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看见他人说着自己的经历时
你微笑着认同：
——都是为了白月光
有人从你的回忆中走出，你沉默后
很平静，只用
手势划过波纹，夹带着落叶轻点琴键
然后你一再强调——开始不是蓝
是阳光每天掀开窗帘后，
最先从山坡上爬上来的晨炊

开始不是蓝
□轻叩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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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睡的山谷从此醒来，多少沧桑的记忆
在轰鸣的钻机声中颠覆着洪荒和文明的交媾
一道道山梁立起了身子，窥探着凌厉的风
黑暗在一夜之间被贯通，天空原来这么阔绰
一片雪花落在山坳的罅隙里，嗖嗖的冷气袭来
乔装的村落星罗棋布，在夜色里点亮
出没的野兽缩了缩头，向着远方嚎叫
阒无一人的山叉里如今已轻歌曼舞，鸟儿翱翔
从秃山的草甸里衔起一只昆虫，直上云天
一切都变了，一夜之间，谁也守不住寂寞
道路被闪电劈开一个口子，像梦里的笑靥
白昼与黑夜没有了那道分明的隔膜
谁与谁连在了一起，谁与谁再也不能分离
高原，森林，大山，河流……都手拉着手
兰州，广元，南充，重庆……彻夜畅谈，不再孤独
一个梦中的荒漠，睁开眼却变成了繁茂的绿洲
时间都拉得更近了，更近了，一声咳嗽还未收唇
仿佛一个懒腰的当儿，就已抵达你遥远的温柔
那些忧郁的眼睛闪着光芒，追赶生硬的铁
步伐都暗合了轻盈的舞步，冲动分载上了集装箱
这是一个注定要朝发午至的时代，包括你的内心
颤抖的魂灵和血脉翕张的肉身，一切的一切
都在酣睡中被打上了编码，运向另一个富饶之地
谁也不要去过问了，一生就是一瞬，何以托身
不要急着睁开眼睛，隧道里还有些闷黑
你听那“ 哐当哐当”的声响，是铁撕咬着铁的痴迷
脑海的镜像里忽然闪烁着生命和时光行进的声音
在一段旋律里，潜伏着大山的静美和河流的壮观
每一颗心都沐浴了时代的恩惠，每一束阳光都那么美
从原始的混沌到如今的开天辟地
这是一次革命的福音。兰州不必催发
一条铁路飞架兰渝，是一次灵魂的抵达

细雨如丝。
南窗外的菜园里，生菜菠菜小

白菜刚刚舒展开叶子，碧绿中还泛
着娇嫩的鹅黄色。西红柿茄子黄
瓜这些秧苗排着队站在田垄上，刚
刚离开温床移植到大地里，还是一
副娇弱楚楚动人的样子。菜园靠
院子这一侧是几棵低矮又极为茂
盛的樱桃树，绿色的樱桃包裹着一
层细密的绒毛，害羞地藏在树叶
间。打开房门，远处的山就在眼
前，好像是一位不请自来的客人，
随时准备跨进门里。仔细看看，分
明又离得很远，始终就在那里和你
对视，任凭你笑还是不笑。

北窗外看出去，是自家码放整
齐的柴垛，是矗立在角落里却又明
晃晃藏也藏不住的室外厕所。停
在院里的拖拉机，十几头膘肥体壮
的黄牛，后院邻居家的境况尽收眼
底。

房子与山比邻，山不高却还陡
峭，山上的树野蛮生长枝叶繁茂，
稠密的绿色似乎快要遮盖了房顶。

春耕时节的刘马架屯，在这飘
雨的午后，闲散而又安逸。朴素的
农家房间里，一张木工余料制成的
小板凳，有点笨拙有点粗糙，当成
茶台未免夸大其辞。一把城市家
里淘汰下来的茶壶，不是泥陶也不
是紫砂，只是一把平常的塑料茶
壶。没有茶碗，几只小小的搪瓷
缸，漆面斑驳盛水足矣。茶叶是普
通的茉莉花茶，几块普通的回民店
里的老式蛋糕。骨折手术后的母
亲安卧榻上，我盘腿坐在火炕上，
哥侧着身子坐在炕沿边，我们的下
午茶就这样开始了。

屯里农家原本少有喝茶的习
惯，这样煞有介事删繁就简颇具仪
式感地喝起来下午茶，也是这细雨
这春色这不同寻常的闲适偶然带
给我的灵感。原本我也不懂茶道，
不过是偶尔出入朋友的茶舍有幸
品过一两口好茶。原本这屯里大
块吃肉大碗喝酒，和那些消磨时光
的下午茶没有任何交集。原本兄
长长我十几岁，我像他少年离家的
女儿，我们情感牵挂，往来疏远，似
乎也找不到更好相互表达情感的
方式。在春雨洒落大地秧苗缓缓
生长的时分，我们小心翼翼又兴致
盎然地喝下了第一口茶，涩涩的味
道，有点不适。

刘马架屯是我出生长大的地
方，我和这里已经相隔了近四十年
的时光。住在我心里的那些陈年
过往，在茶水浸泡下，一点点复苏
了。我和哥都不胜酒力，我们不习

惯用酒煽动情感。好在有了这茶
水，有了这茶水缓缓从我们心里流
过，缓缓流过那些时光。

哥说，还记得当年送你上学时
候吃过的那个瓜，至今想起来还是
甜。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哥送我
去西北某地读书，金秋 9 月，火车
站台上瓜果飘香，我们花 5毛钱买
了一个当地特产的瓜坐在水果摊
前吃起来，那瓜有个好听的名字叫
做“花篮柿”。我还曾经带回来“花
篮柿”的种子，哥种在了菜园里，一
方水土一方物产，到底还是没有结
出那么甜的瓜。如今，我似乎又闻
到了那瓜的香味，看到了那段旧时
光里怯生生的我们，那座四季风沙
的城市是少年的我和少年的哥一起
走到的最远的地方，我们忘记了当
时的迷路，忘记了买不到车票的惆
怅，忘记了三天三夜火车硬座的酸
痛。在这涩涩的茶水里，我们记起
来的还是那块瓜的甜，那是我们此
生想起来就会生出无限感激的甜。

烧水的快壶居然是某品牌产
品，哥有点小骄傲地说，这是去年
镇里给优秀共产党员的奖品，我和
哥好像第一次聊到这个话题，我居
然从来不知道，那个每天风风火火
帮屯里各家各户种地，关心屯里的
傻孩子，给那些孤寡老人主持正义
的哥，他是位共产党员，还是优秀
共产党员。

茉莉花茶的第二泡，茶水清澈
泛着淡淡的香气，口有回甘，沁在
心里，我给哥又倒上一杯，我的党
员哥哥，敬你一杯。

哥去过最远的城市是成都，哥
的小女儿在那里读书后留下来工
作。五年前，哥嫂第一次以旅游的
名义走出家门，我们全家人都为哥
嫂感到小小的激动。我问哥，在成
都喝过茶吧。哥一脸不好意思，那
次去成都，小女儿刚参加工作不
久，满心都是女儿的艰难和各种心
疼花钱，一路上都在埋怨小女儿花
钱太多，过于浪费，居然都没有仔

细看看风景也没心情体会那些美
食。我居然不知道，哥那次行程几
千公里以旅游为名的出行，原来是
这样的记忆。哥说，如果现在再出
去，就要好好看看风景了，我们可以
不用孩子花钱，我们自己已经可以
去旅游了。哥说的还是钱，非常具
体非常实在。这辈子，钱对于哥来
说，是女儿的学费，是父母的医疗
费，是种地的种子化肥。哥关于钱
的概念里，没有闲适的生活，全是压
得实实在在的日子。我们经历了这
个国家这个小家庭最艰难的时代，
我们都没有过过比现在更好的日
子。我们不馋。哥的话，我懂。

我又给哥倒上一杯茶，茉莉花
茶已经淡如水了，可是对此刻的我
们俩人，还是觉得这茶味道够好。

我和哥说，以后，就要这样，每
天都试着喝茶，喝到头上微微出
汗，喝到肠胃舒展。其实这样的喝
茶经验我并不多，也讲不出来太多
非喝不可的道理。哥说，忙起来哪
有那么多时间，一大瓢水灌下去才
最解渴。哥的时间是病榻上的母
亲，是那几十亩土地，是房前的小
菜园，是屋后的柴垛，是行走在屯
里的家长里短，是脚上的泥，是脸
上的汗。

下次回家，我要给哥带一些好
茶，带一套好茶具，我们还要坐在
这烧热的土炕上，还把这小板凳当
做茶台，我们继续喝茶。或者有那
么一天，在这刘马架屯，在这朴素
的农家里，我们会把大餐桌当做茶
台，我们会拿出来吃饭的碗，泡上
我能买得起的最好的茶，拿出我最
喜欢的点心，或者还会去找找能香
飘满屯的瓜果，请屯里的乡邻坐下
来喝一次下午茶。在这刘马架屯，
在这个生我养我的小村子里，生活
着我此生永远都无法割舍血脉相
连的亲人，他们那么善良，那么向
往美好生活，他们应该喝上这悠闲
而又暖暖的下午茶，他们配得上这
世间所有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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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生我养我的小村子里，生活着
我此生永远都无法割舍血脉相连的亲人，
还有我勤劳、善良的乡邻，他们应该喝上这
悠闲而又暖暖的下午茶，他们配得上这世
间所有的好。

《大岭放歌》 木版油套 张士勤

闻先生听戏匣子时，串门
的邻居不会弄出动静。来人袅
悄的，他也不出声。没了杂音
干扰，乐器和唱腔溢出的一点
一滴，全能流进他的耳朵，滴答
到心坎上。

他原来的戏匣子，是那种
高三十厘米，长四十厘米左右，
正面凸起两个或三个旋钮的老
式收音机了。到了晚年，老伴
儿给他添了新的半导体收音机，
形状大小跟半块砖差不多，外壳
不是笨重的木板，是轻薄光滑的
塑料。人们把这种收音机直接
叫做半导体。小匣子小巧轻便，
携带或收听非常顺手，是件好玩
意儿。半导体的开关在右侧
面，嵌入式的钮，悬出小半的

“月牙儿”，不用使劲拧，手指贴
着外沿儿轻轻拨弄，波段和音
量调整灵活，音质清晰音色稳
定，唱词不再含混不清，被大风
刮乱了似的。他家买了没几
天，好几户邻居前后脚也买了。

闻先生怕冷。队上给五保
户备了许多柴草，炕烧得热乎
乎的。差不多整个冬天，他裹
进被窝，搂着戏匣子。到了夏
天，一多半儿的时间，仍旧躺在
炕上。不管路过大门口，还是
走入他家院子，准能听见京胡、
鼓板等器乐有急有缓的节奏，
或生旦净丑等名角有板有眼的
唱腔。

若是晴天，闻太太坐在院
子里，倚着一窗台的阳光，边陪
先生听戏，边一针一线刺绣。
绣老公母俩的装老鞋之外，也
绣小手绢，捯饬压箱底儿的丝
绸小绣。我蹲下来看那些大大
小小的绣品，她小声告诉我那
些稀罕物是啥，我以为它们叫

“苏修”，她更正说是“苏绣”。
闻先生年轻时就是戏迷。

双目失明之前，若不是赶上动
荡岁月，没准早已投身梨园，唱

成一位戏剧名伶。辗转来东北
乡下落脚，“票友”一把的机会
也没了。十里八屯偶尔来戏班
子，多是说大鼓书或唱二人转
的。除了几个舌头转不好弯的
年轻人，硬邦邦唱两年现代京
剧外，没人哼那种百转千折的
曲调，没谁听越剧、评弹、沪剧
等南方戏。只有闻先生饶有兴
趣，摸索着调整半导体的长短
波，随角儿演绎的故事情节跌
宕起伏。

他和老伴儿是打江南来
的，看窄又扁的脑瓜儿就知
道。具体是福建广东还是安徽
浙江，或别的什么地方，我没打
听过。说他是南方人，不过想
转个脸面，意思是他听的那些
戏，屯里的老少爷们听不懂，没
啥丢人的。闻先生读过好些年
私塾，走南闯北见识广，别人说
啥不说啥，都不往肚子里搁。
他的心思，撂在戏匣子的频道
上，切准了波段，手焊在旋钮上
似的一动不动，仿佛稍微翘个
指缝儿，曲调里游着的那些词
儿，会立马跑丢。他听得出神，
聊天的人慢慢各自散了。我和
父亲却很少随大溜儿走，半醉
的父亲歪在蔓子炕打盹儿，我

也糗在炕沿儿半听半迷糊。父
亲醒了，我再扶着他晃悠回后
院的家。

闻先生勤听黄梅戏和京
剧。戏匣子播完了，便兴致勃
勃讲剧情。他絮叨多了，我朦
朦胧胧懂了些。屯子有回演电
影，放映黄梅戏《天仙配》，第二
天晚上，他就讲这个戏，说严凤
英和王少舫的唱功如何了得。
他说：戏就得一波三折最筋道
儿，大悲大喜反转，有嚼头，招
人听。他拿董勇“路遇”那场戏
作比，说人间不可得而得，方为
大喜；又以七仙女“诀别”为例，
说人世不可失而失，乃成大
悲。经他一点拨，我才略懂，为
啥“路遇”一场的音乐那么轻
快、悠扬和愉悦，而“离别”那场
唱腔那么低沉、凄切和撕裂。

他听得最痴的是京剧。一
出麒麟童的《萧何月下追韩
信》，每播必听，每听必动情。
器乐点儿才响，他的嗓音先水
戗了似的，带着沙哑和抽噎，许
是泪腺萎缩了，倒很少见泪流
出眼眶来。他说听戏能治病，
唱词以西皮流水的慢板一出
来，皮肉松弛了，经络打通了，
堆积在骨缝的疼痛、淤滞和隐
患，消失得无影无踪了，浑身上
下地舒坦。这话屯里都信：东
头的王三爷，肺痨重得不住声
咳嗽，纸牌玩上两三把，啥毛病
都没了。不同的是，三爷离了
牌场咳得直背气儿，闻先生听
过戏后身心爽快。

他听戏喉结上下滚动，似
乎比周信芳入戏更早更深更
透，“我主爷起义在芒砀”走起，
便被施了麻醉药似的，不光用
耳朵听，他用心在听，用盲目、
鼻息和唇齿在倾听。他胸腔起
伏，四肢不动，身上的每个细胞
和整个魂魄，都瘫软在音乐的
节奏里了。又仿佛不是听戏，
而是在针灸，那些粗的细的音
节，银亮而准确地逼近穴位，一
丝尖锐的凉意和刺痛，接下来，
骨头肉便麻酥酥的了。

他不出声，窗外的事物已不
存在，身边的一切也走远了。闻
先生从不跟着唱，他曾打趣儿
说，好的戏段子，倾听是对角儿
的尊重，瞎哼哼是糟蹋，就像一
地好白菜，活活让猪给拱了。戏
匣子响着，十五瓦的日光灯暗淡
模糊，躺在炕头的闻先生，纹丝
不动如木塑的人偶，安静得像
博物馆展柜的化石。他总叨
咕，戏曲有神奇的魔力。

在名伶略带低沉沧桑的唱
叹中，入戏过深的闻先生，不似
原来的人了。他的灵魂已飞离
半条街的小旮旯儿，走进狼烟
四起的秦末大战场。时而是带
领一众兄弟打江山的刘邦，时
而是运筹帷幄、智虑三军的军
师萧何，或是武功盖世、所向披
靡的大将韩信。每听这出戏，
他都把演绎当作真事，替古人
分忧，为定乾坤的刘邦着急，为
忠心耿耿的萧何感动，为定江
山后被吕后及宫女布袋锤杀的
将军心疼。

他说：好戏是给懂的人备
下的。他总打那个比方：戏剧
如同一个女人，喜剧是化了妆
给人看，悲剧是卸了妆给人
看。闻先生到底是有学问的
人，深奥的理儿从他嘴里出来，
像说界比儿的大马老白的家务
事儿那么顺溜。

在闻先生屋里听京剧，才
懂了为什么把“街”发“该”的
音，把逛街说成“上该溜达”。
此前，我没听过老生青衣髯口
这些词，不知还分“梅程荀尚”
流派等等。我对戏曲的一点皮
毛认知，是受了闻先生的开蒙。
随着年龄增长，我闲着也听戏剧
或乐曲，京剧、越剧、秦腔或黄梅
戏等。乐意听的要数黄梅戏，为

“树上的鸟儿成双对”而欣幸，
为“撕片罗裙当书简，咬破中指
当羊毫”而悲悯，或在闵惠芬演
奏的《二泉映月》里，思绪滞留
阿炳淋过雨的陋巷。

闻先生失明时，在眼光淡
下去那一刻，把世间万物，棱棱
角角、形形色色地装心里了。
黑暗里，戏剧成了打开灵魂的
钥匙，唤醒了他内心沉睡的世
界。这些经典段子，像端在手
上的一盅老酒，炕桌上的半碗
红烧肉，慢品细嚼，醇厚甘烈或
香而不腻，过足了戏瘾。他把
后半生，过成了自己的戏骨或
角儿。

闻先生眼盲心不盲，肚里
敞亮着呢。他沉迷说今道古的
故事，戏曲成了命根子。听喜
欢或入神的戏段子，心里不憋
屈、不烦躁。他搂着戏匣子，通
过“武戏文唱”的剧目，与历史
典籍人物神交，日子过得金贵，
命活得瓷实。

闻先生听戏
□任家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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