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那天一早，孩子他妈
喊：“小宝，到小区儿童乐
园领花！”“儿子在做功
课。”我挺身而出：“我去
取！”“侬去做啥？瞎起
劲！”噢，原来是母亲节！
对啊，相对我，她是夫人，
不是母亲。我开车送儿子
去取，发现都是丈夫带着
孩子去的，捧着素白无瑕
的芍药，回家送给妈妈，而
且由孩子送上。
如果妈妈们去领花，

回家献给自己，多没面子
呀！女人可以给自己烧
菜，犒劳自己。也可以在
周五下班回家，给自己买
束花，回家插在客厅中央
的圆桌上的琉璃束腰竖瓶
里，给自己添个好心情。
但自己给自己献花，不是
犒劳，而是自嗨。
就像谈朋友，

一定是男的请女
的：喝茶吃饭看电
影，这叫潜规则。
写在黑板上的叫规

则，比如进办公室必须穿
西装、系领带。
不言而喻的叫潜规

则，比如进办公室不能穿
背心、趿拖鞋。
自然而然的叫作“文

化”，比如在母亲节给年龄
稍长的阿姨送花。
婚前进咖啡店，男士

买单。
婚后进咖啡店，夫人

买单。
时尚女性，下班路过

咖啡店，会进去坐下，自
己给自己买单，看看街
景，然后回家，那是上海
的西式文化，在巴黎街头
常见。但陌生男人过来
给你买单，一般人不会坦
然接受。
取花点在儿童乐园，

这个位置让妈妈们倍感骄

傲，最佳磁场，相当于男人
站在女厕所附近的绿化带
里，拎着包等女朋友。遮
阳篷下叠着一个个硬板纸
箱，两位姑娘守着，笑盈盈
地一一递上喇叭口的一捧
花——油
脂画纸像
只 蜡 烛
包，呵护
围拢地扶
直花儿。我们小区住户近
千户，这是一笔不小的开
销。远大于几只正牌LV

包包，这就是格调与境界。
小区还有位邻居，靠

生产农业饲料起家成为
当年中国首富的东方新
希望——后来拓展养猪
事业，独生女留学回来，下
猪舍养猪。四月份刚被封

控时，食品紧张，她
决定赠送，一户一
肩猪，一头猪左右
双肩，一肩从肩到
尾，剁去头与腿，中

端长方形：五花肉与排骨，
送到家还是软软的带皮热
气肉，巨镬锅红烧肉，不仅
喷香，而且微甜。
上海的女人很矜持，

尤其婚前，搭足豆腐架
子，上海话叫“放放彪
劲”，让追求者围着你转，
摸不清你的心思。底层
逻辑：婚前得到不易，婚
后倍加珍惜。如果婚前
热情逢迎，上海人就要称
之为“倒贴户头”，坍
台！小姐妹间一辈子抬
不起头。
这次上海被封期间，

各个小区涌现出大批志愿
者，女性占了大部分：贴时
间贴精力贴铜钿，统统都
是“倒贴户头”，像阳光付
出不求回报。“倒贴户头”
这一名词，疫情期间开始
凤凰涅槃，蜕下贬义的蚕
茧，蝶化成仙，披上了褒义
词彩衣。
被封前小区有个业主

群，人数很少，那是为了选
举业委会，听说是吵架
群。被封后，现在几乎户

户参与这个群，守望相
助。谁缺了打印纸，立刻
有人上传放置货物的方
位照片，且注明门牌号，
这样不必敲门致谢，既免
被打扰，又获得帮助，保

持有温度的距离，相当于
父母与婚后子女一碗热
汤的住宅距离。等你晚
上开门，放置捐物的地
方，可能有一板短颈啤
酒，显示受惠者的感激。
有时团长团的货，达不到
起送份额，就自然顶包拿
下，然后将多余的送给保
安保洁。天天忙着关注
群的，基本是太太，互不
相识，却互通有无，甚至
吐槽聊天，上传偏爱的美
食品牌，转发共同关心的

问题。被封前小区的邻
居们都是彼此孤立的“原
子人”，在群里成了“陌生
朋友”，如刀背的两面，彼
此隔离又背靠背，刀刃是
汇合点。

现在
饭后出门
散步，迎
面对视，
立 刻 点

头微笑，尽管还是陌生的
朋友。
危机意味着转机，拜

被封之赐，上海人又进
步了：从对熟人的微笑，
进化到对陌生人微笑。
被封前，上海人对着陌生
人视而不见，尤其陌生的
异性，否则就有花痴的
嫌疑。
熟人社会对熟人友

善，这是农耕村落的文明。
陌生人社会对陌生人

友善，这是都市人文明。

对熟人微笑，对陌生
人冷漠，这一直是都市人
的面部表情。被封前，上
海人是遵守公共规则的
城里人，虹镇老街苏北
人，青云里湖北人，永安
里广东人为主，浙兴里多
宁波人，鞍山五村多山东
人，深深烙印乡村熟人社
会的阴影。
被封期间，小区里的

邻居们，开始对陌生人报
以友善的微笑，不惜援之
以手，不求回报。上海人
开始割城里村落人的尾
巴——境界仅限于遵守
交通规矩，否则罚款坏
分，这是源于物质层面的
利害得失；甩掉乡村熟人
社会的阴影——对陌生
人微笑。

4月送猪肉，5月送
花。送肉是物质层面，送花
是精神层面，哲学原来是这
么感性，看得见摸得着。

李大伟

为熟悉的陌生人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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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长宁人，出生在路边陋室里，襁褓中睁开眼看
到的第一条马路就是长宁路，听到的第一声汽车喇叭
也在长宁路，沿着长宁路我走出了人生的第一步。大
半辈子都住在长宁，长宁路与我有着很深的渊源。长
宁区许多地名都带上“长宁”两字，消失的火车西站曾
叫长宁站；还有长宁电影院、长宁中学……父母亲每逢
上海解放的纪念日，总要跟我唠叨那晚长宁路夜战迎
接解放的故事，那是正式宣布上海解放的日子；母亲说
起那夜牺牲在这条路上的解放军战士，
眼眶发红。

1949年5月24日夜，解放军七十九
师首先沿长宁路攻入上海市区，长宁路
响起一夜枪声。母亲告诉我，那夜子弹
横飞，国民党军队以沪杭铁路为据守，抵
抗沿长宁路向东进攻的解放军，国民党
军队的子弹嗖嗖地落在屋顶，打碎的瓦
片噼里啪啦响成一片。为了不造成长宁
路两旁市民伤亡，面对碉堡里射出的机
枪子弹，解放军没用过一颗手榴弹，更没
用过炸药包，却因此大量伤亡。那天，折
进陋巷隐蔽的战士低声传达命令的话语
声父母都听得见，苏北话、山东话都有。
地下党提前布置，身为地下党外围组织
工人纠察队的舅舅一家一家悄悄关照：
打仗的时候居民不要出来，可以躲在桌
子底下、床底下。于是全家人披着棉被躲在八仙桌底
下，大伯和大伯母躲进一口大缸，缸口盖上棉被。
天明时，枪声平息下来，家人个个平安无事，大家

内心明白：天真的亮了。弄口的大饼店、老虎灶跟往常
一样开门营业；米店也卸下了门板，生意照做。父亲骑
上自行车沿着长宁路上班，跟往常不同的是道口以西
的长宁路上躺着不少牺牲的解放军战士。不少战士
在上海有亲戚，为了上海解放，他们英勇牺牲在亲戚
的家门口！
那天，兆丰公园（今中山公园）的长宁路大门口广

场上坐满了解放军战士，一片土黄色军服成为长宁路
的崭新街景。电影《战上海》中解放军从火车上冲过苏
州河铁桥的身影，桥堍碉楼上国民党军官声嘶力竭叫
喊“炸桥”的镜头至今难忘。那列火车就是在长宁路
道口的铁路西站启动的。解放军用“瓷器店里捉老
鼠”的战略，把大上海解放了，一座完整的工商业大
都市终于回到了人民手中。据说陈毅元帅的吉普车就
是从长宁路开进设于圣约翰大学（今华东政法大学）的
上海市军管会，与地下党负责人刘长胜会合，揭开了新
上海的篇章。
长宁路道口、火车西站房南边曾有个钢筋混凝土

碉堡，上面布满了被子弹击中的凹痕，可见长宁路道口
战斗之激烈，我跟小伙伴们曾经钻进去玩过。直到建
轨交三号线时铁路桥和桥堍的碉堡才同时被拆除。

俞
鸿
虎

长
宁
路
上
的
枪
声

明末清初最著名的说书艺人柳
敬亭（1587-1670），原名曹永昌，字
葵宇，通州余西场（今南通）人。其
始祖是北宋开国功臣武惠王曹彬，金
人南侵，曹氏一脉流落至常熟，明洪
武年间，其父曹应登迁泰州，曹永昌
少年时强悍不驯，犯法当死，泰州府
尹李三才为其开脱，曹永昌以“钦犯”
身份，浪迹于苏北市井间。一日，他
在一棵大柳树下，顾同行数十人曰：
“嘻，吾今氏柳矣。”遂改名柳敬亭。
因其“面多麻”，人称“柳大麻子”。
柳敬亭好读野史，得演义小说

一册，见市井有说书者，亦开始模
仿，说着说着，便有了些听众，遂以
说书为生，渐渐有了点自负。松江
府一位读书人莫后光听了柳敬亭说
书，对其直言：“说书是门技艺，高明
者须描摹故事中的人物性情神态，
还需熟悉各地的风俗人情。只有学
会春秋时楚国艺人优孟以隐言来进
行讽谏，才可达到说书的精妙之
处。”这番话说得柳敬亭大为叹服，
拜其为师。
柳敬亭专心致志反复练习，过

了一月去见莫后光，说给他听，莫后
光听后说道：“你说得让人欢乐喜
悦，可以笑矣！”柳敬亭回家，又仔细
琢磨了一月，再去见莫后光，莫后光
听完叹曰：“你的书艺，能让人感慨
悲叹，痛苦流泪了！”柳敬亭听出话
中之音，又返家苦练了一个月。第
三次他去见莫后光，莫后光这次赞

叹道：“你一开口，悲哀欢悦之情都
先表现出来，说书艺人能掌控听众
的情绪，祝贺你成功了！”
于是，柳敬亭便去扬州、南京、

杭州各大城市说书，因其书艺高超，
“倾动市人”“一日说一回，定价一

两。”百姓争相围观，“常不得空”。
名声也显扬于达官贵人之间，纷纷
请柳敬亭入府说书，安徽提督杜宏
域对柳敬亭的书艺十分迷恋。
此时，明末太子太保、宁南侯左

良玉渡江南下，杜宏域很想结交，便
携柳敬亭同往左良玉府第。
左良玉早闻柳敬亭说书之
名，想试试他的胆量，以刀枪
阵迎之，柳敬亭面对钢刀，坦
然自若，谈笑风生。交谈之
间，让左良玉相见恨晚，引柳为挚
友，留在府内。
左良玉虽为名将，却没读过书，

他下达公文皆由属下立意谋篇，今得
柳敬亭，便让他跟随左右，由其参与
秘密军务，柳敬亭不仅口才了得，亦
能文字，策划决断，很合左良玉之
意。柳敬亭在左良玉府中朝南而坐，
下属偏将俱称呼柳敬亭为柳将军。
左良玉病亡后，柳敬亭又走上

街头，重操说书旧业。他说的书虽

取之小说话本，却不照本宣科，表演
时说表细腻、尽情发挥，“描写刻画，
微入毫发”，以轻重缓急制造说书气
氛，“说到筋节处，叱咤叫喊，汹汹崩
屋”“客座惊闻色无主”。由于目睹
清兵南侵后遭致哀鸿遍野、百姓逃
亡之景，他便把所见所闻用说书的
形式加以表达，其间的刀枪铁骑与
风号雨泣之声，皆由他用口技表演
出来，栩栩如生，呼之欲出。
明亡清初之际，柳敬亭与“明

末四公子”之一的冒辟疆相识，一个
说书精妙，一个诗文俱佳，两人志同
道合，便成了复明反清的好友。据孔
尚任作戏剧《桃花扇》描写，柳敬亭曾
被南明权臣阮大铖敬为上客，阮大铖
对其盛情款待，但当柳敬亭看到《留

都防乱公揭》后，才知阮大铖
是个反复无常的奸佞小人，深
受震撼，耻于与阮为友，“不待
曲终，拂衣散尽”。
柳敬亭一生说书六十

年，其书艺“疾徐轻重，吞吐抑扬，入
情入理，入筋入骨”，名闻一时。至
83岁卒，死后葬于苏州。侯方域、
吴梅村、张岱、张潮、孔尚任、黄宗羲
对其均有记载。张岱写过《柳敬亭
说书》，吴梅村与黄宗羲写过《柳敬
亭传》。柳敬亭所说之书，由文人整
理成《柳下说书》，其文字由冒辟疆、
钱谦益、吴梅村等人润色，可见柳敬
亭与当时明末清初著名文人相交，
都曾留下一段佳话。

米 舒

柳敬亭之说 在我们小区的花园，每天清晨，总
见一位身材苗条、身姿挺拔的女性在打
太极拳。她身着白色丝质太极运动服，
在晨风的吹拂下，颇有几分仙风道骨的
气韵。只见她双脚并拢，全身放松，调
整气息，随即：起势、揽雀尾、单鞭、提手
上势、白鹤亮翅、搂膝拗步……
大凡熟知拳术的人们都知道，打拳

的目的是内外
兼修，提高身心
素质。打拳之
际，在沿袭传统
的基础上，女拳
师还融入了个人喜好与理解，有的招式
力度大点，强调阳刚之美；有的动作幅
度大点、舒展点，强化视觉美感。她的
“揽雀尾”与“如封似闭”中的“推”，双手
仿佛汇聚了千钧之力；“手挥琵琶”的演
练，像是敦煌壁画中的飞天，似在弹拨，
似在点化，姿态优美，飘飘欲仙。她那
“云手”一式，看似绵绵不绝，却有吞吐
八荒之意，打造出和谐与美好。
女拳师姓姜，人称“美女姜”。她原

来是企业管理人
员，据说身体一直

不太好。退休
后，机缘巧合，
喜爱上太极拳运动。经过一段时间的
锻炼，身体日渐强健。这一坚持就是整
整二十年，从此踏上了健康路。
女拳师打好拳，还要压压腿，下下

腰，练练站桩，强化基本功。其后还要
到一旁设有多种运动器的露天运动场，

选用各种健身
器材，再做一次
锻炼。平日里，
她喜欢使用一
款立式腰背按

摩器，按摩后背和腰部，借以疏通督脉
与带脉等经络。通常她听着舒缓的音
乐，随着乐曲的节奏，从上到下，由左到
右，有序按摩。
说来有趣，女拳师打拳之际，她的

身后总跟随五六名老太太，均是八十岁
上下之人，她们也跟着学那一招一式，
抬腿举步、振臂出拳……女拳师见了笑
笑说：“大家在一起挺好的，既可互相交
流学习，也比较热闹。”您瞧，这位女拳
师会说话又谦虚，也真是“独乐乐，不如
众乐乐”。

徐永清

社区拳师美女姜

山东威海市有个幸福
公园，背靠市区，面朝大
海。公园广场上有座幸福
门，是当地的标志性建筑
之一，门字形，高四十米，
对面就是北洋海军的诞生
地刘公岛。这里是游客必
到之地，也是市民常来的
休憩之所。
去年，我和老伴在威

海暂住。一日吃过早饭，
乘上巴士，沿海岸线一直开
到幸福公园。先上幸福门，

借助望远镜饱览刘公岛景
色，然后在海边看人垂钓，
在公园里随意转悠，走得累
了，又回到幸福门下。
老伴在幸福门下找到

一个台阶，坐下来休息，
她身边已有一位老太坐
在那里，老伴叫我过去，

坐在她俩中间，彼此都挨
得很近。那老太衣着朴
素，看起来身板结实，和
我一样也是一头白发。
我坐下后，她和我很随便
地交谈起来，好像我们是
熟人似的。
老太是本地人，姓刘，

住在威海郊区，天气好，一
个人乘上41路公交车，花
了40分钟到幸福公园遛
弯儿来了。她告诉我，她
今年七十九岁，有一个儿
子，六个闺女，十个孙子和
外孙；今年有三个孙子和
外孙考上了大学。我问：
老伴怎么没来？她说，老
伴比她小六岁，在家还能
帮点忙。
在我们说话间，刘老

太不时拿出手机来听电
话，轻声讲了几句就关上
了。我看那手机，比普通
饼干大不了多少，大概只
能通话用。我说，你的朋
友还不少啦？她说都是几
个女儿打来的。说话间，
老太的脸上露出了幸福的
笑容。这时，老太的手机
又响了，这次是大女儿打
来的，老太说，该回家了。
她站起来，临走时又对我

说，她有社保、医保，生活
无忧、幸福……说完就径
直朝马路对面走去，把背
影留给了我们……
人的一生中，会经历

多少人和事，有谁能说得
清楚？但有些点滴小事，
却能在心中保留下来，是
什么原因，有时也难以说
清。直到今天，我还会时
不时地想起那位老太和她
那幸福的一大家子。

漆世贵

幸福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