得严严实实。但是，阁
楼上的屋顶始终是冷冰冰的。一股冷气
偷偷地从牛毛毡或者从 U 形土瓦中钻
进里屋，钻进被窝，钻进心骨，试图凝固
房屋主人而后快。更为难堪的是狭小的
房子没有卫生间，不管风雨交加，还是大
雪纷飞，方便也要去公共厕所报到，半夜
“呼兮呼兮”一个来回，再想睡暖全身，估
计天上就要泛出鱼肚白了。
有一件事至今仍历历在目。临近年

关，小阁楼不足 30平方米，但也总要收
拾打理一番。忙里忙外过后，身上一股怪
怪的味道难耐，可附近的浴室早关门打
烊了。若是夏天，大伙儿习惯了光着膀子
在自家门前淋个痛快。眼下天寒地冻，真
不知如何是好？我和妻子想出一个办法，
利用门前方寸空间，用彩条布围了一个圈，把浴罩吊在
雨棚上，当作临时洗澡间。夫妻二人轮流烧水做服务
员，同时身兼“站岗”职务，顶着寒风用热水三下五除二
一蹴而就。邻居路过，笑称道：“老王，挺有创意的嘛！”
我笑答：“从东边弄堂里学来的，因地制宜嘛。”这个别
具一格的洗澡间，就这样解决了好几个寒冬的难题。
冬去春来，我终于告别了那不堪回首的棚户区岁

月，拥有了舒适的高楼住宅。如今，进入冬季，洗澡开启
浴霸，本来是暖融融的乐不可支，突然间却会生发出一
阵寒栗，那个寒冬的故事，仍深深地烙在我的心头。
前不久，我冒着寒风，不，是带着好奇，察看了那片

动迁的地块。若不是路牌始终如一，真不敢相信是我留
下故事的地方。看着一排排高楼，我似乎矮了许多。但
我心里是热乎乎的，因为棚户区变了模样，每一寸土地
的价值在升华，体感到了申城蒸蒸日上的温度。也许居
住在高楼的居民和我一
样，眺望窗外舒展情怀。
偶尔寒风吹来，关好窗
户就是。寒冬过去是春
天，生活在这个城市就
好比顺梢吃甘蔗，越吃
越甜。

读王蒙年终盘点
涂俊明

    岁末年初，盘点过往。日前，读到王蒙先生在新民晚
报“夜光杯”里盘点自己的 2019年。 区区七八百字，精练
总结一年光景里“十大收获”，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没有
料到，2019年成为一个丰收、吉祥、涨潮的特别的一年”。

十条“增长率”之后，老作家也有一条“负增长”，这就是
他在 2019年“盘点”里的“末点”：“健康状况有所下降，每
天走路步数由平均 8600降到 6300左右， 听力日益下
降，牙齿再次断裂，偶有腰椎压迫症状出现。 我也采取了
一些保护措施。 ”给自己做年度总结，没忘回顾生理身体
健康，此乃王老“盘点”与众不同之处。

年终岁末，单位都得总结全年，条线总要归结运
营收支，家庭也会回顾结算。 作为每个人的自我年度
总结，理当该有。这一年里的客观收益或成长、成绩与
失误，梳理一下，查漏补缺，调整思路，迎接来年的精
彩……这些多半是人们岁前年底的必经程序。 王老的
年终盘点，可谓成绩斐然。可是，他倒好！成就十条，每
条皆是“逗号到句号”，全是一句完完整整的话就说清
道白了，没有那些背景缘由铺垫，也无华丽辞藻描述，

更无心理活动啥的赘述。 即便是盘点健康，也是现象、

指标、数据、运动、措施一并简洁明了，字字珠玑，清清
爽爽， 无半点拖泥带水的话语。 是这位大文豪无话可

说？ 还是一年中他的经历乏善可陈？ 那
可绝对的不是哈！ 说到这儿，我们真该
好好学学老人的“短文风”！

哎，说到“短文风”，不知不觉地又
写多了不是？ 就此打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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咱们的李老师
童自荣

    去年金秋十月，我们
这帮上戏 66 届生活在上
海的老同学有个聚会。这
一晚，一位特殊来宾的践
约，尤令我们兴奋。他就是
曾经带了我们四年的授课
老师———李志舆。

我们的李老师非常
“知识分子”，内敛而长于
思索。表述的想法都经过
深思熟虑、仔细推敲，一字
一句从他嘴里缓缓流出，
令你记忆深刻。这
一点倒颇像他的指
导老师———朱端钧
和田稼。也是因为
这个，他烟抽得很
凶，想改也改不掉。不过，
在课堂上看着他皱着眉，
手上一支烟的神态，还是
挺有男人味儿的。他也不
常笑。但一笑起来，满脸的
褶子，似阳光灿烂。那时
候，大家最在乎的自然是
表演课上小品作业，老师
下评语，好比法官宣判那
样。每每当他垂下眼睛陷
入沉思之际，那一两分钟
的震慑力，会令个别天不
怕地不怕的女生也有几分
敬畏，尽管李老师
作评语时，心平气
和，从不表现出激
烈的言词和神情。

老师身上焕发
的才气是实实在在把我们
都征服了的。毫无疑问，他
崇尚和承继的是斯坦尼拉
夫斯基的表演体系。我感
受特别深刻的是，李老师
总是强调，演员要重交流、
重感受，要时时刻刻真想
真听真行动，不要去表演，
而是要生活在舞台上，体
验和完全融入角色。这种
朴朴实实的境界，实在又
是最难达到的境界啊！于

是，李老师也就很不屑和
反感那种表演中的匠气、
刻板假门儿假事儿、不走
心。我们在晚宴席间也会
涉及到现时某一些演员的
作为。李老师也发表自己
的见解，虽只是谈笑般三
言两语，即刻会引起我们
的共鸣，更会有一种业务
上收获多多的感觉。
说实在的，我并非李

老师的得意门生。我更多

的是从课堂生活中的诸多
失败领略到真听真想真行
动道理的奥妙。比如，我和
另外一个男同学排过一个
片断，表现一个空军部队
里的两个老战友间的思想
冲突。李老师坐镇，他两边
还坐满同学观摩，这阵势
已让我想打退堂鼓。按剧
本提示，为了冲淡两人间
的火药味，我先克制自己，
主动向对方递上一支烟。
可是，因为内心慌张，根本

没有意识到点烟之
后火柴梗未掐灭，
匆匆往火柴盒里一
塞就搁进裤袋里
了。结果可想而知，

裤袋里冒出了一股浓烟。
闹出这样的笑话，我自然
心情极沮丧。而李老师却
一反常态，未作任何评语，
因为他体察到我已经明白
应当如何吸取教训了。
李老师对我总是格外

宽容，这使我对他有一份
高度的依赖感。我后来鼓
足勇气请他助我一臂之力
与此不无关系。那是 1972

年，我和一批同学面临上

戏的重新分配。我意识到
这是一个重要机遇，如若
错过，也许将终身难圆我
想进上译厂从事配音工作
的梦了。我于是找到李老
师，倾诉了心愿。事实上李
老师亦是根据他对我的了
解，并考量了我的种种情
况才郑重允诺帮我争取一
下。当时，他并没说什么大
话，此后似乎也没什么下
文了。后来的事实是，1973

年我终于如愿以偿
跨进了上译厂。多
少年之后，我才恍
然大悟，他当时特
地去托了他的嫂

子———李纬的爱人、电影
演员张莺老师。张莺老师
跟老厂长陈叙一夫妇是多
年的老友。张老师个性豪
爽，又善磨人，在我们老厂
长面前“狠狠”发话：要不
收下我，每天上他家去闹，
缠得老厂长哭笑不得。这
个内幕，还是前年张莺老
师在一个朋友聚会上当笑
话说给大家听的。
李老师是很典型的单

单纯纯演戏、清清白白做
人。在我印象中，除了一门
心思投入教学、演出之外，
他没有什么特别的业余爱
好，似是“不食人间烟火”。
因此，那一日忽听到一个
消息，说是李老师要结婚
了，我们居然会大吃一惊，
都拼命猜想，到底是何方
仙女竟能博得我们上戏才
子的青睐。粉碎“四人帮”
之初那几年，他以高涨的
热情，参与拍摄的“伤痕”
电影中，就鲜明地融入了
他的种种思考。“文革”之
前，他是首先出演话剧《年
青的一代》中林育生这一
角的。“文革”之后的二十
余年，更是频频被邀去塑
造电影、电视剧中的主要
或重要角色，如：《苦恼人
的笑》《巴山夜雨》《徐悲
鸿》等等。他扎实的表演功
底，不但助他成功地塑造
了角色，也以他的实践，为
我们这些学生一次又一次
地作着卓有成效的示范。
也因为李老师对艺术

依然执着的追求，四年前，
差点送掉他一条命。当时
他正担纲一部电视剧的主

角。不料戏即将杀青时，急
性前列腺炎突然袭来。为
了顾全大局，他强忍剧痛
不去就医，坚持把戏拍完。
三天后，戏拍完了，李老师
也被十万火急地送到医院
抢救⋯⋯打那之后，李老
师深居简出，不再接什么
戏。我想，这样也好，身体
健康第一重要。在调养好
身体的前提下，但愿李老
师能匀出一部分精力花在
写作上，把自己毕生教学、
演戏的经验无遗漏地总结
出来，相信对后来人定是
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按李老师的做人原
则，总是凡事能让则让，与
世无争。但若是逼急了，忍
无可忍，他发起脾气也是
很吓人的。曾出过这样一
件事：正逢好不容易组织
起来的一场朱端钧大师的
纪念研讨会，其间，怀着虔
诚的敬意，李老师用心再
三推敲，写就了一大篇学
术分量很重的文章，特地
用特快专递送交学校有关

负责人。谁想得到，从此之
后就没了音讯。一问才知，
此文竟告遗失，肇事者还
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惹
得李老师拍桌子大光其
火！我们听说了此事，也个
个都摩拳擦掌，义愤填膺。
须知，李老师的文章没有
留下一个字的底稿啊！

如今，我们这些做学
生的，连年龄最小的亦年
过六十，而李老师更是奔
着九十去了。岁月如梭，如
果我们的点滴成就能博得
老师欣慰一笑，是我们的
最大快乐。望着老师更加
稀疏的白发，望着他脸上
刻下的深深皱纹，我们在
心里说：不管这世道怎样
变化，你永远是我们的老
师，我们的良师益友。

红楼笑梦录
黄 峪

    最近总听得身边朋友们说“路
阻且难”。奔跑累了，让我给你讲个
关于红楼的故事吧。从何说起呢，却
道天凉好个秋。
秋天是扇随意门。北京风起，就

成了北平。苏州叶落，便化身姑苏。
对于广东人来说，真的是难得其门
而入。在一个暖阳倾泻的下午，漫步
拙政园，想尽办法避开如织游人，才
能拍出如画风景。陪我走着的苏州
姑娘柔声说，苏州园林是当地士人
一生的梦想。我随口回应：把梦建成
家，住在梦里，又有什么好呢？我觉
得吧，园林里的雕梁画栋，疏疏朗朗，
不是让人举杯欢聚的所在。大家庭的
成员，每人一处宅子，避开多少是非。
但在林间石径走着，心却放不下来。
岭南的孩子不懂江南，领会不

到园林韵致，也许是因为南国无秋。
但在大湾区的后花园，我们有海天
一色，有水清沙细，还有一座座小巧
的红楼。
红楼，是中山大学珠海校区在

每个学院大楼建成之前，为副教授
们安排的办公场所，两人一间。此间
时常加班至深夜的几个同事，认真

严肃，团结活泼，欢声
笑语，互相鼓励。104

的马老大，有担当，真
汉子，含辛茹苦，任劳
任怨，十年磨一剑，把

阿拉伯语系建设得风生水起。这个
办公室总是不乏中东美食，加上阿
拉伯咖啡厅，滋养了一众外教，还有
一批中国老师，包括小刘。小刘活泼
热情，正能量满满，虽然经常加班到
夜深人静，但眼里只看到美好与光
明，对同事学生常大力夸奖。

被夸得最多的，来自 108，山谷
子，风风火火，喜开玩笑，把办公室
整成了图书分馆和学生会谈室，每
周二都接待一群前来问学借书写推

荐信的年轻人，谈到宿舍快关门才
散去。最喜欢去邻居那儿找吃的，以
至于该系师生们一见其面，便自动奉
上来自海湾各国的食物。常驻 104温
柔娴静的小星助理，胳膊肘往外拐，
把咖啡厅里的宝贝一一献上。
红楼另一端还有来自江南的性

情中人老范，同样爱美食，谈吐风
雅，穿衣讲究。时而一身淡蓝亚麻西
装三件套，翩翩其姿。问其何所去，
却轻描淡写答道：“我去监考，把学
生吓他们一吓。”南方天气炎热，有
时他便身穿一件价格不菲的上海白
玉兰无袖衫，短裤凉鞋，飘然而至，
给精致优雅的韩国副教授留下深刻

印象。有一次西装革履，端了一个玻
璃保鲜盒，拿来请大家吃荠菜肉饼，
声称荠菜来自网购，只因忆江南。
“那肉呢？”小郭问道。“肉么，怕坏掉
了，所以做了肉饼。”众人无语，默默
吃完肉饼，一致称赞美味———味道
吧，清淡中带着点鲜味，也挺不错。
小郭博士喜欢此地，把自己家

的行军床搬了过来。入伙 103之时，
刚好送别一个要去文明古国交换的
学生小烦。山谷子叫上忙着办会的
得力助手小 Daisy，让俩孩子一起叫
外卖。两个学生聚首沉思，讨论生命
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午饭吃什
么？”老师看来，就已经是一幅最治
愈的画。

大家相聚在向阳面的办公室，
听民谣，吃寿司，喝着甜得不像话的
椰子，笑看椰子水洒了一地。少年赶
忙去拿拖布，于是把这幅画，升华到
了名作的意境：“戴珍珠耳环的少
女”、“蒙娜丽莎的微笑”，还有“一个
拿拖布的少年”。此时阳光正好，病
中的同事 L君静静睡去，窗外绿意
盎然，室内温暖如春。
珠海这个城市秋意苦短，生活

却甜。红楼有欢笑，有坚守，有食欲，
有诗意，还有那么多的故事。听了那
么多关于美食的事儿，或者你也饿
了吧。下次，我再告诉你一个关于梦
的故事。

七夕会

摄 影

战争与和平
钱政兴

    去德国海德堡是初冬季节，刚下过
一场雨，天空阴沉。步行登上海德堡，首
先看到的是与想象中的欧洲美丽古堡
截然不同的残垣断壁，人的心情就像天
空也阴沉了下来。事实上，这个被战争
毁坏的古堡残迹，真是海德堡的标志，
它向每个到此游览的客人叙说着历
史———战争与和平。

海德堡城堡建于
十三世纪，历史上几
经扩建，历时 400年
才完成，是欧洲最大
的城堡之一。走近才能感受到那种哥特
式、巴洛克式及文艺复兴三种风格的混
合建筑艺术带来的视觉冲击力。古堡的
历史节点很多，最重要的还是毁坏城堡
的 17世纪那场法德战争。看着古堡劈

成两半、裂而不毁的
残留遗迹，仿佛眼

见到了刀光
剑影，耳闻声嘶
力竭的厮杀声。
今天保存海德堡的遗迹，不是为了仇
恨，而是为了和平，为了警示。

当我回到古堡前的大阳台，见到
了宁静祥和的一幕：几个老外凭栏远

眺城堡下面的内卡
河两岸的城区，锥形
屋顶的教堂建筑和
红瓦青砖的民居镶
嵌在成片的绿荫中，

清澈的河水缓缓流过古桥，人们过着
和平安逸的生活。和平多好啊！此情此
景，使我把相机对准古堡与几个老外
并按下了快门。古堡与人物个体大小
对比构图的形式美，古堡惨景与人物
远眺和平景象对比的涵义美，反映了
我用相机想要表述的意思。

胆
小
如
鼠
夏
伯
年

    鼠年快到了，想到一句话：胆小如鼠。
老鼠也有胆大的，结果都被捕鼠器夹

住；许多人出事，也是因为“胆子”太大。
我在审计第一线时，有人劝我“捣捣浆

糊”，我说我不敢，有人说我“胆小如鼠”；最
近有人发给我微信，说可以免费领取什么
羽绒服，我说我不敢，也有人说我“胆小如
鼠”。诸如此类例子很多，其实我心里很明
白，我不是“胆小如鼠”，我一是不贪，二是
理性。
胆子不能太大，也不能太小，在两者之

间把握好度，才是人生的真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