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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顺利”

曹可凡

    茫茫人海中，人与人
相知相遇纯属缘分。有些
人，与之相识十数年，仍平
淡如水；而有些人，虽然仅
一面之缘，却印象深刻，甚
至铭记终生。印度国宝级
演员阿米尔·汗或许就属
于后者。彼此相处仅仅一
个多小时，却仿佛神交已
久，难分难解。

和阿米尔·汗相识是
因为其新作《印度暴徒》宣
传。阿米尔·汗以往作品大
多以反映现实底层生活风
格为主，但《印度暴徒》却
讲述一个江湖骗子坎坷人

生。一头卷发，戴着
鼻环，再配上两撇
上翘的小胡子，时
而俏皮搞笑，时而
阴险狡诈，亦正亦
邪，令人难以捉摸。
虽然仅仅看过阿米尔《三
傻大闹宝莱坞》和《摔跤
吧！爸爸》，对他总体表演
风格还算不得熟悉，但直
觉告诉自己，此角具有强
烈颠覆性。正欲问角色塑
造灵感来自何方，阿米尔·

汗似乎洞穿采访者心思，
压低声音，故作神秘道：
“此角可视作印度版‘韦小

宝’。”听罢不禁大惊失色，
原来，阿米尔·汗准备角色
之际，碰巧读到英文版《鹿
鼎记》，金庸先生笔下那个
爱慕虚荣、自轻自贱、鉴貌
辨色、说谎使诈并依赖“精
神胜利法”获得麻木自慰
之韦小宝，恰恰折射出人
性之荒诞。阿米尔从中寻
觅到角色灵魂，故而演来
神形兼备，耐人寻味。因陶
醉于金庸武侠小
说，继而迷恋中国
武术，故在表演
时，有意识地将擒
拿格斗与武术、剑
术融于一体，且摒弃替身，
亲自上阵，即使危险，亦在
所不辞。因为在阿米尔·汗
看来，此等所谓“危险”与
1997年拍摄《古拉姆》相
比，完全是“小巫见大巫”。
在那部戏里，按剧本要求，
阿米尔·汗需要直冲快速
行驶的火车，直至最后一
秒，才跳下铁轨，并插上旗
子，记录位置。由于彼时电
影特技尚不成熟，影片只
得真实拍摄。然而实拍时，
为追求逼真效果，阿米尔·

汗竟然比预定时间又晚跳
一会儿。后来导演在剪辑
台上回看胶片时发现，火
车距离阿米尔·汗只有 12

米，若再晚一秒钟，便会酿
成大祸。
阿米尔·汗被誉为“电

影天王”，不仅因为其所饰
角色性格迥异，还因为对
于任何年龄段人物，均拿
捏自如。他可以在《三傻大
闹宝莱坞》中以 45 ?“高
龄”演 20?大学生；在《摔
跤吧！爸爸》中，虽已过天
命之年，却能自如游走于
19 ?、29 ?以及 55 ?三
个不同年龄段，毫无违和

之感。似乎年龄对
他而言，从来不是
诠释角色之障碍。
而他目测年龄也比
真实年龄年轻许
多。对此，阿米尔·

汗似乎也颇为自得，称这
是遗传自母亲基因，因为
母亲驻颜有术，堪称奇迹。
不过，阿米尔·汗年轻时却
为一张婴儿脸而苦恼不
已，明明已过廿?，却看上
去仍像花季少年。但有一
位资深演员劝慰他：“现在
你觉得心烦，想要显得成
熟些，待到年纪大了，你就
会感谢上苍，原来自己可

以显得如此年轻。”
故阿米尔·汗感谢
上苍眷顾，得以靠
灵敏头脑和健硕体
格，完成角色创造。
说起母亲，阿米尔·汗

眼神中闪现出一份尊崇。
在他看来，虽然母亲当年
竭力反对儿子从事电影，
期待儿子成为律师、工程
师或管理者，但得知阿米
尔·汗执着于电影艺术，也
就不再阻拦。“要知道，我
母亲内心强大、个性十足，
从不轻易放弃自己主张，
而且对孩子极为严厉，但
她天生善良、敏感，即使生
气，也只是用轻柔的乌尔
都语表达不满。”母亲对阿
米尔·汗影响最大的莫过
于教会儿子如何换位思
考。阿米尔·汗小时候常常
赢得网球比赛冠军。每当
阿米尔取得胜利，母亲均
喜不自禁。有一回，阿米
尔·汗又捧回一座奖杯，母
亲微笑着给了他一个大大
的拥抱。正当母子相对而
坐，捧杯饮茶时，母亲突然
说：“你知道吗？今天失利
的男孩一定也会告知他母
亲比赛结果，那个母亲肯
定难过……”彼时阿米尔·

汗虽年仅 12?，但母亲那
番话对他产生极大心理冲
击。他心想，母亲理应为自

己儿子获胜而高兴，但她
却为对方母亲着想。自此，
阿米尔·汗凡事均会站在
第三者角度思考，处处为
他人着想。
阿米尔·汗演戏，从不

采取迎合姿态。相反，总是
将目光聚焦于社会底层人
民。《三傻大闹宝莱坞》诘
问应试教育；《地球上的星
星》关注阅读障碍症患者；
《摔跤吧！爸爸》更是直陈
整个社会对女性的歧视和
压制，试图扭转男尊女卑
畸形社会形态。
“慢慢来，别着急。保

持耐心，生活终有一天会
给出它曾向你提出过的所
有问题的答案”和“这个世
界充满假象，唯有痛苦从
不说谎；爸爸不能时刻保
护着你，爸爸只负责教你
战斗，最后你要战胜自己
的恐惧，自我拯救”等经典
台词，随着电影热映不胫
而走，成为启迪人心的箴
言。与此同时，他还借由电
视谈话节目《真相访谈》，
把家庭问题、堕胎、种姓、
虐待儿童等社会问题搬上
荧屏，展开讨论。他怀着一
颗悲悯之心审视劳苦大
众。“即使生活在阴沟里，
也有仰望星空的权利。”他
说。总之，阿米尔·汗希冀
用影像唤醒人类良知，扭
转现实生活里种种谬误，
点亮真理火炬，照亮前行
之路。正如他自己所说，
“我无心激化矛盾，只为能
改变这个时代。无论是谁
的心中，只要有星星之火，
必将成燎原之势。”

近日惊闻阿米尔·汗
身染新冠肺炎，谨用《三傻
大闹宝莱坞》里一句台词，
愿他早日康复，那就是
“All is well”（一切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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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天，我和好友阿展去吃叉烧面，吃着，吃着，阿
展突然动情地向我忆述了一桩陈年往事。

读中学时，父亲失业，在贫穷的夹缝里苟延残喘
的母亲，无法挤出多余的钱给他买午餐，每天上学，仅
仅给他两片面包，撒点白糖，让他就着自来水，草草果
腹。

他对我说：“不曾试过饥火中烧的人，绝对难以
想象饥饿的可怕。起初，你看到什么都想吞，桌子、椅
子、书包……甚至，风和雨，你都想吃想喝。接着，痛来
了，就像有人在你胃囊里挂了个鱼钩，死命拉，每一寸
胃壁都在狂喊着疼痛！母亲教我喝大量的自来水，胃
囊沉甸甸的，便感觉不到痛了。”

学校里一个卖叉烧面的中年妇人，从其他学生口
中知道他的窘境，有一天，主动找到他，温婉地对他说
道：“我每天准备的食材都有剩余，带回
家去，嫌麻烦；倒掉嘛，又太浪费了。以
后，你每天来我摊子，我给你煮碗面
吃。”

纵然是傻子，也知道这是一个善意
的谎言。阿姨想保护阿展的自尊心，可
阿姨不知道，阿展的自尊心早就被饥饿
吞噬了。阿展在心里默默地说：“阿姨，
谢谢您。这笔账，我记在心上了。”

每天扎扎实实一大碗叉烧面，给了
他活力、精力和驱策力。他埋头苦读，凭
借奖学金升读大学，毕业后，在政府部
门任职。

他始终没有忘记学校里那个善心的面摊阿姨。
终于，这一天，他带着一张支票，回返当年的学

府。
面摊还在，阿姨还在，叉烧面的香气依旧，只是阿

姨老了，皱纹如叶脉细细铺陈于脸上。
阿展报上了姓名，面摊阿姨非常高

兴，一叠声地喊道：“啊，我一直都记挂
着你啊，你长高了、变壮了，我差一点不
认得你了！”

阿展简单地述说了自己离校以后的情况，末了，
取出支票，请阿姨收下。阿姨看也不看，便把支票推回
去。阿展以为她客气，坚持要她收下，双方推来推去，
相持不下，最后，阿姨叹了一口气，决定坦陈真相：
“老实告诉你吧，当年，是你的级任韩老师要我这样做
的。几年来，你在学校吃的每一碗面，都是由她付钱
的，每个月结账一次。不过，她再三再四地交代，绝对、
绝对不能让你知道，所以，我才一直保守秘密。现在，
时过境迁，告诉你也不妨。”顿了顿，又补充道：“再说
啊，韩老师如今也不在了。”

阿展错愕地看着眼前这个头发花白的面摊阿姨，
心像受惊的麻雀，一下子乱了。韩老师的形象，也快速
浮现于脑际———黑白掺杂的头发直直地垂着，眸子含
笑，说话慢条斯理的，有着用不完的耐心。她是他中一
的语文老师，只教了他一年。他毕业离校后，韩老师便
因为罹患末期乳癌而去世了。记得曾有同学问他要不
要去吊唁，他当时为了应付初级学院的考试而忙得天
昏地暗，没去。只是想起韩老师的孜孜矻矻，鞠躬尽
瘁，心里未免有些许遗憾、有些许难过。

如今，他和韩老师阴阳两隔了，他才赫然知道，韩
老师一直像个慈母般，在背地里默默地关注着他，照
顾着他，直到他毕业为止。

离开食堂后，阿展走向校长室，征得校方同意，以
校友的名义，成立了一个
基金会，资助贫寒学生用
餐。

当年老师的一个善
念，起了推波助澜的作
用———直到多年以后的
今天，阿展还是学校里那
个匿名的赞助者。

表达思念的最美方式
陈怀英

    当思念一个人时，该如何表达自己内心
的浓浓思绪呢？《诗经·周南》中的《卷耳》一
诗可谓是一首极佳的范例。诗歌从一位女子
的视角开篇，描写她对远方爱人的相思怀念
之情。首句“采采卷耳，不盈顷筐”。“顷筐”即
指边缘前低后高，开口倾斜的竹筐，类似于
簸箕。由于其开口倾斜，故其内部不深，很容
易盛满。但诗人却偏偏告诉我们，任凭女子
不停地采摘卷耳，却怎么都盛不满这一只浅
浅的竹筐。其背后的原因是这位采摘卷耳的
女子心不在焉，她正在一往情深地思念远方
的爱人。接着她甚至索性将竹筐置于路旁，
出神忘我地望着长长的大路发呆，思念从这
条路上离家远征的爱人。这一番因思念而出
神忘我、一往情深的状态，诗人并未直接描
写，而是巧妙地通过一只被弃在路旁的竹筐
来侧写表现，可谓下笔绝妙。

女子因思念而处于出神忘我的状态并
非是脑海思绪一片空白，事实上，此刻这位
女子的脑海中正充满着丰富的想象，诗歌接
下来的内容，诗人笔锋一转，描写了女子脑
海中所幻想的内容。“陟彼崔嵬，我马虺隤。
我姑酌彼金罍，维以不永怀”。女子遥想当下

正处远征途中长途跋涉的爱人。他此刻正在
攀登山岗，身旁的马儿已因路途劳累而病，
随行的仆人也积劳成疾，无力前行。诗文的
内容此刻从之前女子的视角悄然转换为其
爱人的视角。面对如此举步维艰的漫漫征

途，他只能暂且小酌一杯，借酒消愁。他欲借
酒消除的其实并不单单是征途之劳累，更是
对远方爱人所怀有的同样一份难解的思念
之情。二人相隔两地，各处相思，各自惆怅，
感人至深。
《卷耳》一诗塑造了一个文学空间上的

困惑，试问爱人在远方征途中疲惫不堪、借
酒消愁的状态，采摘卷耳的女子能得以亲眼
所见吗？必然是不能。这一切其实都源自女
子内心的想象。诗人在此运用了巧妙的换位
思考，而这正是文学上用以表达思念的最美
方式。要将女子内心深切的思念之情表现出
来，若诗人只是从女子的视角简单直白地叙

述，则其文学张力就显得较弱，而此诗的妙
处在于诗人并非平铺直叙地描写女子的思
念之情，而是借着女子的内心想象转换了文
学视角。女子想象着自己朝思暮想的爱人当
下所处的状态，想象着他是否也和自己一样
被这份思念所困？是否此刻也同样忧伤地思
念着自己呢？这种文学视角上的换位，拓宽
了诗歌在距离空间上的张力，将“思念”这种
感情，用最动人的笔触淋漓尽致地表达出
来。
《卷耳》一诗用文学视角的换位方式来

表达思念之情，对中国后世诗歌和文学作品
产生了极大影响，被称为“千古怀人诗之鼻
祖”，如后世王维的千古名句“遥知兄弟登高
处，遍插茱萸少一人”、杜甫的《月夜》一诗等
均利用了类似的空间转换、虚实交错的手
法，令诗歌所抒发的思念情感愈加深沉动
人，这样的表达方式都脱胎于《卷耳》一诗。

小站与远方
日月光

                     一
我乘过火车无数，唯独 50多年前在鹰厦线崇山峻

岭上乘火车的情景老是在我脑中闪现：火车单调地在
半山腰里吭哧吭哧地开着，周围没有其他声音，河的对
面，不时有小的河谷出现，有一二畦种着水稻的田地，

却不见有人。窗外，不
时地会闪过一个个小
站，快得有时连站名
都来不及看清。小站
总是冷冷清清，没有

旅客，只有孤零零的铁路员工毕恭毕敬手执信号旗目
送列车。那种超然于世外的幽静，几十年来我一直记忆
犹新。
每每想到这些小站，就好想在那儿坐上一会儿。

二
那年深秋和几位同学去青浦练塘，约好在石湖荡

小站汇合后步行前往。早晨的田野上有着一层薄薄的
雾气，像油画；家家炊烟袅袅，远远地传来几声鸡鸣。车
站是深秋农村唯一的动感地带，却没有喧哗，没有焦急
不安，一切泰然处之，偶然晚点，黑板上会有粉笔写的
预告。等你稍有倦意，一列火车拉着汽笛冒着白烟震动
着脚下呼啸而过，然后恢复宁静。
旅客稀少，我发现，他们进站后都会习惯性地眺望

下铁轨的远端，我知道，他们心中各有各
的远方。

三
后来我调到石湖荡工作。一次陪伴

一位专程回家乡上访的老太太候车。她
说，她的故乡是石湖荡，18?时远嫁江西，故乡已经没
有她的房屋，也不知道有哪些亲戚。她的父亲在 1938

年过铁路桥时，无缘无故地被守桥的日本人打死了，父
亲有“良民证”，而且给一个日本兵看过，已经走到桥那
头了，另一日本兵还是拿起了枪。几十年来，她一直有
个心结，要给天堂的父亲一个交代。中日建交后，她想
打官司，想让日本人赔偿，想让日本人写份道歉信好让
她在父亲坟前烧。那天我不忍心说什么大道理，专注地
听她讲着失去父亲后母女
生活的艰辛和对父亲的思
念。
送走她后，我望着空

荡荡的车站想：小站，也承
载着厚重的情怀。

四
常见恋爱中的情侣，

两手紧拉着，分别走在两
条铁轨上，两铁轨永远平
等相处着通向远方，头顶
是太阳，周边是芬芳，很是
浪漫。

车站旁有一棚屋，住
着位胡子拉碴的壮年，姓
王，他的任务就是每天推个独轮车在铁轨上巡查，去时
走这条轨，回时走另一条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不论
烈日寒冬还是风狂雨猛，每天几十里路，检查铁轨、路
基、道岔……
中国铁路有多长，就有多少个这样的老王。他们的

工作是否有诗意呢？
五

车站旁有一户人家，没有一个人务农，靠老邵一个
人的工资养活着一大家子。但附近农民从没有看到老
邵上班。
老邵是长话局的线路工，管着石湖荡到新浜的一

段线路。他平时巡线周边的人是看不到的，天气正常情
况下又不用出工。好在老邵一家人为人都低调，待人和
气，也没遭邻居们因妒忌而生恨的。
其实老邵很委屈的，长话局是市管单位，一度还被

军代表管着。当时农村的晚上是漆黑一片，伸手不见五
指，他经常手握手电筒，在风狂雨猛时夜巡。有一年，天
气连续几天下冻雨，他几天几夜巡线，在恶劣条件的夜
色中爬上电杆拉线接线维修。一天清晨，见车站不远
处，有一个人蜷缩在路基旁，我以为是沿铁路远走的乞
丐，走近一看，是收工回来累坏了的老邵。
长途电话线好多是沿铁路线走的。
我这才知道，铁路线并不只是平面的两条铁轨，它

是立体前行的。

———阿米尔·汗印象

责编：徐婉青

    诗人用时间的绵
延漫长来表达爱人内
心的思念之情， 影响
至今。

丽春曲
王养浩

         一
举目龙抬头， 春风拂

嫩柳。万亩良田奔金牛，飞
燕回檐首。花花草草稠稠，

海裳依旧，召来芳舟。

二
朝阳似初夏， 满目尽

春花。百鸟争鸣上枝桠，振

翅飞山涯。携友漫游兴化，

赏油菜花，品板桥画。

三
笑指黄鹤飞腾， 旭日

升。 珞珈樱花纷纷， 迎客
朋。 莫回首，妖孽盛，泣鬼
神。 方仓今朝重逢， 四月
春。淘书记忆 （油画） 覃泽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