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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生活 下来慢 两江

最近，由重庆市作家协会、政协重庆市
渝中区委员会主办，重庆市文学作品表演艺
术学会策划实施，重庆市话剧院、重庆大学
美视电影学院承办的《开埠》剧本朗诵会，在
夜幕中的湖广会馆献演，以其厚重的剧情、
精湛的表演，赢得好评如潮。

在中国近代史中，重庆是一个值得特别
重视的区域，重庆开埠就是一件大事。一个
僻处内陆的口岸，突然成为洋人追逐的大市
场。列强、商战、海关、缔约，这些闻所未闻
的词汇突然冒将出来。闹钟、洋伞、香烟、颜
料，这些见所未见的商品突然铺天盖地。机
械化生产和小作坊生产、洋货和山货、西洋
药品和祖传丸散、无声电影和线装书，在山
城不知交锋了多少回合。

血也流过，泪也流过，也许，老重庆人的
要求仅仅是温饱的生活；也许，重庆人的要
求太高，一定要实现作为人的价值。历史，
就是这样构成，当一代又一代人以他们的牺
牲，以他们不屈不挠的奋斗汇成一种趋向进
步的追求时，社会的车轮就将冲破羁绊，隆
隆前行。这一切，在著名作家王雨的笔下，
化为一部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和重庆出版社
联合出版的长篇小说《开埠》，又在话剧艺术
家的表演中，化为真切的感知。

《开埠》话剧剧本从小说中精选情节提纲
挈领展示，以小见大。有道是七宝楼台，拆卸
不成材。而编剧王雨却独具匠心，着重撷取

了扣押洋船、智斗威妥玛、面见李鸿章、交锋
立德乐、宁承业经商、重庆开埠这几个节点入
戏，使剧情犹如珠串相连，让人看得明白。

剧本还于小说之外有扩展，并非一般的
重复叙述。如李鸿章的出场戏，展示晚清的
风雨飘摇，动辄需要朝廷重臣出面斡旋，民
族危机之深重，不言而喻。立德乐的出场，
标志着重庆与世界市场发生了前所未有的
交往和联系，在重庆已经形成一个以洋行为
中心，辐射西南的商业网，暗喻传统农业经
济即将被商品经济替代，山城正在加速城市
化进程。而宁承业的露面，预示了中国民族
工商业者的萌芽。他们纵然没有投身疆场，
也没有倾心仕途，以求一展政治抱负，却做
了非常重要的事情——为国家民族奠定经
济基础。他们以实业救国为己任，以服务社
会为宗旨，以奋发图强为动力，创造了一个
又一个享誉中外的中国工商业，甚至取代了
外商。其开放意识、竞争意识是农业小生产
者所没有的。

参加剧本朗诵会的演员，都有上乘的表
现。由郝鹏寿扮演的主角宁承忠，正道直
行，目光炯炯如烈焰，令对手不敢正视。其
举手投足之间，展露的正是中国士大夫的骨
气和义气。他把握了宁承忠身藏六艺，心忧
天下，嫉恶如仇的性格，他的嬉笑怒骂，观众
看了都抚掌称快。由王小林饰演的喻笑霜、
兰月扮演王雪瑶，恰到好处表现了重庆女子

敢爱敢恨的特征。崇拜、恩爱、亏欠和怜惜，
纠缠着交错在一起，伴随着宁承忠走过山重
水复，走进柳暗花明。扮演立德乐的李博、
扮演李鸿章的黄晟，以及何佳林、田雨、徐
清、黄杰、张懋等演员，都很入戏到位。执行
导演谢莹调度有方，功不可没。

就这样，一个个昔日的英雄、美人从作品
踱出来，再现过往的故事和情爱。峡江风云、
川江号子、褶皱的长裙和笔挺的洋装交替出
现，人物栩栩如生，极具艺术魅力，紧紧吸引
了观众的目光。可以说，这些演员继承了老
一辈话剧人的优良传统，一念百草生，一念画
卷成。《开埠》剧本共10幕，当天朗诵了5幕，
后5幕还有“利川”号轮船首航川江、重庆总
商会成立、开展商战、辛亥革命起义等等。我
更期盼早日在话剧舞台上看到《开埠》。

重庆依山傍水，人杰地灵。这里不只有
程朱理学的吟席，更有推究天理人心的讲
堂。不只有“朝辞白帝彩云间”的天籁，更有

“打倒军阀除列强”的余音。就在这片土地
上，曾有过非常壮丽的呐喊，比如《革命军》，
比如“千古奇冤江南一叶”，比如“红岩上红
梅开”，比如“建设人民的生产的新重庆”等
等。用文学、艺术的形式，深入浅出地宣传
重庆的历史，激发人民群众特别是广大青少
年热爱祖国、热爱家乡的自豪感，已经成为
共识。我们期待有更多的后续演出。

（作者单位：重庆市政协）

过完大年，男人一个个的
又打整行头准备出门了。媳妇
有些牵肠挂肚眼睛红扯扯的，
整夜整夜睡不着，睡着了也把
精壮的男人抱得绑紧。

男人丢了一屋的烟锅巴：
“坡上的事，能做好多做好多。”
“嗯！”“娃儿的书点都耽搁不
得。”“嗯！”“等到过年才回来
了。”要进城打工的男人说。

“不！就是不。”“那好久嘛？”
“最多，两……三个月。”“……
挣得到几个钱？”“那……”

一哈儿，两口子又睡着了。
一哈儿，天就麻杂杂的

亮了。
媳妇起床，收拾收拾，就开

始弄早饭。
出门的男人上路的时候，

媳妇盯到男人：“现今，外头的
钱也不好找，莫把自己整得太
累了。”“要得。”“晚黑些，要早
点困瞌睡。”“要得。”

男人走了，赶起篷篷烂成
丝丝的“蹦蹦车”走了……媳妇
站在山里早晨的风和密匝匝的
寒雾中，一直望到男人站的“蹦
蹦车”走得老远老远，一直望到
男人的“蹦蹦车”过了坳坳翻了
垭口点都看不到影影了，才收
起酸胀的心缱缱的眼睛。

正月（嘛）有个正月（哟）正
（嘛），

正月的媳妇（哟）好伤（哟）
心（呀）——

说话间，山里头就开春了。
媳妇望一眼吃了一个冬天

长得肥滚滚圆溜溜的水鼓棒
牛，收拾起有点生锈的锄头、铁
锹和啄子，像男人一样搓根谷
草索索在腰杆上一捆，干农活
去了。

风吹在山里媳妇的脸上，
把额前有意无意掉起的几根头
发吹得荡来荡去的，担粪的脚
步“咚咚咚”的，一哈儿，有点点
滋润的脸上便有点“红咚红咚”
的了。

“九九八十一，庄稼老汉把
田犁。”媳妇丢下粪桶又栳起铧
口，把裤脚扎得老高老高的：

“哟！嘘——”犁起牛来驾轻就
熟，时不时竟学起男人的样儿：

莫说（嘛）没得（哟）当家的
（哟）人，

老娘（也）犁田打耙（舍）也
得（哟）行——

活路手上赶，这样，要忙到
育完菜苗、撒了谷种……媳妇
懒伸伸地长长地喘下一大口
气，对着正月冷清清的有点弯
的月亮：“背时的，说走就走，硬
是不管别个。”

正月过完。稍稍有点闲
了，媳妇从娘家陪嫁的箱子里
拿出还是当妹崽的时候用过的
笔，咬着笔筒筒对着窗外一弯
月亮，开始给在远方城里打工
的男人写信……封好后，想起
还有句话要说，就又拆开，写
道：“别个说，男人有钱要变
坏，……那些地势……千万
……莫去哟！”才巴巴适适地贴
上邮票，封好，放到胸口，甜甜
地睡下。

等待
庭前栀子，白了又泛黄
我能否期待
下一次的馨香？

家中电话，提起又放下
我何时等来
一个熟悉的号码？

窗外季节，瘦了又繁华
我如何挽留
黄昏的西下？

枕边日子，翻开又合上
我该怎样读完，那一页
画上句号的安详？

计划
我和太太弄了个计划
盘算着
何时去巴松措看湖
去阿尔卑斯山看雪
去斯德哥尔摩重游……

我们购置了最好的
户外着装
照明工具，甚至军用帐篷
期待有机会邂逅
划着流星雨的星空

三年了
我们的计划还在
计划中
因为孙子上小学了
还要每周去老师家弹琴

寻觅
一个人去公园
寻找
那张熟悉的长椅

坐下来
背包放在右侧，那是太太
习惯的地方

对面树枝上
一只小鸟用嘴梳理着
另一只小鸟

她让我想起
太太年轻时
坐在我身边的样子

金佛山的美，不分季节，晴姿雨态，夕霭
朝晖，雪应霞酣，各有风情。旅游金佛山人
最多的当属冬季，重庆由于地理位置所决
定，终年无雪。而金佛山便是重庆少有飘雪
的几个地方之一。每到冬季慕名赏雪的人
便川流不息。然而我偏与众人不同，我唯独
偏爱五月的金佛山。

每到五月我总会吆喝三五友人一起去金
佛山，今年倒也不例外。汽车在蜿蜒曲折的
盘山公路上爬行，透过雾蒙蒙的玻璃窗，模糊
的视线里游弋着色彩斑斓的流动风景。蓝白
的云朵缠绕着树木葱郁的山峰，潺潺的流水
流淌着金佛山静谧的气息，春日的金佛山经
过大自然这位调色大师的勾兑，变得色彩鲜
明。到达了金佛山景区，我与友人实在不忍
再开车错过这如画的美景，决定徒步登山。

我们沿着石子铺成的蜿蜒山道，拾级而
上，穿梭在茂盛的树林下，享受着和煦春风

的抚摸，耳闻小鸟婉转的鸣和，映入眼帘的
是鲜活的植物博物馆。闻香寻去，一片花海
藏于郁郁葱葱之后。

“哇！好美的杜鹃花。”友人不禁惊叹
道。停下脚步，放眼望去，漫山遍野的杜鹃花
把我的眼睛死死抓住，挪不动脚步，欣赏着各
色争艳的杜鹃花。我不由被这如画景色醉
倒，下意识地拿起手机拍下了此景，景中友人
正在吸嗅杜鹃。正所谓“人面杜鹃两相迎
映”，杜鹃仿佛也在回应友人与其细说着春的
秘语。我此刻真想把这个杜鹃花看个透彻，
把这“人间四月芳菲尽”的美景刻进脑中，生
怕这一眨眼一溜烟此刻的美景便会消逝。

“别入迷了，美景还在后头”。友人催着
我们继续向前走，我叹息地踱步，继续跟着
友人的脚步往山顶爬。行进在朝山拜佛的
崎岖栈道上，如身处仙境，四周被云雾缭绕，
亲历着悬崖古道的惊险刺激。左边是峭壁

山峰的奇峻，右边是葱郁起伏的草木深渊。
就算是华山之险可莫不如此。可就是偏偏
经历了震慑心魄的路，才洗净了尘世间的铅
华，因此前路的每一步才会走得更加虔诚。

天色渐晚，我们朝观景台走去，夏秋晚
晴，落日斜晖把层层山崖映染得金碧辉煌。
就在此时，我有缘见到了金佛的真容，斜躺
在山体上酣眠的佛，佛身万道霞光。好似用
身体守护着大山的万物生灵。

此刻不由想到《金佛山赋》里所写：“山
即是佛，山中有佛，山、佛欣同体；佛也是山，
佛中有山，佛、山喜长亲。其雄矣堪匹昆仑，
迎面横空出世、苍茫莽荡；其险矣不让剑阁，
满目千仞壁立、峻巘峥嵘；其秀矣可比峨眉，
一路禅风拂拂、佛音袅袅；其奇矣当如匡庐，
随处叠瀑溅溅、碧草茵茵。”好一片大好河
山，好美的金佛山！

（作者单位：重庆中烟营销中心）

文/ 艺/ 评/ 论
一个个昔日的英雄、美人从作品踱出来，再现过往的故事和情爱。

峡江风云、川江号子、褶皱的长裙和笔挺的洋装交替出现，人物栩栩如
生，极具艺术魅力，紧紧吸引了观众的目光。

一念百草生 一念画卷成
——剧本《开埠》及朗诵会刍议杨耀健

亲/ 近/ 自/ 然
正所谓“人面杜鹃两相迎映”，杜鹃仿佛也在回应友人与其细说着

春的秘语。我此刻真想把这个杜鹃花看个透彻，把这“人间四月芳菲
尽”的美景刻进脑中，生怕这一眨眼一溜烟此刻的美景便会消逝。

金佛山上杜鹃开熊彬杉

退休以后（组诗） 晓佳

乡/ 村/ 故/ 事

媳妇站在山里早晨的风和
密匝匝的寒雾中，一直望到男
人站的“蹦蹦车”走得老远老
远，一直望到男人的“蹦蹦车”
过了坳坳翻了垭口点都看不到
影影了，才收起酸胀的心缱缱
的眼睛。

山里头的媳妇
巴尔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