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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那些野外的草，总要
盛大一场，哪怕是匆匆忙忙的，
哪怕是杂乱无章的，也定当以
“野草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血
气诚意发出邀请，收到邀请的
你，无法置之
不理和麻木无
所动。
因病隔离，一月

不见，那些草，如隔春
秋。然一场草野的盛大仍未结束。站
在某个角落，见草的蓬勃、草的丰茂、草
的芳香和草的野性，正如火如荼地上
演：一是医院花园中的草，一是家中院
子的草。前者，被忙碌着的人们遗忘，
恣意生长；后者，我愿意刻意“遗忘”，任
其野生。
只因这强大的生命力，让人肃然起

敬。这是一种保有血气的风骨，一种坚
毅的存在。
理查德 ·福提在《生命简史》中说：

“草有一种非凡的特性，即它的叶子从隐
藏的根部长出来，而大多数的植物都是

从顶端的新芽长出来
的。”故“离离原上草”，
惊为“一岁一枯荣”，叹
为“浴火重生”，火烧掉
的只是“草”枯黄的叶、

茎，而长在土中的“草”根是不受影响的，
只要不遭“斩草除根”，季节轮换，
幼芽由根而发，照旧生长，又是一
株“早有苗头”的新“草”。
“草”，“草本”，本是世间最

顽强坚韧和经得起挫折的生命，
每每能绝处逢生，显示出无与伦
比的生命力。

汪 洁

芳草何萋萋

农历已经过了小满，应该快到炎热
的夏天了，可是有时还会感到寒意，并非
因为疫情，而是这些日子常为一些艺术
家的离去而伤感。那天傍晚，又听说我
敬爱的严翔老师走了，简直不敢相信。
这是一位我在学生时代就仰慕的表演艺
术家啊！
我从小爱好戏剧。每月不多的零花

钱，只肯用在看戏买书上，大世界
是常去之处，当时门票每张一毛
钱。长江剧场的话剧也常看，在
门口等退票，临开场时，一两毛
钱就能等到前排座位。上海人
艺话剧演员中我崇拜的有高崇
实、江俊和严翔等几位。我在执
导电视剧《蓝盾上的国徽》时，请
过江俊老师，而在电视剧《寻找
明天的太阳》时和严翔老师有过
难忘的合作。
《寻找明天的太阳》描写一位

失去双肢的残疾人，顽强拼搏抗
争命运，以脚画画，最终成为一位
画家的故事。完全按真人真事改
编，男主人公也由这位残疾人画
家自己扮演。导演李歇浦。我
忝任副导演兼演个小角色。严
翔扮演党委书记一角。我看过
他在话剧《日出》中演胡四，后来
在电影中又看过他演李石清，两
个性格迥然不同的人物，居然是
同一个演员演的，令人惊叹。本
剧中，他演一位谆谆关爱群众的书记。
拍摄过程中，我亲身感受到严翔老师的
仁爱之心。他当时已是声名卓著的大
演员了，可与从未上过镜头的人对戏，
毫不厌烦，反而帮着导演耐心解释辅导，
让对方非常感动，也使戏得以顺利拍
摄。剧中有些镜头还去上海油画院拍
摄，当时画院的陈逸飞、夏葆元等大画家
还没有出名，严翔老师和他们相见时如
同老朋友，毫无名人架势。
严翔气质儒雅，演知识分子最合适，

但演好每个角
色，靠的不是本
色，而是演技和
认真执着的精
神。我和严翔老
师在电视剧《WP

行动》中又有一
次合作，他扮演

国民党将领戴伟，我演国民党海军副司
令段雨中，实际上是我党地下党员，领导
了一次武装起义。上海人艺许多演员参
加了演出，可谓明星云集，让我在参演时
学到不少。演反一号乔林的是王诗槐，
他和严翔本人的气质相近，可在此剧表
演中却迥然相异，一个飞扬跋扈，一个沉
稳儒雅，同是反派，性格不同，令我深感

艺术作品中人物决不能“千人一
面”矣！
我和严翔老师也有一次擦肩

而过。有一次，上影朋友介绍我
去试演孙中山。化了妆就与对手
试戏，不料对手就是严翔。我也
不知此剧写什么，背了台词就演，
演毕，严翔摇摇头，严肃地说：“不
行，小汪表演太过了。”导演问我：
“你不是演过孙中山吗？”没有啊，
在《孙中山与宋庆龄》里，我演的
是宋耀如，他们搞错了。当然，这
次合作不成，但我却一直记住严
翔老师的话和严肃的眼神。是
的，那眼神永远难忘！
《城南旧事》和《上海的早晨》

是经典名作，严翔饰演的英子父
亲，没有丝毫表演痕迹，表演炉
火纯青；而广大观众又因徐义德
一角认识了他，温文尔雅的外
表、丰富的历练让他频频饰演
“资本家”。他还在《黄齐生与王
若飞》中，主演民主主义思想家、

教育家黄齐生（王若飞的舅舅），又在
《泣血年流》中，主演20年代末到30年
代初沪上爱国民族资本家项松茂，演过
古董商韩锡元（《佛光侠影》）、黄楚九
（《上海大世界》）、华侨巨富李建南（《李
建南》）等。斯坦尼斯拉夫体系认为，导
演启发、发挥、发展了演员的创造性，而
演员反过来又启发、发挥、发展了导演
的创造性，严翔正是在演艺生涯中体现
了这点。纵观平生，他演过100多位不
同角色，对一位演员来说，夫复何求？
此之谓福矣！
如今，严翔走了。今年春寒料峭，两

个月来仙逝了几位艺术大师，可是，春天
不会涂脂抹粉，否则她就永远不会苏醒，
万紫千红过后，还会有“接天莲叶无穷碧,

映日荷花别样红”的美好季节。在祛除魔
障后的浦江两岸，已经看到夏日的美景。
仅此，以映日红花送别严翔老师……

汪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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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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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过一篇文章说，早晨刚
刚起床的样子，从镜子里审视
自己，那才是最真实的容颜。
果然，这个时候立在卫

生间的镜子前细细地打量，
才发现原来自己的相貌远远不是平
时印象中的样子。额头的川字纹很
深，眼袋低垂，还有显眼的法令纹，
如果素描的话，那么眼前的这个人
分明是历尽沧桑的老者。
我常常花几分钟，认真地于此

刻细细地与镜中的自己对视。甚至
还要冲自己做做鬼脸。岁月是把杀猪
刀，刀刀催人老。洗尽铅华始见金，褪
去浮华归本真。此时此刻，不光是外
形显老，更能彰显自己最真实的心态。
每天早晨，都会不自觉地咳嗽

几声。若干年前，岳母来帮我们带
孩子。她有早起的习惯。听到她在

卫生间里咳嗽的声音，我就在床头
辗转反侧地感叹一声，唉，人老了，
总是掩饰不了咳嗽啊。现在轮到
我，不由自主地咳嗽一番了。
我在镜前久久伫立时，妻子蓬头

散发地过来，笑话我“说人家前，落人
家后。”她是个爱记仇的人，牢牢地记
着当年我笑话岳母咳嗽的细节。
专家说，早晨起床，要喝杯温开

水。睡了一夜，身体缺乏水分。一杯
温开水徐徐浸润后，无意间再冲镜子
里瞅一眼，咦，又变得活色生香起来。
我知道，这不能说不是真实的自己，但
这个样子，已然包含了水分。

“粉墨登场扮旁人,妆颜
褪尽留自己。众星捧月唱繁
华,星退月留冷寒清。”古人之
于容颜，之于岁月，之于交际，
早就有种种感慨。新的一天

开始了。古人又说，“糊涂脸水聪明
枕。”意思是，睡在枕头上，于夜深人
静之际，人总是把许多细节放大，懂
得规则，晓得恐惧，敬畏法度，真正地
变得聪明起来；而清晨片刻审视自己
之后，赶紧洗脸粉妆，一切又开始步
入世俗，像个角色入戏般地为名利奔
波，或巧取，或豪夺，种种勾心斗角，
其实，是最糊涂的表现。就是在这种
日复一日的轮回往复中，岁月这把杀
猪刀，磨刀霍霍，我们向着自己，镌刻
着一道道密密细细的人生皱纹。
未施铅华立镜前的那个人，已

然顾不得刚刚的感慨和沮丧了。

聂学剑

未施铅华立镜前

“六一”前夕，我的思绪又回到
了童年。
那时，学校周日有阅览室向少

先队员开放，凭戴着红领巾才能进
入，而我太调皮捣蛋，一直未被批准
入队，只好在校门口徘徊。有一天，
我捡到一根很破的红领巾，如获至
宝，匆匆套进脖子想进入校园，却被
同学发现告诉了值勤老师。
校门未得进去，红领巾也被
没收了，我很是气恼，想着法
子捉弄一下这个打小报告的
同学。下课后，同学们都去
操场玩了，我趁教室没人，偷偷将老
师讲台上的半瓶墨水倒向了他的书
包。恰巧，被一个回教室拿毽子的
女同学撞见了，班主任把我训斥了
一顿，并责令我回家将书包洗干
净。我拎着书包正欲走出校门，遇
见了少先队辅导员鲍老师。她看到
我手里黑乎乎的书包，就知道我又
惹事了，把我叫到了办公室。当她
知道我为了去阅览室才戴上捡到的
红领巾时，摸着我的头，嘱咐我，还
是应该用实际行动争取早日加入少
先队才对，随后拿过书包，说，我帮
你洗掉，你带回去的话，说不定你妈
又要请侬“吃生活”了。我点着头，
默默地走出了办公室。
一次课后，我与邻班的同学为

了争抢一只皮球打了起来，滚在走
廊的地板上。鲍老师下课正好路
过，看见我又打架了，呵斥我住手。
见我灰头土脸的样子，她摇了摇头，
叹了口气，让我跟着她去办公室。
她没说什么，从面盆里绞了把毛巾
帮我把脸擦干净了。看到我衣服的
纽扣也掉了两粒，她在抽屉里翻弄

着，没找到纽扣，便对我说，跟她一
起去她家帮我缝上。放学后，我跟
着她来到长宁路西新街对面的一条
洋房里弄。进了家门，她让我坐在
沙发上。我从没坐过沙发，有点好
奇。鲍老师笑着问我舒服吗？我点
点头。她又问我饿了么？我又点点
头，鲍老师便到厨房里给我弄吃的

去了。我看到她开煤气，生惯了煤
球炉子的我，好奇心十足。鲍老师
见状便关了煤气，让我重新划火柴
来点煤气。“嘭”的一声，火苗齐刷刷
地蹿了出来，吓了我一跳，鲍老师却
“咯咯咯”笑个不停。在我吃着有葱
花、麻油的阳春面时，鲍老师便给我
讲雷锋的故事，鼓励我做一
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她
还给我讲了红领巾是红旗的
一角，是革命烈士的鲜血染
成的，把红领巾佩戴在胸前
就像是把祖国装进了心里，听得我
直点头。穿上鲍老师给我缝好纽扣
的衣服，回想今天吃了面，坐了沙
发，学开了煤气，开心啊！我是蹦蹦
跳跳着回家的。
鲍老师时常把我叫到办公室，

与我谈心，要我多做好人好事，不
做调皮捣蛋的事。她看到我老是
问同学借军帽戴，知道我太喜欢
军帽又无钱购买，有天下午放学
后，她带着我从华阳路走到长宁
支路来到曹家渡的抗美百货商
店，自己掏了八角钱，帮我买了一

顶新军帽。这顶帽子，我天天戴
在头上。
学校号召学生要捡拾废钢铁，

支援国家建设。我天蒙蒙亮就挑着
两只破铅桶出发了，一个人沿着长
宁路苏州河向西走去，直到北新泾
桥附近，那里很少有同学过来。结
果，我挑回了满满的两铅桶废铜烂

铁。老师们见我满头大汗，
走得鞋子破了，脚趾头也露
了出来，衣服也又脏又湿，让
我赶紧回家去。没几天，我
在缴废钢铁的榜单上以38

斤荣获本周的第一名。鲍老师知道
后，把我叫到大队部，这回她大大地
表扬了我，并让我再接再厉，争取早
日入队。
五月下旬的一天，鲍老师来到

我教室门口，把我叫了出来，告诉
我，少先队大队部同意接收我为少

先队员了。我高兴啊，回到
家第一个告诉了母亲。母亲
说：“戴上了红领巾不允许再
做坏事体啦，晓得 ？”我连
连“哦、哦”应着，此时，我看

到母亲的眼睛是湿润的。
那天晚上，我特别兴奋。想到

明天就有红领巾戴了，可以去阅览
室了，可以去少年宫了，我辗转不能
入睡，盼着早点天亮，盼着早点升
旗，盼着早点戴上红领巾……早晨，
入队式在鼓号声中拉开帷幕，出旗，
唱队歌……鲍老师为我戴上了红领
巾，我恭恭敬敬地向她敬了一个标
准的礼。
少先队独有的仪式感和满满的

正能量，还有指引我走进少先队的
鲍老师，是我心中永不磨灭的记忆。

陈建兴

忆少先队辅导员

天空，出奇地蓝。阳
光，那么温柔诱人。城市
没了往日的喧嚣，世界变
得如此安静。记得，往年这
个时候，只要阳光灿烂，我
总要在河边漫步道上散步；
或坐在河边石凳上读书。
客厅窗台上的蝴蝶兰，谦卑
地鞠着躬，依然呈
献着美艳的花朵；
蟹爪兰春节开过后
谢了，现在又活力
四射般开出了婀娜
多姿的花朵。
很长时间了，

社区内保持着静
默，像一个平静如
镜的池塘。虽然水
面无波，但水下又涌动着
忐忑不安。小区原有的
200多人的居民微信群，
很快集结到500人的上
限，群主很快又组织了第
二“集团军”。年轻人开始
“未雨绸缪，粮草先行”，鸡
蛋团、肉禽团、水果团、米
面油盐酱醋团，雨后春笋
般露出尖尖角。
突然，社区内一名住

家保姆报“中队长”（上海

人现在谁都知道这词的震
撼力！），还无知地把检测
盒拿去给居委会干部看。
社区内一片哗然！池塘激
起层层涟漪。保姆被转运
隔离后，小区复归平静。
静默了14天，人们终

于可以在小区内呼吸带有
青草味的空气。突
然，一声惊雷。隔
壁邻居私信我：儿
子“中队长”了！还
有几分热度！并问
我：怎么办？因为
我是小区业委会
的，他第一时间告
诉了我。他把一家
最近的活动轨迹在

头脑里过了一遍，感到莫名
其妙，分析不出儿子怎么会
被感染上的？太神秘了！
我安抚他：你不要恐慌，马
上报告居委会。我看你们
全家人高马大，免疫力强，
估计不会有大问题。你让
儿子先服连花清瘟降体温。
过了两个小时，不见

居委会发通报，也许，他们
在等街道的指令。但我觉
得刻不容缓，应该向居民
公开，早知道，早预防。消
息在居民微信大群发出
后，像爆雷。不断有人打
电话问我：是几号楼的？
是几层楼几室户的？……
我像开记者招待会，一一

作了解答，但不透露是哪
一户，避免给患者带来心
理压力。
我们是公安小区，职

业习惯使然，马上涌现出
一批“福尔摩斯”，不断推
理病毒是怎么会在我们小
区出现的？我与该邻居保
持着联络，不断向他进行业
余级“流调”：他们在封控后
只参加过一次团购；他家没
有人去医院看过病；小区变
为防范区后，他们全家一起
下过一次楼，在小广场打了
一会儿羽毛球，第二天上
午，他的儿子就“中队长”
了。我把“流调结果”告诉
了向我提问的居民，“波涛”
渐渐平静了。
邻居一家子转运那

天，近半夜了。他们拖着
旅行箱进电梯前，我恰巧
开门看见了，我向他们招
了招手，并向他们做了一
个“胜利”的手势。第二天
一早，我把他们已转运至
四叶草方舱的消息在微信
群里告诉了大家，立马，跳
出了一长串的“祝早日康
复回家，玫瑰玫瑰玫瑰”。
然而，病毒没有就此

离开。
之后，23层楼出现了

阳性。“福尔摩斯”告诫居
民：注意烟道传播，多开
排风。
几天之后，25层楼紧

邻的两户居民自报“阳”！
“福尔摩斯”分析：两家下
楼做核酸检测时，可能同
坐一部电梯，在电梯的密
闭空间内被感染上了。
仅一天后，本栋3层楼

又发现了“阳”，“福尔摩斯”
提出分析报告：请居民们注
意下水道的传播可能。
病毒仍在神秘地上蹿

下跳。居民们小心提防
着，但已不再恐慌。而邻
居间一股互爱互助的暖流
在上下涌动——
“我家刚发的猪肉，红

肠，咸蛋，谁家有需要的到
12楼来拿。”
“我家新团购了3箱

沃柑，有需要的请举手。”
“谁家孩子想吃面包

鸡蛋，我家可以免费提供。”
奥密克戎其实并不可

怕；邻居间在防疫中建立
起来的互助互爱信任弥足
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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