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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包上路

从高高的河岸上只看到战士们细小的黑

色身影，在雪白耀眼的冰面上飞奔；在无边

的黑麦地里，战士们高抬着指挥员波仁科尸

体的担架，慢慢地行进；头发蓬乱的流民瞪

着大眼睛，听着列宁讲述关于未来、关于工

业化、关于花园式国家的预言……这些都是

电影《肖尔斯》不可磨灭的诗意影象。

通过上千细节，《肖尔斯》的导演杜甫

仁科给我们成功塑造了苏联国内战争时期被

称为“乌克兰的夏伯阳”的军事家肖尔斯。

影片描写这位年轻骁勇的乌克兰统帅多年来

驰骋沙场、屡建奇功的事迹。

《肖尔斯》有非常多的感人情景，然而最

能让我动情的，不是那些壮烈的牺牲，而是肖

尔斯的战士们经过9天战斗后，在夜间尽情幻

想这场戏，这是全剧最具浪漫情怀的诗意场

景，杜甫仁科曾把它称为全片的“心脏”。他

曾向影片创作集体作了这样说明：“准备好最

洁净的颜色吧，美术家们。描绘我们那逝去了

的不可一世的青春时代。”

“把端庄英俊的演员带给我，我想在他

们的眼神里看到寄予的智慧和情操。”

“用纯洁的光线投射在他们身上吧，摄

影师们，把他们驰骋在乌克兰大地内心一切

美好的方面，全部无遗地反映在他们的脸庞

上。”

“让他们幻想吧。此时此刻，不必吃

喝，也不需要平凡的和惯常的生活细节，只

留下真实的纯净。”

真正的革命的理想主义，使这部片子永

远地站在了历史的高点、道德的高点、审美

的高点，而这恰恰是我们今天这个时代缺少

的“心脏”。

这部影片的成功，导演功不可没——杜

甫仁科本人就是战事的参与者：他参加了保

卫苏维埃乌克兰的战争。看到自己的人民受

到外国侵略者的折磨时，他曾泪流满面。他

也曾在草原上骑马驰骋，同战士们一同歌

唱。也曾手里拿着亮晃晃的马刀跳起“乌克

兰戈巴克舞”……因此这部电影的情境才能

达到生活的深刻真实，才能如此接近我们的

战争年代。

关于电影《肖尔斯》的中国记忆，我想

到了王蒙在《苏联祭》一书中谈到他访苏时

的一段回忆。王蒙在参加他的中短篇俄文版

发行与读者见面会时，有一苏联中年男子提

出与他同唱苏联历史歌曲。他们先是唱了

《喀秋莎》、《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当高唱到

《五一检阅歌》时，这名男子和了几句，拍

着脑袋说，记不起歌词。而当王蒙唱起《肖

尔斯》的插曲：“队伍沿着河岸……在那红

旗下面，躺着一位游击队长……”这位苏联

男子则完全和不上来了。可见这部电影、这

首歌曾经在中国革命的过程中，产生过何等

的影响。

俭朴是一棵常青树。面对物价上涨，

俭朴再次显示了它的生命力。

教科书一说起我们祖先，就是“勤劳勇

敢、艰苦朴素”，可见俭朴是我们这个民族

的本色。只是在物质生产大为丰富、“及时

行乐”大为盛行的今天，俭朴这个好东西才

被许多人丢弃了。他们不知俭朴为何物，

只知花钱的痛快：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穿

戴不是名牌不上身；手机用不了一年就要

换新的；电脑也常是最新款式；汽车要升

级，房子要扩大……这些人花钱如流水，生

活水平很高，可牢骚不断，幸福指数很低。

而俭朴的人却不是这样。他们的特质

是“吃得起苦”。有一类俭朴者我尤其尊

敬。他们家底厚实，收入颇丰，但他们在日

常生活中仍保持低调的状态。不是他们没

有理想、没有追求，也不是他们吝啬小器、

不懂享受，他们对人生自有理智的思考，寻

求的是更科学的生活方式。这些人的境界

和志趣，为我们每个人竖起了镜子。

还有两类俭朴者，我也对他们充满敬

意。一种是家境从来没有富裕过，多年来

清贫度日的；还有一种是以前曾大手大脚

过，现在迫于物价，不得不紧着过日子的。

尽管生活对他们来说都不轻松，但他们没

有屈服，而是以俭朴应对压力，显示出了可

贵的坚韧与智慧。

俭朴是美德，俭朴者值得尊敬。俭朴

应该成为社会的旗帜。

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教授、

少将，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

设工程专家

黄宏
HUANGHONG ZHUANLAN

专栏

萌生去乌镇的念头，缘于看了黄磊、刘若英

主演的《似水年华》。因为喜欢黄磊骨子里散发

的文人气息，欣赏刘若英灵魂深处的风雅气质，

也就喜欢了剧情的纯美情愫和乌镇的唯美画

面。

很清楚记得五年前暮春的双休日，乌镇东

栅的喧嚣与其它旅游景点的嘈杂一样媚俗不

二。导游不绝于耳的解说，游人摩肩接踵的拥

挤，让我生出些许失望，这不是我想要看的乌

镇。《似水年华》里乌镇雅致的韵味哪里去了？

始宋至清出过 64名进士，161名举人的钟灵毓

秀之地怎堪如此之扰？因为还要赶往杭州，因

为眼前的景象与期许的景致差距太大，也就失去

了游的兴致，就这样走马灯似地匆匆而过，丝毫

没有感受到乌镇的文脉毓灵。

后来，与朋友谈及乌镇之旅，一直说不该

去，此行破坏了我臆想中乌镇的灵秀风雅之

气。朋友说：虽然摄影师的镜头有时会诱骗我

们的视觉。不过被誉为江南首镇的乌镇确是个

值得游观的地方。去乌镇，一定不要在双休日，

一定要在西栅住一宿。不然，你永远体会不到

乌镇的厚重雅致。

经不住朋友的撺掇，再次前往。到达乌镇

时已是掌灯时分，如约来到预定的民宿，房东是

对年近六旬的夫妇，男主人木讷，女主人善言。

女主人热情地把我引到阁楼上，房间不大，布置

典雅。雕花轩窗半掩，镂孔木床围有流苏蚊帐，

明式桌椅简洁精致，印花蜡染的床饰，房间内弥

漫着玫瑰精油的淡淡香薰……如果不是墙上的

空调和桌上的仿古电话机，我真的误以为穿越时

空闯进了明清时代哪位小姐的闺房。我喜欢这

样古朴怀旧的装饰。

坐在房东紫藤缠窗的小院内，喝着主人自

酿的低度糯米酒。因香气浓郁、入口绵甜，一时

竟忘记是酒，猛喝几杯，平日里滴酒不沾的我突

感头昏脑胀。本打算晚餐后到“步步莲花”品

茗，因为不适，只好在院内与房东聊天。房东的

一双儿女均已成家立业，住在新建的镇上，在旅

游公司上班，休息日会带着孩子来看望老人。

景区内住的大都是四十岁以上的中老年人，临

水的房子都经镇里统一改建成民宿，统一管

理。他们在家等前台电话通知接待客人。因为

来旅游的人多，所以收入不菲。淡季的时候，他

们会在田间劳作……

我们聊到很晚，聊乌镇的悠久历史，聊现今

的商业晕染……我说很喜欢这样的意境，像极

了家人聊天。房东夫妇也说是的，孩子们都很

忙，很久没在一起聊天了。

女主人问我早餐想吃什么。我知道早餐包

含在住宿费里，品种是统一规定的，不好随意更

改，但还是忍不住问有没有小米粥。女主人连

忙说：好的。没问题！

第二天，喝着房东特意为我熬的小米粥，吃

着雪菜炒蚕豆米，突然感到了母亲的味道。女

主人说雪菜是自家腌制的，蚕豆是自家种的。

看我爱吃，走的时候非要给我带一些不可。

早餐后下起濛濛细雨，徐步缓行在桥上巷

内，感受乌镇的烟岚雾雨；身着街边店内购的绣

花布鞋和手绘棉麻长裙，用江南的韵律，独步丈

量乌镇隔尘离世的年轮；梦回前朝，用明清的节

奏，任由乌蓬船悠然荡漾；在古今交错中，感知

乌镇经年积淀的文化底蕴和人文气息。

百步一桥旁，人家尽枕河。在临水的阁楼

上静听桨橹，醉看水乡。在房东夫妇热情的款

待中，感受父老乡亲般的情缘。此般乌镇，我想

我会再来的。

钟秀乌镇 □邵红梅

俭朴
是一面旗帜

□彭瑞高

5月 1日，社区过节，老年活动室精彩演

出，国家一级演员、沪剧解派传人汪华忠前来

加盟助兴。趁此机会，笔者采访了汪华忠先

生。

汪华忠卸妆之后，墨黑的头发梳理整齐，

鼻梁上架着秀气眼镜，很有书卷气。我俩虽

然台下初次见面，但犹如久别重逢的老友，情

感热辣得很。

他生于 1943年，安徽广德人，1959年考

入上海人民沪剧团学馆，1962年毕业后留团

任演员。曾先后在《夜半歌声》、《蝴蝶夫人》、

《秋海棠》、《芦荡火种》、《甲午海战》、《雷雨》、

《姐妹俩》等剧目中主演或参演重要角色。

1984 年获得全国现代戏汇演配演一等奖；

1988年获得上海沪剧界中年演员声屏大赛

十佳演员称号，名列榜首。

他说，他的唱腔以学习解派为主，也喜欢

唱王派，包括赵春芳的赵派，袁滨忠的袁派

等。我的评价是：表演富有激情、刚柔相济，

所扮小生潇洒飘逸，唱的是王派；演老生唱的

是解派，则苍劲有力。

我问：你演出了无数剧目，且有许多脍炙

人口的唱段，你最喜欢的是哪个剧目？他回

答：《姐妹俩》。

沪剧《姐妹俩》写当代某大城市辛将军家

里的故事。辛将军有两个女儿：辛薇与辛

蓉。辛薇与男友小朱从一封家信发觉妹妹辛

蓉并非父亲亲生女儿，而辛蓉阔绰的生父将

从海外回国认女儿。于是小朱唆使辛薇骗小

外甥回乡村，企图达到独霸家财的目的。辛

蓉是个心地纯洁的姑娘，她不为金钱、出国所

动，怀着为祖国事业奋斗的精神，依然坚持自

己的人生道路。而辛薇在亲人们教育帮助

下，也终于从沉迷中清醒过来。

汪华忠在剧中饰辛政委。有意思的是，

他从舞台到现实生活中，将演戏与做人和谐

地融合起来。

汪华忠的夫人王美红是一家医院护士

长，她早年也曾面对一位弃婴。弃婴父亲是

安徽黄山来上海打工的民工，因无力养育女

儿，一弃了之。王美红不忍心将女婴送孤儿

院，与汪华忠商量将其收养。因他俩已有一

子，按收养条例规定收养有点麻烦，汪华忠四

处奔走，才得以收养这位弃婴，取名汪妮（上

海话老二之意）。

汪妮日渐成长，知道了自己的身世，很想

见一下自己的亲生父母。汪华忠想，作为养

父有责任也有义务圆女儿的一个梦。于是，

千方百计，按病历卡上的地址寻找，结果，此

处全拆迁了。又通过记者登报四处寻找。

如今汪妮已经长大成人，汪华忠替她寻

找了一份理想工作，寻找到了她的亲妹妹。

汪华忠将舞台生活演绎到了现实生活中。舞

台上的辛政委是高官，现实生活中的汪华忠

是一介布衣。汪华忠将舞台人物的高尚行为

鞭策自己，他的善良行为更令人感动。

爱默生曾说过，“美”是上帝印在“善”字

上的标记。汪华忠不仅在舞台上展示美，而

且在现实生活中也展示着尽善尽美。

舞台延续
生活一例

□杨云棠

人生百味

记忆中的苏联电影（之四）

初次下井

1958年，一列火车把我们数百名支内的上

海青年拉到了安徽江淮大地。经过读书、培

训，我们走进了煤矿大门。

这些年，媒体频报矿难，使人们有了偏

见，误认为煤矿就是“老虎口”。其实，当年我

是怀着强烈的好奇心懵懵懂懂接近煤矿的。

难忘第一次下井，我心中的惊喜远超于恐

惧。因为是国有大矿，设施很规范。坐着电

梯样的“缶笼”（比电梯粗陋得多），沿着副井，

耳边伴着风声、水声、心跳声，一下子降到了

地下三四百米深处。走下缶笼是开阔的大

巷，这里灯光亮亮，瓦石砌成拱顶，地上铺着

铁轨，运煤电车来往穿行。走了一段，再“哼

哧哼哧”吃力地爬过“上山”的斜坡，逐步走进

采区，四周就变得黑漆漆伸手不见五指，全靠

安全帽上的矿灯射出的游移光柱，照亮视线

里的巷道、岩壁、支柱和脚下。采煤工作面是

煤炭的江河，把矿区称为“百里煤海”，真是一

点也不夸张。

采煤工打眼放炮后，碎煤、块煤顺着溜槽

或运输机飞泻而下，煤多得仿佛永远流不完。

我用煤锹把底板上厚厚的煤，一下一下铲进溜

槽，满脸爬满黑汗，胸中激情沸腾了。曾写过

小诗发表在报上，其中有两句：“上海的亲人可

曾想到，煤炭的闪亮中也有我的汗水在发光

……”

矿魂

矿工特别能吃苦耐劳，性格耿直、豪爽、仗

义。平日里再英俊的棒小伙，下班升井后，一

脸黑灰，分不清鼻子眉毛，只有牙齿是白的。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高产日”里，竟有采

煤工硬是在井下打连班干了三天三夜不上井

……在淮北煤矿，一线矿工中上海籍是凤毛麟

角。我曾采访过一位采煤队长，是抽上来的上

海插队知青，精干又结实，纯正淮北口音，眼际

印着没洗净的煤痕，像纹了眼线。他如同火线

指挥员，带领近百号人，月月超产。听他简约、

深沉又自信的语气，我想，他已经是地道的矿

山人了。

淮北煤矿属特大型企业，“安全为天”、不

出“带血的煤”是坚定的方针。偶尔出了事故，

矿井好多天像缺了生气。听老矿工讲过一个

故事：在工作面突发的冒顶中，一位矿工左臂

被石块死死压住。在矸石不停的垮落中，他挥

起斧头咬牙斩断了血肉模糊的胳膊，保住了生

命……

根与碑

时光如梭，当年赴淮北煤城的上海小青

年，早已领受了原煤炭部颁发的30年煤矿职工

荣誉奖章，纷纷退休了，不少人归根回沪。也

有人把根留在淮北，养育了新一代煤城人。

回沪的支内“老同学”，每年还选择赴淮纪念

日，从四处赶来聚首。一群白发苍苍的古稀男

女，每每感慨万千，又无限欣慰。虽然半个世纪

的路途不乏坎坷崎岖，但目睹了历史上荒僻的淮

北，现在已变成了美丽的“阳光城”、皖北的“小上

海”。可以引以自豪的是，沧海桑田的变迁中，也

蕴含着我们上海支内人奉献的青春热血。

席间，唱起熟悉的矿山谣，爱舞文弄墨之

人癫发些少年狂，吟诗赋词……矿魂，永远镌

刻在我们生命的碑石上。

矿魂（三则） □揭志良

百姓纪事

多少年前看过一部电视剧，好像是王志文

主演。具体内容记不清了，剧中的他饰演的经

理，有一个极其可爱的五岁女儿，被不知名仇

家骗走了。妈妈伤心至极，但是不久就从悲痛

中清醒过来，说无论如何我都要找到我的孩

子。那个时候，我边用纸巾擦泪边对着只有五

岁的女儿说，你在我的视野里失踪几分钟，我

就会心慌，你可不能丢了，如果你丢了，我就不

活了。女儿那时说了一句话：“你看人家的妈

妈……”那时我还不明白，现在才真正明白了

她的含义。

最近，这样的不幸事情电视上经常报道，让

人看了触目惊心。我也加强了对孩子的教育。

然后重复表达了我的感慨：孩子你可一定要注

意安全，如果找不到你，我就真的疯掉了。女儿

这回生气地说，你疯了有什么用呢，你应该费尽

力量去找我。现在她十二岁了，有了自己的思

想。是的，五岁时她想表达的就是，你应该像人

家的妈妈，想尽办法去寻找我呀。

是呀，人生有许多的意想不到的事情会发

生。有风就会有雨，有雨来时，我们要及时找

到避雨的场所，而不是埋怨天气，站在雨地里

做无谓的争辩。宝贝，我一定会找到你，哪怕

穷其一生的时光也要找寻你，我要告诉你，你

对我是多么的重要，比我的生命都重要。虽然

我给你生命，但你的生命不属于我，却是我

的最爱。爱也是要有智慧才能算得上真正的

爱。有一个最爱你的人，从来没有放弃过找寻

你，这样你也有了希望，等待的希望；爱你的我

也有了不顾一切的信心，有了目标就有了活的

理由——终生都要找寻你！原来，你五岁就懂

得这些。

穷其一生也要找到你 □李华丽

闲情偶记

浦东公园遐想 □沈健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