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峨眉二首 何佩刚

烛影摇红·金顶日出
山色朦胧，岩头金顶岿然影。 茫茫雾海急翻波，眼

向东方等。 天际亮光初醒，晓风飘，肌寒微冷。 银球半
露，白璧晶莹，毫芒皆逞。 分秒悠悠，天边黄缎悄
悄映。俄儿默默化橙红，云赤汹汹滚。圆日飞升趋稳。宇
宙清，霞彩褪净。 山青水绿，庙殿煌煌，游人驰骋。

玉漏迟·峨峰月明
晚霞山寺散，浮云骤聚，星光天满。新月初弯，静静

清辉迷漫。楼阁参差剪影，浸空明，佛家心善。皆缓步，

树树银纱， 峰峦迷幻。 岩头放眼长空， 天外灿江
流，月华生恋。 黄鹤楼空，西子箫声如怨。 朗月千年似
水，人情事，相亲相念。 思李白，峨眉月歌堪羡。

十日谈
影视中的真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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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助弱者，全世界的通用语言
马 卫

    电影节开幕当天，新华路上海影城
下午 2:50有一场入选了“金爵剧情片”
的阿根廷影片《盲人》。我不到 1:00就
又像往届一般来到影院想等一张余票
转让。不料三点超过都未能如愿。只好
与其他几位等票的陌生人笑呵呵地别
过散去。

这一届电影节于我而言，抢到哪一
部影片带有偶然性。但是，电影带来历
史真实和社会意义却有它的必然性，这
也是电影节的本质和魅力之所在。

我抢到的票是提奥·科特执导的
《白上加白》。请别被百度的影片简介所
迷惑，什么婚礼摄影师佩德罗来到荒蛮
的火地岛，为地主拍摄婚礼，可他却迷
上了年轻的准新娘萨拉。这只是导演的
虚晃一枪，实际上影片通过佩德罗的眼

睛和镜头，揭露了上世纪初那些所谓
“文明人”对印第安原住民的掠夺和杀
戮。影片制造的色调与氛围与内容颇具
匹配度。茫茫雪原一派迷蒙，冰河流淌
阴 冷 肃
杀，山势
奇峭森林
恐怖，以
及一声声
凄厉的枪声。一副貌似黑白片的色调，
只有夜屋灯光和火把透出浓重的橘红
色，但这彩色中不是难掩龌龊不适，就
是闪着血光虐杀。影片结束，字幕悠悠，
观众似乎都不急于离开。我还在琢磨片
名为什么译作《白上加白》。走出影院一
脚踏入阳光，脑海里突然跳出一个成语
“雪上加霜”。生活状况本就艰难恶劣的

印第安原住民，在有着某种政府背景的
有组织的暴行之下，男人被杀戮，妻女
被掳掠，家园被毁灭，境遇犹如雪上加
霜。屠杀者美其名曰“创造历史，开发家

园”，影片
的结尾是
追求唯美
的佩德罗
在“记录

历史”，逆光下摆拍胜利者脚踩尸体高
举枪支的姿态。导演对历史一角一瞬的
批判，就在这迷蒙压抑的基调中，在这
不疾不徐的叙述中，在这真实冷酷的场
景中。观看这部影片，有着内心的刺痛，
还有对历史的反思。弘扬善良，扶助弱
者，才是文明的方向。

没看成金爵剧情片《盲人》，却想起

了我们上海有名的服务于盲人的无障
碍电影院。那早已成为上海文化助残的
一张名片，它就是坐落在淮海中路的百
年老店国泰电影院。2012 年 6 月 27

日，上海首家无障碍电影院在此揭牌成
立。从此，每月最后一个周四的无障碍
电影专场坚持了近十年，吸引无数盲人
朋友。我因研究无障碍电影需要一张当
年牌匾的照片，临近截稿，只能上门试
试。在国泰电影院党支部张书记的帮助
下，终于找到牌匾照片。此行虽不是观
影，但以往这里无障碍电影专场活动情

景有如过电影，一
幕幕在眼前闪过，
倍感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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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骆正深先生半个多世纪前曾在洋泾
中学先后任教导主任、副校长，他对青年
教师关爱备至，我在业务上的点滴长进，
都渗透着他的心血，可以说，他是对我影
响最大、帮助最多的教育界前辈。
他经常不打招呼随堂听课，听后必

有中肯的点评，他的点评使我受益匪浅。
骆先生每学期总要在我所教班级中

随机抽调一些作文簿，以检查学生作业
与教师的批改情况。我有时把学生作文
整段删除，自己重写，自以为是认真负
责，他则不以为然。他说：批改学生作
文，应多就少改，否则就不是学生自己
的作文了，而是越俎代庖，既失去了原
意，又会挫伤学生的自尊心和写作的积
极性。他十分重视教师的眉批与评语，他认为点评应
精准而不空泛，使学生确能从中得到启发和帮助。以
后我一直努力遵循他的教导去批改作文。
骆先生为人耿直狷介，对上不阿谀奉承，对下严而

有格。他甘于寂寞，不追名逐利，终身乐做教书匠。他在
1978年写的一首七绝，堪称其一生的写照：“青春甘作
小孩王，垂老流连粉笔香。饮水饭蔬贫自乐，此生未觉
误仔冠。”好一个“小孩王”！好一个“粉笔香”！
先生 1945年毕业于浙江大学师范学院，毕生从教

和从事汉语言文学研究，学养深厚，每有专述，必有独
到见解。如刘勰的《文心雕龙》，他潜心研究多年，见地
精深。他认为彦和的这部著作，“征引浩博，言必有据，
分析事理，鞭辟入里；行文亦简洁精当，富有文采，往往
寥寥数字，把事理概括无遗。”骆先生的专著《文心雕龙
阅读纪要》虽只 170页，但探究之深入，见解之精辟，令
人钦佩。称其为厚积薄发，并不为过。
骆先生于 1961年调离洋泾中学，先后在华东局理

论干部班和上师大（原上师院）中文系任教，直到 1987

年退休，仍只是一位白发副教授。不少受其教诲的学生
为之不平，他却淡然处之，甚至还劝慰在职称评定上未
能如愿的同事，他说，“对教师而言，上课学生欢迎，爱
听，教出的学生水平高，就是最大的荣耀。”这言语十分
朴素平常，却掷地有声，体现了他的高风亮节。
先生退休后，受聘于上海市老干部大学，为离退休

老干部讲授古诗词和古代文论，深受学员欢迎。彼此关
系，亦师亦友，一起学诗、写诗、吟诗，其乐融融。他说：
“想不到在我最后的教书生涯中，会有一段如此美好舒
心的时光。”他写的《又重上讲堂》充分表达了当时的心
情：“离休干部老求知，危坐虚怀听说诗。攻错观摩娱晚
景，但期为友不为师。”
由于长期劳累和痼疾困身，骆先生 82岁时与世长

辞，我获悉这一不幸消息后，即赶赴骆府。见到骆师母
时，她神情黯淡，茫然无言，良久才默默地从书柜中取
出先生亲笔签名的《文心雕龙阅读纪要》送给我留作纪
念。我双手接过书，说了声“谢谢”后，一时竟无语凝噎。
我已多年未去骆府，环顾室内陈设，依然简陋如故。数十
年间，他与师母对此清苦生活，却始终甘之如饴。正如他
逝世后上师大中文系的一副挽联所写：“手植桃李三千
树，身守清贫八十年。”傅雷先生说：“耐得寂寞是人生的
一大武器。”谨以此文表达我对先生的怀念和敬意。

你煮饭来我煮粥
叶倾城

    这是个故事，
说的是心甘情愿。

第一场架，吵
得猝不及防，两个
人，破天荒第一次，
饿着肚子上床去，背对背，各
自心里都有一句话在回旋：
你连饭都不会做？像

个老婆吗？
你娶老婆，就是为了

给你做饭的吗？
要承认小晋连饭都

不大会做，真惭愧———而
这指的，不是一桌子好饭
好菜，就是一碗一碗的白
米饭。啥，还有人不会煮
饭? 小秦第一次听说，都
惊了。

更万恶的旧社会她
没见着，小晋小时候笨手
笨脚淘米，淘了一遍又一

遍，饭里却仍嵌着白花花
的肉虫，饭桌上又常常被
石头硌到。大人一边训斥
她一边安慰她：米虫是米
自己长出来的，不脏。那时
家里用高压锅。报纸上常
有爆炸的新闻，图片上残
损的门窗，绿豆糊了半面
墙。她每次都有点怕怕的，
一听锅开始啸叫，立刻扑
过去关小火。

现在结了婚，总不能
天天叫外卖———再说了，
外卖的饭多难吃呀，叫了
外卖配了自己煮的饭也
好呀。

只是对小晋来
说，这份心虚一直
维持着。虽然现在
米是免淘的，锅是
电饭煲，丢进去一

按开关它就自己把生米煮
成了熟饭———可也有几
次，一开锅，发现还是米和
水，是忘了按开关。

小晋也真的不知道，
两个人吃饭，要用多少
米。原来家里的饭舀子，
是个金属的小圆筒，两人
一筒就是。后来，超市里
卖米附赠一个塑料的小
量杯，180毫升是多少？她
试舀一杯，煮出来大概差
不多。吃过两次，小秦在
临睡前，挺严肃地对她
说，“有一件事，我跟你说
一声。”她差点以为狗血
剧要上演，他要把在乡下
寄养的私生子接回来，
“饭呢，挺好的，不过要再
多一点更好。”她大笑。
吃，对男人是多么重

要。只为吃不饱肚子，便揭
竿而起，大碗吃肉大碗喝
酒是人生梦想。小晋居然，
连饭都没给人吃饱。
既然学了煮饭，也学

炒几个菜吧。花花绿绿端
上来，小秦很满意：“我这
老婆娶值了。”

对于小晋，那就是个
玩儿，真让她一日三餐
弄，觉得累，而且———不
公平，不知哪一天起，小

晋隐隐这么想：为什么她
想做饭就是她做，她不想
做饭就是叫外卖，厨房是
“男士免入”吗?哦也不，
小秦也一天三次进去给
自己倒水喝。
念一起，她自然而然

就懒起来。有时候小秦加
了班回来，小晋在玩手机，
不起身：“你自己煮速冻饺
子吧。”

小秦也是个大孩子，
脱口而出：“你连饭都不会
做，像个老婆吗？”
小晋一愣，立刻反击：

“你娶老婆，就是为了给你
做饭的吗？”

冷战好几天。早上小
晋迷迷糊糊醒来，屋子里
凉凉的，是早上昏蒙的天
光还是那一句话的残骸。
听见小秦在厨房开了灯
又关上，水声刷刷的，溅
在晨雾里。

捺不住好奇，小晋披
衣下床，看见，厨房里，小
秦在煮粥：他们家的电饭
煲没有煮粥功能，他用的
是粗陶煲，火花一下子蓬
开如蓝莲花，就手关到最
小，这一点点微热就够
了。等她睡醒，便有一锅

糯香的白粥。
抬头看到小晋，小秦

笑一下：“我想过了，做饭
这件事，两个人都可以
学。”

小晋不自觉走过来：
“嗯，现在网络方便，什么
菜谱都有。”

配粥该吃些什么呢?

小晋左看右看：“我炒个
蛋吧。”

两个人在厨房里挨肩
擦踵，不知道为什么，一点
儿也不觉得挤。

所有的心甘情愿都可
以拆分，你心甘来我情愿，
你煮饭来我煮粥。爱情是
重担，谁挑都吃力，两人各
出一个肩膀，各出一只手，
是最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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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段时间，频繁出差占据了我大部分生活。当白
天紧凑的工作结束后，晚上我总希望能早些回到房间，
在临睡之前安静地听一会儿音乐。因为这样可以让身
体放松，让精神充实。
在我的手机中所下载的曲目里，永远保存着一首

《自新大陆》。这是德沃夏克的第九交响曲。这首百听不
厌的曲子曾陪伴我在异国他乡度过无
数个夜晚。每次听到这首充满无限乡愁
的旋律，都令我内心深处充满感动。尤
其在远离祖国、身处陌生的环境中，它
把我的全部情感都融入到曲子里面了。
《自新大陆》有不同的版本，我最喜

欢的是克劳迪奥·阿巴多指挥的版本。
阿巴多被认为是 20世纪十大指挥家之
一，他是一位尊重总谱的指挥家。他的
左手被称之为“世上最美的左手”。但我
喜欢听他指挥的曲子并不是因为他有
漂亮的左手，而是被他的音乐深深震撼！被他的倾心投
入、被他的以音乐诠释人生、被他将自己的心灵与作曲

家的世界重合而深深震撼！
在《自新大陆》中，我最喜欢第二乐

章，因为这一乐章有整部交响曲里最美
的旋律。在第二乐章的第一主题中，长
笛和双簧管的交替出现，木管在低音区

合奏出充满忧伤的和弦，后由英国管独奏出充满深深
凄凉、却又散发着奇异美感的慢板主题。这段旋律被誉
为所有交响曲中最为动人的慢板乐章，它是作者浓烈
的乡愁之情。

都说音乐是人类的第二语言，音乐可以表现文字
的几乎所有的感觉。但音乐不是单纯的文字和旋律的
结合，音乐是一种语言的结晶，它能直摄人心，跨越时
空，跨越感觉，亦真亦幻，会让人“沉醉不知归路”⋯⋯
一首与听者共鸣的曲子能长久地回旋在我们的记忆
中，甚至可能伴随我们一生。这就是音乐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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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名其妙爱上一个“古”字，几十年
间跑了数百个古镇古村。捷克的卡洛维
娃里镇有温泉，匈牙利的圣坦德镇特艺
术，加拿大的尼亚拉加镇满街鲜花，上海
朱家角店家林立，磐安县的榉溪村原是
孔子婺州南宗，终生难忘。上个
月，居然先后两次去了瑶里。
在西递、宏村两个世界文化遗

产单位，黄山、九华山、庐山、三清
山、龙虎山、武夷山六大名山作揖
言欢、推杯换盏之处，白鹭翩翩，炊
烟缕缕，游鱼靠近埠头戏水⋯⋯

瑶里原名叫“窑里”，是闻名
世界的中国景德镇瓷器发祥地。
南面象山，北枕狮山，峰峦四合，
一江穿流。瑶里是赣地往返徽州、
严州与景德镇的重要水陆枢纽。
虽然位于大山深处，却是清

朝工部员外侍郎吴从至等历史名
人的故乡，开国元帅陈毅曾在此
领导新四军改编工作。
现有六顶国字头冠冕：中国历史文

化名镇、高岭土国家矿山公园、中国自然
与文化双遗产、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国
家 AAAA级景区、国家森林公园。
数百幢古民居坐落瑶河两岸，依山

傍水的，鳞次栉比的，粉墙黛瓦的，似绘
画，如摄影。
老街两侧的民居，好像在夹道迎接远

方客人；民居或隐或显于绿树丛中，犹如
孩子们在捉迷藏；民居波光倒影于清清溪
流，宛若美人在窗口梳妆；民居或老或小
的参差拥挤，恰似在安享天伦之乐⋯⋯

雕刻得极为细致的“狮冈胜览”民
居，与参观者细细分享着
七层木雕的精湛技艺；规
模恢弘的程氏宗祠，戏台
上为游客上演着瑶里的
采茶戏；坐西朝东的进士
第，仆仆风尘地给人们回
忆他们家族往日的荣光；
陈毅住过七个月的小宅
院，给粉丝幽默地介绍
1936年他在赣州写《梅岭
三章》中“此去泉台招旧
部，旌旗十万斩阎罗”两
句产生的细节。除外，还
有明清商业街与徽州古
道，争先恐后地给大家显
摆着历史的辉煌与当下
的繁荣；还有古窑址水轱
辘昼夜不停地转呀转，给
旅人滔滔不绝地回忆唐

代中叶高岭土的金贵以及 127条矿坑、
67座窑址、149乘水碓、600处作坊、100
个码头的举世无双；还有非遗项目灯彩
等等，都是别样的原真与别样的人情味。

我走在架在瑶溪桥脚又细又高、薄
薄桥板晃悠悠的老木桥上，想起
儿时跟母亲去外婆家非过不可、
又惊又喜的老木桥；我漫步在深
深窄窄的、湿漉漉的小巷，想起初
婚那几年住在梓城巷虽然局促但
很温馨的岁月；我下到浅滩与清
清溪水载歌载舞，想起初中毕业
期间因为玩水误了考试的窘态；
我坐在临江小餐馆品尝瑶里的土
酒、土菜、土鸡与溪鱼，尝到了家
乡的醇美味道；我看到溪岸上、院
子里晾在竹竿上的五颜六色的衣
物，好像看到自己老伴与儿孙的
身影⋯⋯

廊桥上坐满了人，木桥头大
樟树下坐满了人，沿河路上络绎

不绝的行人，都是色彩鲜亮的衣着，都
是喜笑颜开的面容，都是轻松洒脱的步
履，分不清谁是游客，谁是居民。

雨停了，白色云团像草原上的万匹
骏马来到崇山峻岭，进进退退；山风徐
来，全身肌肤感到似同披着绫罗绸缎似
的滑溜爽快；溪流回复平静，缓缓地拨
响了幽雅的小夜曲。

忘记了七老八十的迟钝，忘记了
连日来加班加点的疲惫，我坐在夏日
大爷门口小竹椅上陶醉，我走在黄昏
归鸦的翅膀下陶醉，我陶醉在瑶里青
山绿水之间。

幸
福
的
歌

（油
画
）

罗
文
勇

    《身临原野》，

灵魂栖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