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漠视漠视，，常常是繁华过后的常常是繁华过后的
空白空白。。

我无数次路过公园的篱笆我无数次路过公园的篱笆
墙墙。。此前此前，，我常常驻足在篱笆我常常驻足在篱笆
墙上的蔷薇花前墙上的蔷薇花前，，甘心让鲜艳甘心让鲜艳
的花朵俘获我的花朵俘获我，，让馥郁的花香让馥郁的花香
淹没我淹没我。。

大朵的蔷薇花谢后大朵的蔷薇花谢后，，仿佛仿佛
那段篱笆墙就不在了那段篱笆墙就不在了。。

有金银花在篱笆墙上捧出有金银花在篱笆墙上捧出
她的月亮和太阳来她的月亮和太阳来，，仿佛那段仿佛那段
篱笆墙也不在了篱笆墙也不在了。。

劳动又一次不动声色地教劳动又一次不动声色地教
育了我育了我。。辛勤的蜂还在没有蔷辛勤的蜂还在没有蔷
薇花的篱笆上飞来飞去薇花的篱笆上飞来飞去，，终于终于
把我引到蔷薇枝掩映下的金银把我引到蔷薇枝掩映下的金银
花丛上花丛上，，初开的花银白初开的花银白，，如两瓣如两瓣

月月，，然后变成金色然后变成金色，，如两瓣太如两瓣太
阳阳。。花蕊也是先银后金花蕊也是先银后金，，月光月光
的尽处就是太阳升起的尽处就是太阳升起。。

多美妙的花呀多美妙的花呀。。
金银花的金银不代表富金银花的金银不代表富

贵贵，，代表的是时间颜色代表的是时间颜色。。我真我真
心喜欢上金银花阳光般的实在心喜欢上金银花阳光般的实在
和月光般的清雅和月光般的清雅。。

金银花金银花
任俊国任俊国

父亲不关心我课堂学习父亲不关心我课堂学习 ■曹振华

记忆中，小时候读书时，父亲不怎么关心我
的课堂学习情况，任由我自己上下学、回家做作
业、复习功课。学期结束了，他就去参加个家长
会，领了成绩单，学习成绩不错，他很高兴，却也
没想到给我个奖励什么的。

但父亲对我的课外活动在干什么，倒是很
关心。那几天，他见我在一本接一本地看《水
浒传》和《三国演义》小人书，便问我是哪来的，
我告知是同学借给我看的。后又几次见我在
小人书摊看小人书，就猜想我对古典文学名著
改编的小人书感兴趣了。他考问我：“宋江的
绰号是什么？”“梁山英雄中有几个女将？”“什
么叫生辰纲？”“曹操的字是什么？”“刘备有哪
五虎将？”一连串问题，我都对答如流，他满意
地笑了。但他又要我不迷恋小人书，要找原著
来看。于是，他给我借来了《水浒传》和《三国
演义》原著，让我阅读。我有不懂之处，他就给
我解释。而对我的课本作业做得如何，却不置
一词。

父亲不仅让我课外阅读文学书籍，还带
我去看文艺演出。有年春节，父亲单位举办
迎春文艺晚会，父亲带我和兄弟去观看了。
晚会上唱歌、戏曲等节目丰富多彩，有位魔术
师表演了空袋取蛋的戏法，配乐是一首热烈
欢快的乐曲，这段音乐配合变鸡蛋的节目很

和谐且节奏感强，此曲当时不知曲名，也未问
父亲，只是想当然，以为曲名是“变鸡蛋”。后
来，我提到这段“变鸡蛋”曲子，父亲却严肃地
对我说：“你这是取的什么曲名呀！那乐曲叫

《步步高》，是广东音乐。”父亲不失时机在课
余时间又给我上了一课，使我从看文艺演出
中，知道了一首乐曲的名字。至今，每当我听
到《步步高》这段音乐时，当年看“变鸡蛋”戏
法的情景就浮现在眼前，而父亲的及时“解
惑”，又使我长了一点知识。

上世纪六十年代，父亲单位有电视机了，他
当然不会放弃让他的孩子去欣赏新的娱乐形式
的机会。每到周末，父亲下班先不忙回家，在单
位门口等候我们几个孩子，带着我们到食堂饭
厅里电视机前的长凳上看电视。那年月电视屏
全是黑白的，但我们看得津津有味。我感兴趣
的是电视机里看新播放的电影，《无名岛》《海
鹰》《独立大队》《51号兵站》《枯木逢春》等新片
子，我不必花钱去电影院，就能在电视机里看到
了。父亲使我的课外活动又增添了新的乐趣，
而他照例还是对我学校里的学习情况不闻不
问，这倒养成了我没压力独立思考读书学习的
习惯了。

父亲除了课外带我去看文艺演出，支持我
看小人书、看文学书籍、看电视娱乐，还培养我

看报纸的兴趣爱好。他常带我去报廊看报
纸。经过住家附近的照相馆，见里面有报纸，
我就进去翻阅了，那照相馆阿姨因为我家去拍
过几次照片，认识的，就让我坐下看。有天放
学了，父亲见我还没回家，找到照相馆，见我在
看报，没野在外面瞎玩，他反倒很高兴带我回
家。一天，语文老师要我带信给父亲，请他去
学校一次。父亲以为我犯什么错误了，回来后
却很高兴地轻轻拍了我的脑袋。原来老师见
我写的春游作文，语句通顺，层次清晰，用词造
句皆很丰富，就怀疑是否我本人所写，同父亲
沟通后，得知我平时喜爱看书读报，丰富了写
作文采。第二天语文课上，老师读了我的那篇
作文，称赞了我。

父亲就是这样，不关心我的课堂学习怎样、
成绩如何，而是顺其自然，却让我除了课堂学习
外，课余时间从参加文娱活动、看书读报中再广
泛吸收养料，滋润丰富头脑中的知识，逐步提高
文化素养。父亲教育有其独特的一面，他虽没
有手把手地教我写字，问长问短检查作业，但他
默默地注视我，关心指导我的课外活动，他也是
老师，用另种形式来教育鼓励支持我课外空间
的学习实践，这是一种父爱，深沉严肃，更充满
睿智，此爱也如山，所具有的精神力量至今仍在
我心中长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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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思白米粽 ■陈茂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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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提琴协奏曲《梁祝》问世半个多世纪以
来，作为作曲者之一的陈钢，早已闻名。去年
底，中国文联和中国音协授予陈钢“终身成就音
乐艺术家”奖，无疑是对陈钢音乐成就的
最高奖赏。面对荣誉和祝贺，陈钢想以
一台音乐会汇报。半年后的上海之春期
间（5月6日），陈钢专场音乐会终于在上
交音乐厅隆重举行。

音乐会由沪上著名文化主持人阎华
串联（她是文化沙龙“克勒门”的创办人
之一），曲目囊括了陈钢数十年来的创作
成果，首先开场的是“红色小提琴”选曲：

《金色的炉台》《苗岭的早晨》《阳光照耀
着塔什库尔干》，由著名小提琴家、被誉
为东方音乐绅士的张乐演奏（施雯钢琴
伴奏），他的演奏激情饱满，音色华美，激
起观众对那个特殊年代的难忘回忆。接
着陈钢携手演员曹雷上台，由曹雷朗诵
曹禺话剧《雷雨》中的片段《鲁妈的独
白》，陈钢配以自己创作的
钢琴伴奏——不仅仅是朗
诵的衬托，而是将其融为
有相对独立功能的有机组
成部分，这短短几分钟的
钢琴演奏，让人领略了陈
钢温情脉脉的另一面——

“金刚怒目”，音乐语汇相
当新颖独特。

在女高音王作欣深情
演唱了《梦中人》（陈钢钢
琴伴奏）后，陈钢“戏曲风
三重奏”的“三部曲”登场：
越剧与钢琴、小提琴《天上
掉下个林妹妹》；昆曲与钢
琴、小提琴《惊梦》；评弹与
钢琴、小提琴《三轮车上的小姐》，由著名昆曲演
员沈昳丽与张乐、施雯联袂上演。“戏曲风三重
奏”是陈钢近年来在海派音乐上的新探索，已赢

得赞誉，此番集中上演，令人耳目一新。沈昳丽
真是位“百变女郎”，演唱人物千姿百态，惟妙惟
肖。以前知道她昆曲唱得好，没想到她的越剧、

评弹也唱功了得，真乃戏曲奇才。
下半场张亮指挥上海爱乐乐团，上

演陈钢的两部大作品：创作于1985年的
双簧管协奏曲《囊玛》（程悦双簧管独
奏）、创作于1986年的小提琴协奏曲《王
昭君》（黄蒙拉小提琴独奏），尤其是后
者，被誉为《梁祝》的姊妹篇。《梁祝》早
已声誉卓著、家喻户晓，《王昭君》还是
首次现场聆听——如果说《梁祝》是座
高峰，《王昭君》则有望与之比肩，从作
曲技法和结构上来说，《王昭君》不让

《梁祝》，甚至更胜一筹。《梁祝》主旋律
取材于经典越剧，《王昭君》更富原创
性。如果说当年俞丽拿拉红了《梁祝》，
那么当晚黄蒙拉的出色表现，也许是

“激活”《王昭君》里程碑式的演出。原
创音乐最需要的就是多
演出。只有多演出，才能
精益求精，才能出精品、
上品，由此产生广泛的影
响力。当年的《梁祝》如
此，现在的《王昭君》同样
如此。希望以后能有更
多的机会看到《王昭君》
的演出。

音乐会的主要演出
成员，既是音乐界的佼佼
者，又都是陈钢的朋友，
有不少是文化沙龙“克勒
门”的常客，因此整台音
乐会充满了朋友欢聚的
亲切感。

陈钢在“终身成就奖”的获奖感言中说：
“‘终身’并不意味着‘终止’，而是意味着我们要
终身开拓前行。”诚哉斯言！

粽子好吃粽难包。“粽子好吃”是指糯米与
赤豆或肥肉、咸蛋黄“杂拌”的那份“无敌”口感；

“包粽子”则是公认的技术活，每年端午总会在
传承非遗名义下组织些年轻人包粽子。结果不
是米洒了，就是叶散了……嬉笑过后，自有中年
女性“专业选手”上场，三下五除二就“成
了”……然后大快朵颐。

近些年，有些奇思妙想的“网红粽”，通常一阵
“蓬头”后销声匿迹，说起来最思念还是白米粽。

蜗居年代，环境逼仄人际关系也近。谁家
包了馄饨、煮了生日面，对门邻居就能享点口
福。端午节更是粽子的“嘉年华”，听到楼梯

“通、通”的脚步声，就有邻居送来几个“小脚
粽”，家里又回赠几个“枕头粽”，在“噶客气做啥
啦”的喧闹中棕香氤氲，这与当下网上“红包”发

来发去一个意思。彼时经济拮据，所谓“肉粽”
的肉就如一块“小橡皮”，哪有如今那般丰满肥
硕；“豆沙粽”要咬两口后，才会感知赤豆的绵软
香甜；所以“白米粽”最实惠也最流行，个头小但
精致典雅、通体纯白清爽，若镶嵌几颗深褐的赤
豆就更有点抽象艺术的味道。能“空口白吃”，
当然蘸糖更好，但好像没有蘸盐或酱油的，能成
那时生活印记的还有这句“一身洁白年年煎
熬”，很有点意味。

记得二层阁上住着能包一手好粽子的绍兴
“阿二嫂”，每到四月中旬就托人从绍兴乡下捎
来粽叶、糯米。见她一片片清洗浸泡在木盆里
的粽叶、用“钢精锅”一遍遍淘洗糯米，就知端午
节到了。周遭的大人小孩通常闻着楼道里的粽
叶清香，看粮管所“端午节每人增加一斤糯米定
量”的通知，少数关系“铁”的已经尝过她包的既
紧实又有嚼劲的白米粽。据说她浸泡糯米时在
水里放有少许“豆壳灰”，煮出来的粽子色泽碧
绿，吃了清凉解毒，夏天不易生痱子。不过，同
学阿二私下里嘀咕“那盆是我晚上洗脚的……”

据说公元前 340年阴历五月五日，大夫屈
原在楚将亡国之时抱石自沉汩罗江。人们为阻
鱼虾吞噬其身，就用竹筒装米投入江中，渐成祭
奠礼仪，也就有了最早的粽子“筒粽”。再以后

有人说得到“三闾大夫屈原托梦”：祭祀之物皆
被江中蛟龙偷食劫掠，可用艾叶包住、五色丝线
捆扎，因蛟龙惧两物。于是便以“菰叶裹黍”世
代相传遂成传统端午食品，至元、明时粽子里才
有豆沙、猪肉、松仁、枣子、胡桃等。故“白米粽”
乃当之无愧的“粽祖宗”。

传统并不一定守旧。千年过后，粽子在现
代社会中位置不容小觑。游历江南各古镇老
街，总有几位大妈悠然端坐一隅不紧不慢地包
着粽子，顾客就在不足一米处，所以绝无造假或
减料。气场更强的是粽子店的柜台边一溜5、6
位中年妇人，一手持粽叶一手放糯米再加蛋黄、
肥肉或豆沙……一个个号称“祖传数代”的“张
大妈”“李大妈”粽子就此出笼，更绝的是她们还
能在分秒间除去粽叶，只惜少有白米粽。

算起来，与“粽子”口味相近的是“八宝
饭”。而八宝饭是众人筷子调羹的“集体舞”，粽
子是文雅安静的“个人秀”。当然也有一面赶路
一面咀嚼袋子里的剥皮粽，虽与传统有点远，但
也是粽子数千年不衰的根源。

平淡为本的“白米粽”，应是粽子家族中最
符合健康饮食标准的了。蓦然间，面前似还有
一小碟白糖一碗豆浆又听一句“趁热沾糖吃”，
眼前奶奶笑靥依旧。

记得二十多年前，我接到区里一个美术宣
传任务，要我组织辅导一批学生参加百名学生
画长卷的展示活动，主题是《“虹口的明天”畅
想曲》。

得完成长达 60 米的巨幅画卷，真可谓“工
程浩大”。长卷要求描绘出虹口区的“今天”和

“明天”，这样跨越时空的集体创作，师生都面临
极大挑战。

我知道，若是只将任务照单布置下去，要
孩子自由发挥，肯定是不能完成这一艰巨任
务的。于是，我认真花了许多时间，作了大
量的案头备课工作，待胸有成竹之后，方选
拔了近百位爱好绘画的“小画家”，召开战前
动员会。

我将任务的命题宣布后，孩子们纷纷热情
地畅谈自己的设想，果然，这些大同小异的创意
都在我的预料之中，他们想到的“明天”，无外乎
是：“直升飞机立交桥，高楼大厦真不少；宇宙飞
船机器人，各种汽车满街跑”。

命题作文讲究审题，命题画同样讲究审
题。审题应视为成败的关键，这就是意在笔
先。作文如此，作画亦应如此。

我告诉学生，高楼、汽车在“昨天”和“前天”
已经有了，而机器人的普及将在“后天”才有。
于是，“明天”这一时间概念，便成了审题的第一
重点关键。

经讨论分析，学生们的认识在引导下逐步
明朗并达成一致，认为“明天”应指今后三至五
年左右的时间。第一个关键解决了。

第二个关键是“虹口”。我说，长卷必须画
出虹口的特色。要画“明天”，那就必须认真了
解虹口的“昨天”与“今天”。哪些是虹口“昨
天”的优秀历史和文化特色，“明天”需要“发
扬”的；哪些是虹口“今天”与其他兄弟区相比
有较大差距的，“明天”需要“发展”的；哪些是
虹口区政府在“明天”的城建、经济、文化等建
设将规划，需要“发现”的。我要求学生对这些
有关的信息素材广泛地收集，并作必要的调研
与梳理。

文学家有了激情，才能写出动人的诗歌；音
乐家有了热情，才能作出动听的乐曲。因此，要
画好“虹口的明天”，不能仅用“手”画，更要用

“心”来画；要画好“虹口的明天”，必须要有“爱
我虹口”的激情与热情。

提炼主题、深化主题，就要在立意的深度、
高度、广度、亮度与角度上下功夫，好比挖井，在
地面上胡乱刨一阵，最多只能挖出一汪污泥浊
水，而只有坚持深挖不止，才能见到清澈、甜美
的甘泉来。

美术是需讲究“色彩鲜艳”的，但是要知道
只重视技法，而忽视审题能力的培养，只能画出

“色彩鲜艳、创意苍白”的作品来。空洞地“展开

想象的翅膀”是飞不出好作品的。因为“成也审
题、败也审题”！

在对整个长卷有了总体构想之后，我按布
局分别进行规划宣讲。

比如，我向同学介绍了虹口是个文化老区，
许多名人如瞿秋白、丁玲、沈尹默、宋庆龄、鲁
迅、叶圣陶、夏丏尊、柔石、冯雪峰、茅盾和郭沫
若等，都在虹口工作、生活过，留下了不朽的革
命历史足迹。于是——多伦路一个虹口名人腊
像馆“开幕”了。

又如，据了解虹口区四川北路的邮政大楼，
要建全国首家邮政博物馆，于是——一个上海
邮政博物馆“开工”了（当时，建造邮政博物馆，
还仅是市区有关部门的计划，尚未正式启动）。
在长卷展示活动那天，虹口区委、区政府的领导
同志到现场看见这幅画时，高兴地指着孩子们
画的博物馆称赞道：“好啊，还没正式建造，这里
已经开工了！”此后，2006年元旦这天，博物馆建
成竣工，正式对外开放了。

再如，北外滩是虹口重要的港口要地，从区
政府战略规划来看，这里必将成为国际航运、货
运、港务的发展中心，于是——一家北外滩国际
航运公司“开业”了。

有关发展的，我还要求学生们一起想一想、
找一找，虹口与黄浦、卢湾、静安、徐汇等繁华市
区相比，哪些是不足的，哪些是人家有的，我们

还没有？例如：当时，虹口的轨道交通就还是一
片“空白”。于是——一条四川北路至凉城的地
铁“开通”了，凉城路不“凉”了。值得高兴的是，
几年后，虹口域内果真先后建造的轨道三号线、
四号线、八号线和十号线等。如今的虹口已由
地面道路、高架道路与轨道交通组成了可喜的
立体交通系统，填补了数年前的空白。

苏州河也是虹口区一个现成的好素材。当
年的苏州河还是条上海著名的“黑臭河”，我告
诉学生，我就曾经画过一幅“苏州河边开墨汁
厂”的漫画。所以要求学生展开想象，希望“明
天”的虹口苏州河是怎样一条河？于是——一
条美丽的景观河出现了，苏州河旅游景区“开
张”了，大片绿地“开发”了，赛龙舟的、摄影的、
钓鱼的，河上一片欢声笑语……

上海市政府整治苏州河工程，从 1996年首
期工程开始，历经了截污、治污、水生态恢复等
三期工程，前后长达十年之久，2005年就有媒体
报道，苏州河已基本消除了黑臭，市区河段喜见
四种成群小鱼。

如今，二十多年过去了，当年参加绘画活动
的“小画家”们早已长大成人，他们畅想的“明
天”，已经梦想成真了，他们见证了虹口的巨大
变化。

如果，我今天再组织一批学生来画“虹口的
明天”，我相信，那画卷将会更美丽！更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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