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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有昆曲

（下）
■ 杨守松

一个年轻人迷上了昆曲

柳树 〔法〕莫 奈

历史中的江南风度
■ 陈锦丞
长篇小说往往着眼于历史变迁，但想将恢弘历
史写出彩，却是十分困难的。当代作家更满足于文
学作品的视觉化效果，总是对史诗风格敬而远之。
如同十五世纪绘画界所掀起的关于“人物动作大
小”的争论一样，
“ 动作过大”被认为是艺术上粗粝
的象征。当代叙事作品也陷入了“动作幅度”越来
越小，
“视觉效果”
越来越密的怪圈。
在这一点上，
《望江南》
（王旭烽著，浙江文艺出
版社，2022 年 3 月）恰恰是一部通约了历史动作与
视觉密度的长篇佳作。在动作上，它既是得体的，
又富有开拓的冲劲；在视觉上，它既是流动的，又具
有精确的品质。
作品开篇即以宏阔的历史叙述，将作品安置在
1945 年动荡的社会背景之下。这种语言风格简明
轻快，近乎报刊快讯，以高度克制的叙述埋下了小
说的因果种子。而这样的语言风格又在正式的章
节中稍稍一变，透露出了茶叶般的清新语调，像是
小跑的人忽然找到了慢走的理由，寻找到了独属于
江南叙述的语言韵味。
宏大的历史脉络，对叙述能力是一种考验。王
旭烽的历史叙述无疑是清晰的。她能够在避免“说
书感”的情况下，将历史变迁以文学的表达方式清
晰地书写出来。同时，恰到好处的闲笔（饮茶、落
雨、山色空濛），又让这种历史叙述显得从容不迫。
闲笔调节了《望江南》的叙述节奏，却并不随意漫
延，而是有节制地在叙述之中融汇一种闲适情调。
这属于叙事技巧，也得源于作者独到的历史判断。
这部杰出的小说绝非套式，妙处都来自于作家
鲜活的历史感悟。杭氏家族也绝非历史推动的扁
平人物，而是各人都带有独属于自己的性格特点。
令人印象最为深刻的便是杭嘉和与杭嘉平。
这是两类不同的人物，这也是两个成长着的人物，
他们的形象是流动的、变化的。他们是历史的参与

者，是在历史波澜中抗争着的活生生的人物。
类似这样的人物塑造，和作家本身的风格气质
有着割不断的联系。王旭烽是茶文化专家，写与茶
有关的事物得心应手。而茶文化恰恰也是江南文
化的重要代表之一。杭氏家族中，茶业发展与历史
变迁紧密相连，茶业与人物气质融为一体，茶业又
与叙述兼容得当。王旭烽独特的茶文化背景，使得
她以茶为切入点有着独到的优势。这种优势又增
加了小说的历史文化厚度——作品不再是单薄的
历史事件的演绎，而是有着江南地区悠久茶文化的
举托。
作品的厚重感除了来自于浓郁的江南文化，也
来自于真实历史事件的镶嵌。近年来，文学作品中
的历史真实总是成为众人讨论的热点与焦点。在
《望江南》当中，真实的历史人物以点缀的方式不时
出场其间，其目的，在我看来，并非为了增加所述历
史的史实程度，而是为了巩固虚构部分的历史真实
感。这种融混了虚构与历史真实的文学作品，是王
旭烽创作的一贯延续。正如其在成名作“茶人三部
曲”中所创造的那样，这是一个真实而饱满的文学
江南。
《望江南》不仅是某种创作美学的延续，也是
“茶文化世界”的延续。这部作品在时间上大致补
足了“茶人三部曲”中涌动的社会风潮，并将作家
对历史的个人思考更推进了一步。同时，这也进
一步完整了王旭烽的“茶人世界”。每个优秀的作
家都有自己的文学故乡，都有自己的文学领地。
正如哈代有自己的“威塞克斯乡村”，莫言有自己
的“东北高密”，王旭烽也有自己的“茶韵江南”。
这既是艺术创作上的源泉，也是她文学中的精神
故土。这仿佛是一个平行的世界，人人可以随时
凭借着文字的钥匙走入其间，去领略不同时代的
江南风度。

老师的笑脸

可正是由于这次的艺术节，有一个年轻人迷上
了昆曲——
2019 年中新社记者的报道说：澳门艺术节上，
白先勇的青春版《牡丹亭》在澳门上演，第一次接触
昆曲，
“80 后”
青年李卉茵连看三天，
如痴如醉。
“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李卉茵不想止步于欣
赏，她要自己唱。可是，澳门找不到昆曲老师，她就
加入了南京戏曲名家裘彩萍的网络课堂。通过视频
教学，老师一对一指导她的发音咬字。仅唱腔，李卉
茵就学了三年，
“ 老师很严格，我也不怕吃苦。说粤
语的人学昆曲其实有点吃亏，像又学了一门外语，一
节课只能学会一句唱词。
”
后来，她参加遂昌举办的首届“牡丹亭”杯全国
昆曲曲友大赛。也许因为她是澳门人，又是第一个
出现在全国性的曲友比赛现场吧，李卉茵一举摘铜，
成为首位获得全国性昆曲奖项的澳门人。这让李卉
茵深受鼓舞，信心倍增。为了进一步学好唱好，她拜
入香港昆曲名家邢金沙门下学身段，每周从澳门到
香港去上课，
坚持至今。
接着，李卉茵代表澳门登上央视戏曲晚会舞台、
到塞浦路斯表演、为到访的摩纳哥王妃演出……李
卉茵的“业余爱好”被越来越多人知道，白先勇口中
的那颗
“播在澳门的昆曲种子”
发芽生长。
“如果澳门只有我一个人唱昆曲，会非常无聊，
希望有更多人跟我一起玩”，李卉茵成立了澳门中
华昆曲文化协会，经过一年多推广，会员已有 60 多
人。
她还时不时前往校园做公益讲座，邀请大湾区
里唱昆曲的伙伴一起表演，
“ 有学生还会跟着学两
句，昆曲不再是只有爷爷奶奶辈才会喜欢，在年轻人
心里反而很潮。
”
澳门的昆曲开始了新的一页。

9 月 6 号，有苏昆的朋友说，澳门有个叫李卉茵
的，
想加你微信。
很快，李卉茵的微信联系上了，她说，
“今天苏州
昆剧团我的小姐妹奚晓天小姐告诉我，书（《大美昆
曲》）里面有我，
非常开心。
”
接着她说，
“ 我想告诉你，后来我们真的做了一
个关于汤显祖来澳门的故事，是一个昆曲加话剧，我
发给你看看。
”
我说，
这个切入点非常好！
接着发来一组图片。很唯美的图片。还有《澳
门日报》的报道——
粤港澳大湾区青年戏剧+科技创意产业孵化基
地挂牌仪式暨沉浸式昆话剧《梦影·牡丹亭》，于 8 月
7 日在广州黄埔归谷科技园顺利首演。
报道还说，过去两年，光影世遗版沉浸式昆话剧
《梦影·牡丹亭》分别在上海与澳门公演，
大获成功。本
次在广州公演，
能容纳220人的剧场座无虚设。
因为叫“昆话剧”，又是说的汤显祖的故事，所
以，昆剧的元素不能没有而且一定要“原汁原味”。
为此，李卉茵先后请了江苏省昆的张争耀、陶一春和
苏州昆剧院的奚晓天去指导排练。
《梦影·牡丹亭》揭开了汤显祖和澳门尘封四百
多年的惊世缘分。拉开帷幕，人们忽然发现，赌场密
布、繁华如许的澳门，曾经有一个叫汤显祖的伟大的
戏剧家，在这片土地上，留下仕途失落而戏途辉煌的
脚印……
正如导演王钰涵所说，
《梦影·牡丹亭》是一个属
于澳门、且结合了中华文化的题材。是澳门原创性
作品中的
“代表性名片”
。
作为话剧部分的创作者，在剧中也“演了一小
段”的李卉茵说，她希望通过演出，令大湾区青年对
学习中华文化更有兴趣，进而让更多大湾区青年，了
解并喜欢上传统戏剧文化的年轻化传播。
“ 无论如
何，
让大家都知道了汤显祖和澳门的故事。
”
李卉茵说，
从此，
澳门有了另外一番底气。
我说，
从此，
我可以告诉人们，
澳门有昆曲。
2022.9.7

《梦影·牡丹亭》
以上是我在《大美昆曲》增订本上的记述，没想
到，
还有后续。

一个人看星星
■ 苏唐果
晚上给孩子们上完课回来，
已近九点。窗外好风
阵阵，
似乎在发出无声的邀请。他们两个人已经散过
步了，
一个在看电视，
一个在洗澡。我想了想，
按捺不
住，
推门而出。
一个人走在路上，风吹起我的棉布睡衣，只觉得
无限惬意。路上仍有行人，
夜色里各自有方向。走上
七八分钟，
拐进小公园，
风吹得格外有力，
这本是一个
风口。
树木在黑夜中静默，这是我熟悉的风景，我知道
入口处种着四棵结香，
在三月有香气环绕。然后是一
片二月兰，银杏，腊梅……美人蕉正在开放黄色的花
朵。
湖水就在眼前荡漾，
倒映着岸上的几盏地灯。
我在河边的栏杆前停下，
仰起头，
数天上的星星。
昨晚我也来过，昨晚能见十几颗，今晚我能清
楚地看见八颗。在我头顶的左侧有一颗特别明
亮，不是金星，不知是什么星。我举起了手中的手
机。
好风如水，特别是在这样的夜，特别又这么地
含有巨大的力量，大风吹，天空也被吹得干净了，人
的心情也被吹得开阔了起来。
然而河水的涟漪，我并不能把它拍好。绸缎似
的水波，一层层地折叠着，向岸奔赴。
很久没有这样一个人数星星了。曾经有三四
年，我感觉天空是灰色的，夜晚除了金星，很难再看

到其他。记得 2011 年夏天，在一艘去三亚的夜航
船上，遇见过满天星斗。星光点点，人人都觉得世
界浪漫了起来，那种闪烁的光芒，是平凡生活的稀
罕物，不禁让人离开了自己的生活，去往另一片风
景。
我拍了四张照片给老朋友们看：
“ 今晚数了数，
有八颗星星。”雪羽很快回复：
“ 我此刻仰望星亮亦
如灯。如火之灯在东南，青岛东南海是也！”过了一
会，他又回，
“ 今天住兄长家，小弟一家开车回，送归
望夜空，北方天空星斗闪闪，如昼间楸枰上之子。
久不见北方夜空之繁星，未走亦开始想念矣。”
他这几十天一直在青岛老家的医院里看护生
病的母亲，所幸就要一起回家了。能抬头看见繁
星的人是有福的人，多少人身心疲倦，深陷于王尔
德所说的“现实的阴沟”，不能有抬头的心情。要
多久我们才明白，能够平平淡淡地生活，已是多么
幸运。
“咱们三个地方的情形很契合稼轩的半阙词：
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旧时茅店社林边，路
转溪桥忽见。”北京的梅说。昨夜梅那里下雨了，倒
真是“两三点雨山前”，也像我们从星星那儿捎去的
两三声问候。
雪羽、梅和我，三个人说起来都是认识多年的
老朋友了。
“ 七八个”
“ 两三点”
“ 旧时”
“ 忽见”，是
呀，老朋友之间，就是像这样的，淡淡的美好。

■ 鲍海英
转眼新的学期开始，儿子终于开学了。一天，
他从学校放学回来，在晚饭桌上，他疑惑地对我说，
今天他们班上有个同学在课堂上调皮捣蛋，老师不
仅没有处罚他，而且还笑脸相对，他想不明白，老师
为什么这么做？
儿子说完，我放下手中的饭碗，停止了吃饭，向
他讲述了我读书时的一段经历。
那一年我读初二，我最喜欢的是语文，教我的
老师是一位慈眉善目的长者。我之所以对语文如
此偏爱，应该说，是受了他的影响。每次语文考试，
我的成绩总在班上遥遥领先。可有一次，当老师把
期中考试试卷发下来的时候，我惊呆了，我的语文
只得了 70 多分，这在班上连中游也排不上，昔日的
自豪感、优越感，长久以来傲视群雄的霸气，顷刻荡
然无存，我的眼里满是屈辱的泪水。
这泪水在一滴一滴积聚着力量，当老师向全班
学生宣布成绩时，我的头低到了课桌底下。终于，
我愤怒的情绪像火山一样爆发了，我腾地站了起
来，拿起试卷，当着全班同学和老师的面，把试卷撕
了个粉碎。
对我这个贸然的举动，老师和同学们都始料未
及，直到大家的目光一起向我投射过来，我才悔悟，
我已犯下了一个不可饶恕的低级而愚蠢的错误。
老师盯着我，足有一分钟，这一分钟，对我却像
一个世纪那样漫长。我想，等待我的将是回家喊家
长，还是在全班同学面前做检查？正当我惶恐不安
时，我一抬头，出人意料的是，刚刚还板着面孔的老
师，突然笑容可掬地向我走了过来，他帮我拾起破

碎的试卷，平静地笑着说：
“这试卷，撕得对，我本想
帮你把它撕了，没想到，你和我想到了一块。撕掉
它，意味着你有新的开始，
你一定会有新的进步！”
老师的声音，虽然不大，但有力，在教室里久久
回荡着，也冲散了盘踞在我心头的愤怒和恐惧。当
我重新在座位上坐下来时，老师接着又对全班同学
说：
“把试卷撕掉，
意味着撕掉了过去，
意味着新的开
始，
我相信，
你们每一个同学，
都可以和他一样，
如果
感觉自己的这次成绩不理想，
那就换一种心态，
重新
开始，
只要换一种心态，
重新努力出发，
刻苦学习，
我
相信每一个同学都能行。同学们，
你们说是吗？
”
老师说这话时，期待的笑容一直挂在他的脸
上。
同学们的回答很清脆。我也和同学们一起作
出了响亮的回答。老师和同学们一起笑了，我也笑
了。
再次语文考试，我没有让老师和自己失望，我
在班上依然名列前茅。那天老师发试卷，宣布考试
成绩时，老师对我笑了，他给我的那张笑脸，满是阳
光和赞许。
此事一晃二十多个年头了。二十多年，弹指一
挥间，我在给儿子讲述这段人生经历时，老师的那
张笑脸依然闪现在我眼前，
干净而明朗。
当我说完后，儿子半晌无语，末了，他说，他没
有想到，
老师的一张笑脸，
竟有这么大的作用。
我说，是的，二十多年，很多人和事，我早已忘
记，但老师的那张满怀期许的笑脸，却永远刻在了
我的心中。

城市二题
■ 周山华

◎乡野

任凭湖风恣意漫卷。

◎花园

行 走 在 喧 嚣 、狭 窄 的 城 市 里 ，寻 找 乡 野 的 乐
趣，只有像苏州这种集自然、烟火、繁华于一身的
每个人都有一个花园梦，在自己的后院种上心
城市才能帮你很快实现。这里，自然与人文有一
爱的玫瑰、烂漫的凌霄花，再用修长的翠竹拦一道天
道天然的分隔线，一路向西，出了园区的繁华、古
然的篱笆墙。每日在虫鸣鸟叫中醒来，睁开惺忪的
城的烟火，便是山野的清幽。这里，湖山点点，烟
睡眼，
再美美地吃上一顿
“花园”
早餐……
雨朦胧，一派诗意的江南、乡愁的江南、温山软水
躺在草坪上捧着一本没读完的书，一看就是一
的江南。
上午……
这里，数十里外隐没着的巨大的天然山水长卷，
下午昏黄的阳光投在一抹抹新绿上，闪耀出古
便是沈周、唐伯虎、黄公望、倪瓒吴门山水的现实蓝
铜色的温暖光彩，
再来一杯板栗香的红茶……
本。我曾经站在洞庭东山看西山，洞庭西山看东山，
常常问自己这种花园到底在哪里？其实这种
不同的视角看出无数幅变化多端的山水长卷，一重 “花园”在每个人的心里。
“ 室雅何须大”，只要用心，
重婉约、缠绵、静谧的青山横亘在你眼前，仿佛你就
每个人都可以把咫尺居室妆点成自己想要的花园，
是画卷前的画师正在蘸墨、挥毫，为山水大作添上最
书香四溢的窗台，绿植点缀、藤蔓缠绕的几案，听着
后几笔。
清幽的古琴，伏案读书、品茗，就可以踱步走进自己
可以说没有苏州大地的湖山就没有吴门画派的
心中那个更大的花园。
诞生。人是自然之子，自然的搬运工、描摹师，自然
唯独心静，花园才在、生活才在。如果心不静，
才是艺术的本源。
即使有名马香车、豪宅深院，也没有心绪读书、品茗、
我站在湖边聆听远处湖鸥、野鸭此起彼伏的清
论道，
抑或是认真享受这眼前的花园。
啼与鸣唱，遐想春的绿柳如烟、秋的芦花曼舞、夏的
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花园，心在，花园就
粽叶飘香、冬的枯苇残雪……
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