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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刚

袁克定作为袁世凯的长子，
曾经风光一时，但晚年的他经济
窘迫，寄居在表弟张伯驹家里。
可由于早年他随父亲走南闯北，
过惯了公子哥般的生活，自理能
力很差，也养活不了自己，张伯
驹觉得，总这样下去也不是办
法，虽然家里经济状况很好，就
是再来十个袁克定也能接济，但
也得照顾一下家人的情绪。

一日，有人不远千里慕名来
拜见张伯驹，想请他鉴赏一批古
文物。可不想，这个人不一会便
大骂起来。原来，张伯驹认定此
人的东西是德国的，而且是仿制
的，一文不值，这个人花了高价
钱却买了假货，十分气愤当即开
始大骂，说德国有一群大骗子，
没啥历史，没有文化……这些
话，正巧被住在东偏房的袁克定
听到了。早年，他曾经去德国治
疗过自己的瘸腿，因为此时正值
袁世凯就任民国大总统，因此，
他受到了高规格的接待。期间，
他为德国所取得的成就惊叹不
已，回国后，极力鼓吹仿效德国。
总体来说，他对德国别有一番感
情。

听到有人如此不懂德国，他
十分气愤，因为他精通德语，第
二天，他便找来平时阅读的一些
德文书籍，把自己关在屋子里，
开始翻译一些德国著作，介绍德
国的风土人情，然后寄给报社发
表。一来二去，时不时就有他翻
译的德国文章见诸报端，也给他
寄一些稿费，毕竟寄人篱下，这
回有了些收入，袁克定越干越有
劲，心情也大好。

张伯驹看到袁克定的变化，
心里十分高兴。一天，他特意登
门感谢那天大骂德国的人。原
来，这一切都是事先商量好的，
张伯驹用激将法激活了袁克定，
由此可见，张伯驹的用心良苦。

1948年，章士钊看见袁克定
一直闲居在张伯驹家里，便在中
央文史馆给他谋了一个馆员身
份，每月有五六十块钱的收入。
一开始，袁克定十分不愿意去，
说在表弟这里生活挺好，不愿意
每天上下班受人管束。张伯驹倒
是觉得这是个好差事，否则，他
一个人在家闲着就待傻了，可怎
么劝他去上班呢？一日，张伯驹
和袁克定闲谈，对他说：“表兄，
不知你听到没有，最近街面上风
言风语，说你公子哥作风，靠我
吃饭，衣来伸手饭来张口。你千
万可别多想，也不用上班挣钱，
毕竟我的家境很殷实，我决不会
亏待你……”看似无意的一说，
袁克定倒是不乐意了，原来外面
的人都这样看我，那我偏要给你
们看一下，我能不能自食其力。

袁克定亲自找到了章士钊，
表示愿意到文史馆上班，此后，
还真的风雨无阻按时上下班，张
伯驹看在眼里，美在心里。袁克
定拿到工资后，每月都交给张伯
驹夫人，这些钱，张伯驹都给袁
克定悄悄存下了，直到他给袁克
定一家在西城买了间房子，让他
们搬了过去，他才把这笔钱交给
袁克定。靠着这些钱，再加上张
伯驹时不时的接济，袁克定晚年
的生活也过得去，日子也过得还
算好。

张梦芸

看完杜近芳先生的京剧
《玉簪记》，在关上播放器的那
一刹那，我想起了纳兰性德的
名句：“人生若只如初见”。

说起中国传统戏剧理论与
世界戏剧理论的“初见”，还是
要回溯到上世纪五十年代。前
苏联的斯坦尼拉夫斯基理论入
主中国戏剧界，它所携带而来
的“体验派”理论，曾给中国的
戏剧，特别是戏曲，造成了不小
的冲击与困惑。中国戏曲区别
于世界任何国家戏剧的表演规
律：程式。

何为程式，何为戏曲程式？
用最简单的话来说，就是云手、
水袖、圆场，京剧的“四功五
法”，师父要求的“手眼身法
步”，演员从小用耗腿、耗腰、耗
山膀的时间练成的一身基本
功……中国传统戏曲演出的基
本要求是一板一眼，舞台上的
一招一式都必须在板眼之内，
这是我们中国的戏曲跟西方戏
剧最本质的区别。那么，中国的
戏曲不需要塑造人物吗？答案
是否定的，中国的戏曲当然需
要塑造人物！如果中国的戏曲
不塑造人物，那么在中国的戏
曲舞台上将会只留下一个个空
洞洞的名字：王宝钏、铁镜公

主、薛湘灵。当她们以或忠贞，
或泼辣，或善良的形象浮现在
观众脑海中的时候，我们除了
能够想到那些脍炙人口的唱段
之外，还有一个个性格鲜明的
程式化动作：王宝钏的“跑窑”，
铁镜公主的“旗步”，薛湘灵的

“水袖”……这才是戏曲塑造人
物角色的灵魂所在，中国的戏
曲人物是由一个接一个的程式
动作来塑造的！老一辈的艺人
提出“无舞不歌，无歌不舞”的
概念，说得正是这个道理，只有
歌舞俱在，人物角色才能够丰
满动人。

看杜近芳先生的《玉簪记》
这种感觉尤为的深刻。陈妙常
出场奉茶时的圆场轻盈，踢得
腰包一上一下，含蓄且自然，行
至九龙口偷步站定，右持云帚，
左托茶盘，身体微侧微倾，标准
的“子午相”：一个“养在道观君
未识”的小尼姑形象跃然舞台
之上。单从出场的这几步程式
化动作中，观众就能对陈妙常
这一人物形象做出最初的判
断：道观女子，未出闺阁，不通
人事，甚至还有点儿害羞与娇
憨(从杜近芳的眼神运用中能
够看到)。之后她轻移莲步，前
去奉茶，这个时候脚下的步伐
又跟此前的不一样了。刚出场
时为了亮相，也为了表现师父

叫自己时的急切感，陈妙常的
步伐是稍显“碎”且轻快的，而
后她的步伐就变得从容且富有
韵律了，伴着笛子的旋律，她以
腰带腿，腰肢微摇，莲步轻踏，
行至屋内同师父与客人行礼，
一个循规蹈矩的小尼姑形象呼
之欲出。上前奉茶时，杜近芳的
眼睛目视前方，非常正式且正
经，绝不乱瞟乱看，等到潘必正
接过茶盏之后，她才退后一步，
微转头微侧目，朝潘必正所在
的方位望过去，潘必正也恰巧
迎上了她的目光，此时，陈妙常
的目光是纯情且自然的，而在
潘必正的目光里除了惊讶之外
还有一丝痴傻的神情，这一四
目相对的细微表情，将道观的
纯贞与红尘的世俗，这两种不
同的生活环境，诠释得淋漓尽
致。而这时潘必正在陈妙常上

下打量的眼神中失手洒了茶水
的设计，也就在情理之中了。对
于未通人事的陈妙常来说，她
并没有感觉到潘必正的这一举
止是有意垂情于她，她只是觉
得眼前这一书生，憨傻得有些
可爱，“喝个茶还能洒一身，这
相公还真是好笑！”于是杜近芳
在出门后，有一个侧身回望掩
口而笑的程式动作，既表现了
人物此时的心理活动，也在无
形中将人物性格塑造得更加扎
实且可靠。

与潘必正在道观的第一次
“初见”，陈妙常的出场时间不
过短短的一分多钟。而就是这
一分钟的“人生初见”是如此的
美好且回味无穷，杜近芳先生
在此刻塑造了一个令观众过目
不忘的陈妙常，这就是京剧程
式塑造角色的魅力。

人人生生若若只只如如初初见见

周子元

记得小时候吃饭，有时候
碗底会留有没吃完的剩饭，如
果被母亲看到了，她便说，“孩
子吃饭剩碗底不长个儿”，让我
把剩饭吃下去，我虽然不太情
愿，可觉得母亲这样说，肯定是
为我好，盼我长成大高个儿，所
以会听信母亲的话，把碗底的
剩饭吃得干干净净，母亲看了
看，便满意地笑了。此后我再也
不剩碗底了，母亲那句“名言”
也一直留在我的记忆里。

有意思的是，随着年岁的
增长，我的个儿还真的长高
了，中学时代我就成了全校少
有的大个子，经常活跃在篮球
场上，上大学后，通过全系新
生班级联赛，很快又被体育老
师“瞄”上了，凭借着一米八多

的“大块头”，被选拔进学校篮
球队。乍一看，母亲的那句“名
言”似乎在我身上应验了。事
情难道真的是这样吗？我一直
在疑惑。后来我带着这个问题
进行了一些探索，发现一个人
个子的高矮，主要跟遗传基因
有关系，当然还有生活环境，
体育锻炼等多方面的因素，但
跟“剩不剩碗底”并没有必然
联系。虽然“谜底”揭开了，我
却从未怀疑过母亲对儿子的
一片纯真的爱心。我知道，母
亲是一位没有文化很会过日
子的人，她“哄”着我把那些剩
饭吃完，无非是想让我养成节
约粮食的好习惯。母亲的这种

“爱”让我温暖终生。而当她看
到我真的吃不下去的时候，她
不为难我，会把碗端过去帮我
吃完，还顺便叮嘱我以后吃饭

要吃多少取多少，别贪食，既
伤胃又浪费。母亲的宽容大度
把我感动得连声答应“好”。我
常为自己能有一个好母亲而
欣慰、自豪。

然而到了孙子那一辈之
后，也许是因为生活越来越富
足，吃饭便开始挑剔了，“剩碗
底”的老问题也随之重现了。
有段时间，读小学的小孙女经
常来我家吃饭，当我发现她吃
饭有剩碗底的情况后，想用当
年母亲的那句“名言”来劝导
她一下，岂料她竟瞪着两只小
眼质问我：“为什么”？我以我
自己为例，证明所以能长这么
高，全是因为我听了我母亲的
话，想据此来说服她。岂知她
寻思片刻后，迅即以她妈妈为

“炮弹”来反击我，说：“爷爷，
你别胡弄小孩，你看我妈妈吃

饭也从不剩碗底，可为什么没
长高？”天真无邪的小孙女真
的把我给难住了，我一时不知
道该怎么回应她，只是在默默
地慨叹：老母亲当年的“哄骗
术”，如今真的不好使唤了，真
是后生可畏啊！

后来我和老伴商量，尝试
着用她平日背得娴熟的古诗，
活学活用，开启她的节约意识。
有一次吃饭，我指着碗里的大
米粒念诵着：“一粒红稻饭，几
滴牛颔血。”又说“谁知盘中餐，
粒粒皆辛苦。”还没等我念完，
小孙女就有点不好意思地笑
了。这办法果然奏了效。那顿饭
后，小孙女的碗里吃得连一个
米粒也没剩，此后再也没有剩
碗底的情况了。

生活富裕了就可以剩碗底
吗？确实令人深思。

剩剩碗碗底底不不长长个个儿儿

父父亲亲与与龙龙井井茶茶
贺宝璇

在父亲去世的30周年的今
天，我擦拭着父亲的茶具，想起
父亲生前的教诲。

“饮茶人总想说出茶的滋
味，却不知道茶的滋味就在饮
茶过程中，如果人生在世，总计
较成败得失，不知成败得失都
是人生的滋味。”

“用分享的心态来品茶，能
够培养人们推己及人的仁爱胸
怀，想到人间还有诸多苦痛，想
到社会还是有种种缺陷，每个
人都有责任把爱奉献给对方，
少一点私欲，多一份公心；少一
点冷漠，多一份爱，用结缘的心
态来品茶，以茶汤的滋味，同所
有人结‘茶’缘。用茶的香洁、

‘善’的和谐来净化人生、祥和
社会”。

夏饮绿茶、龙井茶可以消
暑，冬饮红茶可以驱寒，大口喝
茶可以解渴，小口品茶可以知
味。人未改，茶是茶，不同的时
节不同的心情、不同的饮法，也
就有了不同的滋味、不同的感
悟，因而对于饮茶者来说，饮茶
有饮茶的乐趣。

父亲最爱喝龙井茶，有时，
他小心翼翼地将茶叶用小勺放
入壶内捂着，还不到喝茶时，便
向我絮叨起龙井茶的来历，那
些来历被父亲所谓的“铁嘴”一
说，就像在我眼前一样。

传说乾隆皇帝下江南时，
来到杭州龙井狮峰山下，看乡
下女采茶，以示体察民情。这
天，乾隆皇帝看见几个乡下女
正在采茶，心中一乐，也学着采
了起来。刚采了一把，忽然太监
来报，“太后有病，请皇上急速
回京。”乾隆皇帝听说太后娘娘
有病，随手将一把茶叶向袋内
一放，日夜兼程赶回京城。其实
太后因山珍海味吃多了，一时
肝火上升，双眼红肿，胃里不
适，并没有大病。此时见皇儿来
到，只觉一股清香传来，便问带
来什么好东西。皇帝也觉得奇
怪，哪来的清香呢？他随手一
摸，啊！原来是杭州狮峰山的一
把茶叶，几天过后已经干了，浓
郁的香气就是它散出来了。太
后便想尝尝茶叶的味道，宫女
将茶泡好，茶送到太后面前，果
然清香扑鼻，太后喝了一口，双
眼顿时舒适多了，喝完了茶，红

肿消了，胃不胀了。太后高兴地
说，“杭州龙井的茶叶，真是灵
丹妙药。”乾隆皇帝见太后这么
高兴，立即传令下去，将杭州龙
井狮峰山下胡公庙前那十八棵
茶树封为御茶，每年采摘新茶，
专门进贡太后。至今，杭州龙井
村胡公庙前还保存着这十八棵
御茶，到杭州的旅游者中有不
少还专程去察访一番，拍照留
念。

父亲去世了，他讲的故事
还回响在我的耳畔，他留下的
明朝文人陆树声《茶寮记》我还
好好地保存着，讲到饮茶的理
想环境，列为“凉台、静室、明
窗、曲江、松风、明月、竹月、晏
坐、行吟、清淡、提卷”。

茶未饮而意趣盎然，其实

饮茶的环境对于饮茶人来说，
并不是最重要的心情，这就好
像饮茶的关键在于饮者的心
情，而心情的好恶，与所饮之茶
是否名贵关系不大。

人生如茶，品茶如品人生，
平凡中见滋味，苦涩中有幽
香……用感恩的心态来品茶，
茶就不仅仅是一碗茶汤，而在
其中充满了天地万物和谐相
处，相互成就，茶茶共济，同体
不二的人文精神，化解戾气，发
扬正气，成就和气。用包容的心
态来品茶，人间的恩恩怨怨都
会像片片茶叶一样把芳香甘美
溶化到洁净的水中，变成有益
于优化彼此身心气质的醍醐甘
露，人间的正气、和气就会在把
盏相敬中得到落实。

巧巧妙妙激激励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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