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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自心生最暖人
——评独脚戏《石库门的笑声》
走出牛庄路中国大戏院，黄牛虽已退潮，但
几家个体餐馆的小霓虹灯，还在闪烁。天上的
冷雨还是冷雨，地下的湿滑依旧湿滑，
但心里已
是暖烘烘的，
就在刚才，
近三个小时的欢乐热浪
奔腾入体，
以致于此刻就连呵出的热气，也含着
笑声。

【一】

【二】
既称新作，
必有不足之处。
《石库门的笑声》
共设了 7 个相对独立的段子，并如前所述以“四
大品牌”
“三大资源”为骨架形成体系，
但由于老
段子和老套子使用过多，导致内在的逻辑不够
分明，
这从上下半场节目的反差，
尤其是观众的
反应中可见分明。观众不免将其与“姚周”
“杨
笑”的经典作品相比，
便很容易觉得前者有些松
散了。在风格上，
“毛沈”向以
“毛吵吵、沈抖抖”
的招笑手法著称，
这次硬朗的、浇注式的表演一
如既往，
不容观众喘息，
暴力有余而韵味不足。
不过尽管如此，
《石库门的笑声》也足以令
人欣悦，
因为在独脚戏退潮的当今，
上海人终于
又看到了一朵冒出来的浪头。首先，独脚戏新
作品多年未见，渴极的人对水质不会有很高的
要求；其次，这两位滑稽“老姜”重装上阵，从他
们不减当年的精气神里，不少上年纪的人可能
藉此得到某种微妙而积极的暗示；三是那些下
半夜点击“大麦网”的年轻人，他们的驱动力主
要是满足好奇心——讲到底，还是独脚戏的舞
台沉寂得太久了。
其实在这座城市里，独脚戏的声音并不是
完全没有。只是舞台新作的演出沉寂已久，这
也正是《石库门的笑声》走红的主要原因之一。
对此，
“毛沈”干脆将其当做了表演的内容，
如原
创乏力，
部分从业者忙于投身左道、对主业心不
在焉；又如沪语式微，上海的孩子沪语口音蹩
脚、弄出了笑话连篇……嘲他和自嘲、主观与客
观，俱都言中了海派文化及艺术的生存窘境。
批判精神是独脚戏笑料的源泉和永恒的魅力，
《石库门的笑声》对市民陋习、官僚主义的讽刺
与嘲弄，
突显了针砭现实的
“戏谏”品质，
每到此
处，都赢得了大量的笑声和掌声。

【三】
独脚戏从江南走来，得了外来风气，成了

海派的主力，它的诞生、发达和式微过程，就是
海派文化产生、发展和衰落历程的缩影。它无
疑是“非物质文化遗产”。
“非遗”之所以需要被
保护，正是为了解决其身上镌刻的历史轨迹、
积累的人文内涵、体现的社会价值，与当代受
众减少、艺术市场萎缩、生存面临危机之间的
矛盾。
然而，在“非遗”诸品种里，仍有不少具有
强大的活性和广阔的市场，只要有生存的保
障，只要有人才和新作，便很可能从“非遗”立
即变身成为非“遗”。
《石库门的笑声》的大量吸
金，既是主创的愿景，又是此理的证明。这不
免 引 发 人 们 对“ 叫 好 不 叫 座 ”现 象 的 再 度 思
考。这类现象是否值得肯定，这类作品是否能
称优秀，疑问陡然增加。我认为，至少就独脚
戏而言，只讲票房固然是不对的，但不讲票房
肯定是不对的。
这涉及海派文化的本质属性问题。上海
史学者熊月之认为，海派文化有商业、世俗、
灵活和开放四大属性，其中商业性（或曰趋利
性）是最根本的，直接决定了其他三性。我以
为然。因为从历史看，海派文化正是上海开
埠通商变成现代商业都市的产物；从个案看，
倘使没有趋利的动机、商业的行为，作品即使
再怎么兼收并蓄、再如何中西合璧，也很难成
为 世 俗 的 、灵 活 的 和 开 放 的 了 ，最 明 显 的 例
子，便是“样板戏”。如今上海提出用好用足
海派文化资源，用好用足的前提，还须对海派
文化的商业性作一番历史和辩证的考量，以
便为当代海派文化的创作实践，给予健康和
正面的支持。
放眼全国，
在文化的
“海纳百川”与
“兼收并
蓄”已无微不至、无远弗届的态势下，历史地看
待上海海派文化的源流，辩证地解析以往海派
文化的本质，
不仅对于独脚戏，
更对于海派文化
甚至全国文化及其载体，都有极为重大深远的
意义。从过去的海派文化看，其商业属性既催
生了众多名家精品，
又产出了大量低手劣作，
导
致了人们对海派文化褒贬不一；
如今，
既坚持商
业动机，
又追求艺术标准，
去实现俗雅并存和共
赏的理想，
满足市民娱乐需要，
提升大众精神修
养，正是新时代打响海派文化品牌的目标。新
时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不当金钱的奴
隶，
要做市场的主人。

看上海之东余杭路
秦 华

上海寸土寸金。
上海寸土寸金。
十几个平米或是几个平米或
是弄堂口，
是弄堂口
，灌满了南腔北调
灌满了南腔北调。
。
绿化串通东街头，
绿化串通东街头
，被大连西路
截头。
截头
。
一路生计关联一段情缘。铸
造 的 图 案 ，杂 烩 一 个 世 纪 的 许 多
语言。
语言
。

一家又一家举起木锤，
一家又一家举起木锤
，夯实自
产自销的芝麻花生糖 ，夯实了米糕
产自销的芝麻花生糖，

早午的新鲜持续到傍晚，
早午的新鲜持续到傍晚
，真诚
善良的买卖 ，赢一方平安
善良的买卖，
赢一方平安。
。
那 家 放 心 油 条 、豆 浆 ，香 过 一
条街。
条街
。
那 家 弄 堂 口 的 粽 子 、春 卷 ，热
蒸现卖，
蒸现卖
，靠口碑红火了几十年
靠口碑红火了几十年。
。端
午前，
午前
，人与车
人与车，
，天天的长龙游动
天天的长龙游动。
。
我行走在这实惠方便里，
我行走在这实惠方便里
，圆两
三里的人们的淘宝梦。
三里的人们的淘宝梦。
曾 曝 光 的 东 余 杭 路 ，摘 掉 帽
子 ，将愁绪理成甜美
将愁绪理成甜美。
。
满街的诚实回眸更多利益。
满街的诚实回眸更多利益
。
灵与肉多元了经典，
灵与肉多元了经典
，浓缩一个
舌尖上的诗歌。
舌尖上的诗歌
。
《随缘
随缘》
》

年味回来了
一股神往的腌腊味从书房的北窗徐徐飘
进，侧目寻味，原来是西北方向的阳台里，有位
看似外来的大娘趁着阴天在晾挂风鸡、风鸭之
类的腌腊制品。咦，离春节还有一个月的时间，
勤快的大娘开始准备着自家的年货呢！这不，
她又坐在摇肉机前，悠悠地摇起手柄往套上的
肠衣里灌起了腊肠。看着、看着，
我眼前仿佛回
忆起孩童时的过年景象。
“快去把漏斗拿来。”奶奶手上正忙着加工
香肠的料，喊我帮忙。我熟悉地从碗橱抽屉里
拿出漏斗递给奶奶。贴在她膝盖边看着她把
拌好的馅料舀进漏斗，然后用筷子不停地塞，
还不断在肠衣外把灌进的馅料往下捋，当塞满
一段长度就用线扎紧，再继续塞料，扎紧。提
起来像一根根连着的酱瓜，长长的，挂在楼梯
后的阴凉处风干。我慢慢长大了，每到岁末年
前也学着奶奶灌起香肠，就有点过年的味了。
后来听人说腌制品不健康，家里人不让做，我
就歇业了。其实自己做的，只有白酒的醇香，
咸、甜相宜的口感，难得调剂下舌尖上的美味，
岂不人间一大享受，平时做菜饭加几片香肠，
那味道“勿要忒赞哦”。尤其在过年之际，家家
都在制作家乡风味的年货，不失为是一道道浓
郁的年景。一声声刺啦、刺啦的石磨响声，把
我从沉思中拉回，循声看去，又是这位闲不住
的大娘自我换岗了。
只见大娘坐在小竹椅上，一刻不停转动着
身前的小石磨，稍停，加进浸泡过的糯米又转，
那乳白色的米浆从磨盘的粉槽里缓缓流进接口

书法
■侯宝良

的布袋里，
布袋瘫在木盆里，
水嘟嘟的。这般久
远的景象让我看的出神，古董级的石磨肯定是
她老家带来的，现在只有农家博物馆可见了。
都说如今超市有现成的水磨粉、速冻汤圆，
谁有
闲工夫来磨磨蹭蹭。此话不假，但作为一种历
史文化的传承，
要有后人顶礼膜拜的展示，
才会
知道自己是从哪儿来。看着大娘优哉游哉地摇
啊摇，把我的思绪摇到动迁前在老房子里过年
的情景了。
我家老房子在老城厢里，隔壁的苏北老奶
奶家有一尊大石磨，
长年在楼梯下歇业，
只有过
年前它才大显身手。腊月初时，老奶奶和老爹
爹把石磨搬出来洗刷干净，冠冕堂皇地摆到门
口去迎客。边上挂一小牌，
歪歪扭扭写上
“待客
水磨粉，每斤三分。”旁边还有注解：
“糯米自行
浸泡一昼，
滤干记秤”。相邻们早早把滤干的糯
米拿来，石磨在老夫妻俩的你推我拉下欢快地
转动，
迎来不少过路客的目光，
形成了独特的街
景，经口传相告，又带来四方顾客盈门。繁忙
时，
老两口是应接不暇，
只好全家人上阵。我们
小孩子出于好奇也趁机去帮推磨，可惜肚里没
油水，
转几下就累得直喘气，
摆到现在真是减肥
的好时机。据老俩口说，一年配给的年货钱全
靠它
“贡献”了。
我常常看到买现成年货的长队，耳闻着没
“年味”的哀叹声，可是看看眼前乐此不疲的大
娘，
要是我们想想早年自家长辈的过年绝活，
也
来动动手让晚辈们瞧瞧、学学，
这
“年味”不就有
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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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

吴 平

我父亲戴学明是个海军，
是个战斗英雄，
是
会议上发言，
还得到周总理的亲切问候。
个受到毛主席、周总理、陈毅元帅多次亲切接见
父亲除参加战斗多次立功受奖外，还在
的海军参战代表。
1966 年抗险救灾工作中带领战士们冒险抢救
1958 年底，父亲还在江苏省海门县重点中
渔船和人民群众，福建基地给 588 艇荣立集体
学包场中学读书，
部队去学校冬季征兵，
他个头
二等功，
他又荣立了个人三等功。
小，
差点落选。父亲于 1959 年 1 月正式入伍，
入
父亲前后六次受到毛主席的亲切接见。
“崇
伍后先在上海东海舰队训练团正规训
武以东海战”后，周总理和罗瑞卿总参
练了一年，1959 年 11 月分到福建厦门
谋长在上海专门接见了 588 艇的战斗
前线舰艇大队 556 艇，历任战士、班长、
英雄代表；陈毅元帅、郭沫若副委员长
枪炮部门长、副政治指导员、政治指导
也受毛主席、周总理的委托，专程南下
员。他在东海舰队 556 艇（588 艇前身，
到福建基地 588 艇上看望全体官兵。
75 吨）和 588 艇（125 吨）上学习、工作、
1978 年，交通部向海军东海舰队
战斗了十年，
其中当战士六年。六年中
提出需要政治可靠的海军干部支援远
参加过一次空战，
两次反小股武装匪特
洋运输事业，
福建基地首长征询父亲意
战斗。1964 年 4 月，他单炮独门射击，
见。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
父亲依依不
首发炮弹即命中来犯敌
“海狼”舰，
因此
舍地离开了工作 20 年的部队，离开了
扬名。当时彭德清司令员和左爱政委
承载他青春岁月、光荣与梦想的英雄舰
亲自给父亲及几位战士授三等功，
战艇
艇“海上猛虎艇”，转业来到上海虹口，
荣立集体三等功，
并得到周恩来总理和
成为中国远洋运输总公司上海分公司
海军司令部的嘉奖。周恩来总理在一
一名远洋轮政委。
九六四年全国人大报告中还专门提到
从部队转到地方工作，父亲只字
这次战斗事迹。父亲因为在这次特殊
未提在部队的战斗事迹和获得的荣
战斗中的突出表现，
战斗结束后半年内
誉，他认为那只是代表过去的一段经
连升三级，由战士先后升为班长、部门
历，不能代表功劳和进步。作为一名
长、副政治指导员。
海军转业干部，他保持着部队的优良
1965 年 11 月 13 日深夜至 14 日凌
传统，一切从零开始，坚守老老实实做
晨，父亲在担任 588 艇副政治指导员期
人、认认真真做事的原则。当年的远
间，
参加了海军著名的
“崇武以东海战”
洋轮条件比较差，上一个轮次装煤，下
战役。这是一场硬战，
也是新中国海军
一个轮次又要运米，他总是带头钻进
史上著名的成功战役。周总理远在北
船舱打扫。他是政委，又像船上的大
京亲自指挥，
父亲和他的战友们怀揣着
家长，事无巨细都会操心，多次及时发
平时刻苦训练打磨下的过硬本领，
沉着
现安全隐患，所以他在船上，大家心里
冷静，机智灵活，以小击大，击沉敌“永
就特别放心和踏实。因为他有信念，
昌”舰、重创敌
“永泰”舰，
取得了骄人的
他始终认为公司党委和领导交代的工
战绩。588 艇荣立东海舰队司令部政
作都要忠心耿耿地完成，要对党和国
治部颁发的集体一等功，
他个人荣立三
家负责。父亲就这样一直勤勤恳恳在
等功。本来要给他个人评二等功的，
父
远洋轮上工作，直到 1990 年 5 月因病
亲觉得荣誉应该属于牺牲的战友，
而且
去世。
他是领导，
要给群众做表率，
再三谦让，
父亲这一生短暂而光荣。他 18 岁
最后上级领导还是决定给他个人记了
应征入伍，在部队服务 20 年，从士兵到
■
三等功。
舰艇领导，他为东海舰队部队建设，为
海战后，
父亲由副指导员提拔为政
保卫祖国的边防海疆贡献了青春和力
治指导员。1966 年 2 月 3 日，中华人民
量。转业后又在远洋轮上工作了 10 多
共和国国防部授予 588 艇
“海上猛虎艇”
年，他一生热爱海洋，对海洋有着深厚
荣誉称号，
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
的感情。他始终践行“战时是猛虎，平
向 588 艇长、
政治指导员授旗。从此，
588 艇成为
时是标兵”的猛虎艇精神，给我们树立了榜样，
海军的一面光荣旗帜，全军学习的榜样。1969
留下了珍贵的精神财富。
年 2 月，父亲被东海舰队任命为福建基地第 29
父亲去世后，
他的家乡更名为
“猛虎乡”，他
大队副政治委员，同年 4 月，他光荣当选全军九
的母校评他为杰出校友。
大代表，赴北京人民大会堂参加了党的第九次
父亲去世 28 年了，但父亲永远活在我们
全国代表大会，
会议期间，
父亲在福建军区小组
心中！
戴向东

这段路漫过南北货的喜怒哀
乐 ，深陷一个紧迫
深陷一个紧迫。
。
吃喝拉撒睡。客串的消息集
聚分散，
聚分散
，抵达一个幸福
抵达一个幸福。
。
日子渐渐被消化。
日子渐渐被消化
。
早三晚十的薄帘透过微光散
去远影。
去远影
。 一条鱼
一条鱼、
、一根葱
一根葱、
、一袋米
面 、一箱酒
一箱酒。
。 瓜果蔬菜
瓜果蔬菜，
，鞋袜毛线
干洗店。
干洗店
。 讨尽生活
讨尽生活。
。

粑粑。
粑粑。
一家挨一家的经济实惠小吃
店让附近的居民不愿再做饭。
店让附近的居民不愿再做饭
。
一 家 挨 一 家 的 食 品 、杂 货 ，靠
廉价与吆呼维持。
廉价与吆呼维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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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我的父亲戴学明

独脚戏《石库门的笑声》自 2018 年 9 月出品
以来，已演了 3 轮 20 场，场场客满，有的场次一
票难求。原因是其触碰了绝大多数上海人的
心。毛猛达、沈荣海这对久违舞台的笑星，
功夫
扎足，衷气十足，辰光用足，让观众们瘾头过
足。然而不消爬三楼，只要在二楼，就能发现这
对三十年前的
“小滑稽”，尽管穿得山青水绿，却
已明显谢了顶；进而得知，二位拼起来竟有 130
岁的高龄，故而笑闹之余，略生敬佩，更感觉几
丝“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的壮烈感。这种感
觉不仅是对他们，也是对我自己，
更是对独脚戏
乃至整个海派文化而言。这与节目里大量的怀
旧内容，堪称对弦合拍——是温暖、也酸辛，有
腔调、无奈何。
石库门是上海人的栖身地，独脚戏是上海
人的心头好。
《石库门的笑声》将这两大海派文
化品牌捏在了一起，捧出了一场物质与精神交
融的开心筵席。
“ 口子”开得巧，
“ 肉段”也用得
妙，即以
“衣食住行”为主干，
以
“四大品牌”作领
头，反映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上海人和上海滩的
各种变化，同时围绕“红色”
“海派”
“江南”这些
从官方热到民间的词儿大做文章。这样做是有
学理依据的，
因为石库门是根据上海气候、地域
条件，借鉴江南民宅改造而来，又是中国共产党
诞生前后的主要活动场所，是当之无愧的三大
文化资源集中地。看了《石库门的笑声》，我感
觉红色文化虽少，笑料总还是有的；江南文化虽
多，段子基本是老的；海派文化是当仁不让的主
力，新旧段子交织，说学做唱纷出，笑闹戏谑横
生。整个演出酷似一副牌局，
“毛沈”犹如大小
二
“怪”，手拿一把好牌即大量的老段子、原创的
新噱头，一张张、一串串、一套套地打将出来，令
人既熟又生，
应接不暇。其中大多应卯合榫，却
也偶有“硬装斧头柄”和粗俗之处，不过这一切
均在独脚戏的范畴之内。正因本体得到了坚持
和发扬，改革开放主题虽大，四大品牌内容虽

正，却都被巨细无遗地纳入了锅碗瓢盆、家长里
短，便显得字字贴肉、声声熨心，于是观众的笑
便有了温情、有了温度，只有温暖的笑，才是最
爽朗和最持久的。总之，
《石库门的笑声》总体
呈现为原创、老段和即兴表演
“三夹屑”状态，
是
一个以海派文化为“芯子”、以江南文化作“底
子”、以红色文化当
“领子”的原创独脚戏。

■宇 锦

钱荣孝



一夜北风紧
2018 年快走到末尾的这几天里，第二波寒
潮骤然而至。连日来，
天寒地冻，
即便在太阳公
公还算给力的周六某天，
行走在路上，
仍让人感
到寒冷无处不在。
我所居住的可远眺复旦大学双子楼（光华
楼）的那栋小高层，
四周数千米的空间没有一栋
大楼遮挡，
如同旷野里的一棵大树，
只能笑迎八
面来风的肆意捶打。昨夜，北风又狂吹了整个
通宵。躺在床上的我听到窗外北风呼呼作响，
猛然间想起了
“一夜北风紧”这句《红楼梦》里王
熙凤的金句。
《红楼梦》第五十回“芦雪庵争联即景诗暖
香坞雅制春灯谜”里有这样一段：凤姐儿笑道：
“我想下雪必刮北风。昨夜听见了一夜的北风，
我有了一句，
就是‘一夜北风紧’，
可使得？”这是
《红楼梦》中凤姐为众姐妹“雪天鹿肉 BBQ（烧
烤）”前联句而起头的句子。
不晓得伟大作家曹雪芹是怎么考虑的，聪
明绝顶的凤姐却大字不识一个，是个文盲。每
每大观园里的文化人谈诗品书啥的，可就没她
什么事了。唯有的一次，
就是在第五十回里，
在
玩联句的众姐妹央求下，凤姐起了“一夜北风
紧”这第一句。
“ 李纨笑着说，这才是起头的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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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
虽然言语平平，
却为后文留了不少地步。”大
家烧烤的乐事，
湘云争抢联句的有趣，
我都只有
模糊的文本印象。然而，
每每到了数九寒冬，
闭
上眼一想，
“一夜北风紧”却好似一个画面定格
一般，
在我的脑海里重现。
俗话说，
冷天冷在风里，
穷人穷在债里。过
去贫穷的日子里，
每到辞旧迎新的岁末年初，
总
是穷困人家一年里最发愁的日子。值得庆幸的
是，
如今我们绝大多数人都过上了衣食无忧、温
饱无虞的好日子。虽然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绝不仅仅停留于或满足于这个“1.0”阶段，但对
于有着
“三年困难时期记忆”的我以及如我一样
年过花甲的“一代 50 后”而言，人们终于再也不
必为怎样熬过寒冬而犯愁了，仅此就足以让如
今上了点岁数的“老同志”为之欣慰，为此而生
出幸福感和自豪感来。
《红楼梦》里王熙凤的“金句”还有好几句
呢，比如“大有大的难处”
“ 坐山观虎斗”
“ 舍得
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和“人怕出名猪怕
壮”等等。
“大有大的难处”这句话是在《红楼梦》第
六回“贾宝玉初试云雨情刘姥姥一进荣国府”
里，王熙凤打发给头一回走进大观园的“穷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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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缪 迅
戚”刘姥姥若干银子时说的。这话是不经意间
随口而出，凤姐说，亲戚们从外面看我们，
“虽
是烈烈轰轰，不知大有大的难处，说给人也未
必信”。历来的红学家相当重视这句话，从小
处而言，可以映见贾府捉襟见肘的窘境；从大
处看，则能够折射整个封建社会的尾大不掉、
百孔千疮。
确实，
“说给人也未必信”。那么大一个贾
府，出则车马轿舆，吃的山珍海味，用的镶金錾
银，怎么还会有难处？倘若这样的人家都有难
处，
那小家贫户岂不全都
“真正叫这日子就不要
过了。”凤姐给刘姥姥“诉苦”，恐怕不只是怕穷
亲戚们经常不请自来地狮子大开口，她说的可
是实情，还真是“大有大的难处”。
《红楼梦》里，
京中童子作歌曰：
“宁国府，
荣国府，
金银财宝如
粪土。吃不穷，
穿不穷，
算来总是一场空。”贾府
乃至整个封建社会的大崩溃，
“大有大的难处”
这句话，
就是个重磅注脚。
呵呵，扯远了，打住。回到开头，一夜北
风紧，难以忘却的 2018 年还来不及细细回味，
转眼就成了又一个“匆匆那年”。无论我们满
心喜悦还是不那么情愿，2019 新年的钟声敲
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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