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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候物语

最是一年“小叶”曲

田园

轻叩名门

梅兰芳的雅量

姚秦川

梅兰芳是著名的京剧表演艺术家，
一生弟子众多，其中最为有名的，当数
同为“四大名旦”的程砚秋。成名后的
程砚秋曾多次“叫板”师傅梅兰芳。面
对弟子咄咄逼人的“挑战”，梅兰芳非但
没有生气，反而大度地给予支持。

1946年秋，梅兰芳在上海中国大
剧院演出的消息见报后，立即引起观
众极大的兴趣。因为这次梅兰芳不仅
演出的曲目多，而且阵容豪华，光配角
就有杨宝森、俞振飞、姜妙香等。然
而，令观众没想到的是，仅过了一天，
身为梅兰芳弟子的程砚秋也贴出广
告，将于同一日在天蟾舞台演出，并且
请来谭富英、叶盛兰助演，阵容实力同
样不容小觑。

众所周知，京剧最重要的博弈形
式就是唱对台戏，看谁的观众多。很
明显，程砚秋就是想要和师傅梅兰芳
一争高下。不过，当演出的消息发出
后，许多观众都批评程砚秋“忘恩负
义，不自量力”。然而，自尊心极强的
程砚秋总认为现在自己要比师傅唱得
好，所以想以打对台戏的形式，一展自
己的本领。

当时，程砚秋对师傅梅兰芳既不服
气，又心怀歉意。几经思考，他打算前
往师傅梅兰芳的住所致歉。临出发前，
程砚秋已经做好了挨批的准备。不料
过去后，梅兰芳却安慰他：“放心去演，
排除外面干扰，尽可能去发挥。”听了师
傅的话后，程砚秋终于放下了心中的石
头，开始安心准备应对。

最终，这场师徒俩的对决，用观众
的话来讲，“打了个平手”。对决过后，
师徒二人和气仍在。后来，他们又一起
携手为宋庆龄儿童福利基金会义演了
喜剧《四五花洞》。

后来，有人专门问梅兰芳，面对弟
子的故意“挑衅”，你当时一点也不生气
吗？梅兰芳大度地回答：“为什么要生
气呢？难道不应该为他们的成长和进
步感到高兴吗？”当这话传到程砚秋的
耳朵里时，他再一次为师傅的大度和雅
量所折服。

明代著名思想家、河东学派的创始
人薛瑄曾说：“唯宽可以容人，唯厚可
以载物。”其意是说，只有宽宏大量才
可以容得众人，只有诚实厚道才可以承
载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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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一共有三辆自行车，他骑过的不
过两辆。

父亲没骑过那辆，完全是被父亲推着
从区镇邮电所领回家的。三十年前，父亲
在邮电所做临时邮递员。车，三年一更
新。父亲珍惜他的旧车，三年后又坚持用
了三年，六年节省出一辆新车。父亲用水
小心洗干净那辆新车轮胎上的泥土，用布
擦干了，又在车的螺丝、链条上抹上黄
油。父亲用绳子把新车吊起来，挂在堂屋
的墙壁上，“束之高阁”。有好几次，有邻
居想借父亲的自行车去县城，一看自行车
被父亲当“神”一样“供奉”，借车的话也就
没好意思说出口。

邻村有个走街串巷的兽医，听说父亲
有一辆“邮电专用”自行车，想买，价钱最后
加到400元，父亲也不为心动。要知道，父
亲的工资每月才120元。以今天的物价与
工资收入比折算，宁舍三个多月工资，不卖
一辆自行车的父亲定被人说是“傻瓜”！

父亲傻吗？他可精着哩！那时，一辆
普通的自行车值两百多块钱，照他每天六
七十公里的骑行里程，两年内，普通的车
除了铃铛不响，周身都必响，但“邮电专
用”是自行车行业的金字招牌与实力担当
——比如父亲的那辆旧车，钢架板扎，三
年跑了好几万公里，除了换过几副链条，
补过几次内胎，其它啥毛病没有。父亲算
得明这个账。

多年后，读到余秋雨的《信客》，在电
视上看到云南邮递员溜索过澜沧江的凶
险，我才真正明白做邮递员的父亲的辛
苦。那时，家乡的乡镇公路还不是水泥
路、柏油路，父亲每天要把报纸、书信从区
镇邮电所送到区镇下辖的六个乡政府，土
路并不短。

父亲的那辆旧车和父亲一样吃了无
尽土灰。农民不怕一身灰，最要命是雨
天。泥巴塞住了链条，卡住了护泥壳，跑
几十米就得停下来剁泥巴。有时实在骑
不动了，父亲就只能把自行车扛着走。有
一次，因为雨大阻挡了视线，父亲的车被
一块横亘在路上的石头绊倒了，摔得浑身
是泥。父亲的艰辛，又哪是一个贪玩好耍
不懂事的孩子能体会的呢？有一天，我在
学校惹了祸。班主任通知我请家长，我硬
着头皮告诉了父亲。父亲骑着那辆他自
己觉得无比威风却让我觉得颜面尽失的
自行车到了学校。我心想：你还不如走着
来得好。因为我的那些家住区镇街上的
同学家里，已有了屁股冒烟的摩托车。现
在想来，我真为我的虚荣汗颜啊！

二十年前，我参加了工作，在城里安
了家。十年前，我开车接父亲离开老家来
城里定居时，父亲想把那辆他精心呵护过
的新车带进城，可它那么大，又如何放得
进小汽车的后备箱呢？父亲试图把车贱
价卖给那位兽医，但人家早换成了小汽
车。父亲只得咬咬牙，把它送给了老家的
亲戚——车放在那里，只能锈烂。父亲于
心不忍，就像自己养不活的孩子，也只得
找人抱养，有个归宿。

我前天回家，透过汽车的前挡风玻
璃，我远远地望见父亲正骑着他从旧货市
场淘来的二手自行车进小区大门。那是

一直喜欢纸质书，所以看了电视
剧《天道》后还是买了原著《遥远的救
世主》，一口气读完。关于文化密码之
论，书里很精彩，我不再多着笔墨。我
更感兴趣的是人，是作者豆豆笔下一

初听小叶榄仁，以为是一种果实，香
甜且形状椭圆。初见小叶榄仁，稠密的枝
叶遮天蔽日，很容易把它与银杏树混淆。
修长的腰身，纤细而挺拔，打横看，舒展自
得的冠幅，宽达2-5米，层层叠叠像把大
雨伞。从竖瞧，开枝散叶层次分明，总是
一幅高挑娴静的美人作态，因此有了“雨
伞树”的别名。最特别是它的叶：“提琴状
倒卵形叶片”，瞬间描绘出与众不同之
处。叶子的上半部是小提琴的形态，下半
部是倒过来的卵形收尾，整个叶面看上去
青涩小巧，让人新鲜惬意。

南方多是四季常青的树，如若混迹其
中，对于看惯了此景的南方人来讲，倒也
并无过于二致。没想到，它最惊艳的时
刻，却是落在了初春的时节。

别人在草长莺飞，可路边的小叶榄
仁，仿佛被仙人施了魔法，一夜之间变得
青黄起来。不再是密不透光的荫，阳光轻
而易举地从枝隙间穿过，折射出炫目的金
色。风吹过，树叶彼此拍打，发出飒飒响
声。带着枫叶般多变的性格，当最后一丝
水分脱离了枝体，叶子终于无力地打着旋
儿纷纷洒洒飘向了地面。很快，长长的一
条路便铺满了焦黄松脆的叶子，轻踩上
去，碎裂声不绝于耳。

一边是大张旗鼓落下，一边却悄悄用
力向上。笔直的杆上很快分出了细枝长
出了枝节，却又总是爱三五成群地聚集在
枝节上。许是向光的原因，“伞边”弯弯翘
起。从最初的细芽到指甲盖大小的嫩叶，
从光秃秃的树杈到满树的郁郁葱葱，小叶
榄仁，以肉眼可见的惊人速度，绽放出犹
不自知的温婉与绿意。

漫步在这样的路上，低头，一地的落
叶，恍然回到了秋，浪漫长情回味不已；驻
足在这样的路上，抬首，一树的青翠，明媚
蓊郁希望不绝。雨洒过，整齐划一的

“Violin”（小提琴）左右抖动着，水亮氤
氲，犹如“春之声”圆舞曲跳跃的音符，拨
弄出欢快愉悦的心弦。

日子总是稍纵即逝的。知了开始叫
了，小叶榄仁的花也开了。不似印象中花
的样子，没有花苞不开花瓣，几乎闻不到
花应有的香。细长条状的花丝，呈穗状排
列，远远看去像是初生的毛毛虫，嫩绿张
扬却不惹人厌。靠近端详却似精灵的触
角，一条条花棒不时微颤地舞动着。绿或
黄绿色，起没在早已是深绿的叶丛间，让
人不禁猜想果子成熟时的模样儿。

当夜幕降临，地平线上最后一抹橙红
在声声躁动不安的鸟叫中消失殆尽。仰
望穹窿，看不见黄或绿，看不见花和叶，只
剩满目斑驳，白日里的喧嚣藏匿在了低调
的黑暗里。伸出手指，对着空中细细勾勒
着，粗顺着杆的末端擦出了边界，细延伸
到枝的脆弱却悄然而止。留白处的天空，
凝固在晕黄里，底色却是折射透出的深邃
蓝。阴影融进了光的势力，在版面上交错
盘旋，视觉的界线和边缘消失了，清晰度
完全对比上了断续的模糊，空旷纤毫毕
现，力与空间对峙，一切压向了现实。很
快，淡淡的月光下，一幅幅黑白分明的水
墨跃然在了眼前。

我轻笑。也不承想，最气质妩媚的时
刻，却是落在了初夏的夜。

好一种静静的美。见过它跨越“天
端”的活力，见过它驰骋“长赢”的韵律，小
叶榄仁，在时光与认知中，在春与秋的交
错间绽放出别样的蕴藉隽永。

文化评弹

打开一扇窗

许燕影

个个鲜活的人物刻画及灵魂、人性之
拷问。

小说开场白就由肖亚文一段话带
出了男主丁元英——“认识这个人就
是开了一扇窗，可以看到不一样的东
西，听到不一样的声音，能思考、觉
悟，还有机会和帮助”。接着是柏林
帝侯大街索林特博彩公司大楼的一场
私募基金清算分红会。丁元英可谓私
募商界奇人，以1700万马克、1892万
美元为资本，仅十一个月时间的运作
便获利4280万马克，在如日中天时突
然决定终止合作，面对冻结获利资金
3年且5年内不得从事同一行业的苛
刻的条款，依然选择隐退，没有半字
据争，以致他的友人韩楚风都不解，

“你那股拔刀见血的劲哪去了？”确
实，通过丁元英对特定背景下股市的
分解，从中可见识丁元英行事高明、
清醒和自制到了极致。

芮小丹因好友肖亚文的预先警醒
是有戒备的，第一次破防缘于音乐，灵
魂之门骤然被撞开正是一曲《天国的女
儿》，纯净的声音倾泻如“露珠呢喃、如
岩浆涌动”，她不由得对丁元英刮目相
看，“人原来可以这样活，灵魂原来可以
这样滋润”。如果说一发不可收拾地沉
迷于一套音响甚至背上处分，不如说着
魔般迷上了丁元英。他真的给她打开
了一扇窗，穆特“悲凉、悲伤、悲戚”，弗
雷德曼“悲愤、悲壮、悲怆”，海菲兹却过
于“在意技艺反而染了匠气淡了虔诚”，
丁元英娓娓诠释三位小提琴大师演奏
的不朽之作《流浪者之歌》，彻底降服了
芮小丹。

不可否认，芮小丹彻底被丁元英
集哲学、经济、音乐、宗教为一身的渊
博学识所吸引。她深知丁元英不属于
古城，为了维系这段情感长久一点，仅
仅是长久一点，芮小丹一点一点软化
丁元英的心。其实，丁元英一直是个
淡泊的人，清心寡欲、与世无争。馄饨
店老板收他两次钱他不计较，他将仅
有的十五万给韩楚风之妻应付燃眉之
急，自己再一张一张变卖心爱的唱片
度日，他可以夏季无空调，可以吃方便
面，只要有茶有音乐就好。他极怕麻
烦，对女人对情感也如是。“女人是形
式逻辑的典范，是辩证逻辑的障碍”，
这是他骨子里的成见，他的包容始终
是居高临下的，这就决定了他的孤
独。但他对人性的洞察也是可怕的，
心思缜密、环环相扣。

命由心念，如果剖析人性，那么，
芮小丹的死，是不是可以归结于爱和
过度的理想化？是的，芮小丹有优渥
于他人的资本，她有能力在情感中任
性。爱让她神化了丁元英，她爱得太
用力，没有保留，在觉得自己不够完美
配不上丁元英时，选择了离去。芮小
丹魔幻了这份爱，既卑微又傲娇，所
以，命悬一线时试探性的电话，只是在
等一句话、一个态度。聪明的她其实
什么都明白，那个电话也不过是最后
的自欺欺人。

电视剧中的肖亚文其实活得最踏
实通透，她才算是真正的人生赢家。
聪明、好学、有分寸感，最重要的是能
认清自己所处的位置，不谄媚不攀附，
最后理所当然成为格律诗的掌门人。
不愧曾做过丁元英的助理，她能洞悉
一切，既看到丁元英超强的能力，也看
透他有别于常人的自我和淡漠，所以
一再警告芮小丹，“他不会让自己绊倒
两次，你是女人，一旦陷进去就很难自
拔”，果然一语成谶。当然，也有人说，
因为丁元英的出现，才使芮小丹昙花
一现的生命绽放出绚丽多彩的火花，
也许这本就是芮小丹不惜代价追求的
人生真谛。

市井烟火

骑自行车的父亲

宋扬 一辆精致的赛车，却小得可怜，再不复当
年的邮电专用自行车那般高大威猛。父
亲佝偻着背，也不再是那个脊背挺直、能
撑起整个家的壮年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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