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虹口人的四川北路情结

■蔡小鸥

启程

是不会回来的。
父亲走出了院子，在村子附近开始打听着
找。父亲记得，
朋友给过的地址，
就是这一块地
儿的。父亲觉得，
他离他的目的地不远了。
父亲问到一个村人，村人回答了父亲的
话 ，又 反 问 他 ，你 是 住 老 刘 家 ？ 父 亲 说 ，是
啊。村人又说，你是住哪个屋呢？父亲
说，最右侧那间。村人说，那你不害怕
吗？父亲愣了一下，刚想问什么，村人
“哦，哦”了几声，几乎是落荒而逃地离
开了。
好几个村人，
都是这样的反应。
父亲在村里待了一周，在老刘家住
了一周。
父亲终于知道了那个崇华。崇华死
了，
崇华是警察，
在不久前县里多个单位
联合组织的冲击传销集团的大规模行动
中，
崇华同志光荣牺牲。本来，
崇华在三
个月后，
就准备结婚了。老伴走得早，
是
老刘一个人把崇华拉扯大，他始终无法
接受崇华牺牲的事实。老刘一直觉得崇
华是活着的。
父亲住的，
就是崇华那间新房。
父亲没找到那个朋友。父亲也不
需要去找那个朋友了。那其实就是传
销团伙哄骗父亲去的一个阴谋。如果
没有崇华他们的那次抓捕，也许父亲就
永远回不来了，那样，也可能就没有我
的存在了。
父亲说，
住的那些日子，
我每晚都能
梦见那个年轻男人，
那就是崇华。
父亲走的那天，朝着崇华的房的方
向，
父亲深深地鞠了三个躬。父亲看见，
站在身侧的老刘眼角奔腾不息的泪。
父亲说，我要谢谢你，去了那里，要
好好的。
父亲很认真地看着我。
我说，
爸——
我使劲点着头。
这个月，我将从上海启程出发，到达西北，
开始了我的为期 2 年的支教生活。那里的孩子
需要我。我想，
循着父亲走过的这条路，
我一定
会走好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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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管仲的“自媒之女”吓一跳
议。

2020 年高考落幕。全国卷作文题引起热

题目选自春秋时期的一个典故：齐国的齐
桓公经鲍叔牙推荐并亲自面试后，决定“聘用”
管仲为相。这个曾经射箭差点要过自己性命的
管仲上任后厉行改革，齐国遂成“春秋五霸”霸
主，凭此业绩被誉为“华夏第一相”。给考生的
题目是在管仲、鲍叔牙、齐桓公中“你对哪个感
触最深？”
考生作答当然各有千秋，网上更是高论纷
纭；
在这一波喧哗中管仲在大庭广众面前又
“走
一遭”。所谓“又”是作为“大咖”级的法家代表
人物，曾若明星般一时风靡；此番系再度“出
山”，担起维系几百万考生命运的重任。让人不
由感叹：名人就是事多，不论躲进历史有多远，
请你了就得辛苦
“跑”一趟。
史书中的管仲是个集学问、权利等光环于
一身的“全才”，如著名经济学家、哲学家、政治
家、军事家等等，但在荒蛮之中率先提出“夫争
天下者，必先争人”，证明并不是浪得虚名。更
“牛”的是不仅有以人才优势夺天下的观点，而

且还有“收天下之豪杰，有天下之骏雄”的五大
措施：首先是礼而尊之“圣王卑礼以下天下之
才”
、其次是厚而勿欺，
“厚”是待遇优厚，
“勿欺”
就是说到做到、三是均分，经济利益上合理分
配、第四是明大数，
“明大数者得人，
审小计者失
人”、五是以道招之，争夺人才必须遵循治国之
道，依法办事。仔细斟酌下，这位 2600 多年前
国相的眼光、见地和智谋，
绝对是个合格的世界
500 强企业 HR 总监。
不过“人在江湖走，总被‘嚼舌头’”。尤其
权重位高者，有些真知灼见让后人钦佩有些观
念会让今人不快。譬如管仲说的“自媒之女，
丑而不信”，乍看怕看走了眼，便揉揉眼睛再
看，没错白底黑字就是这几个字。首先震撼的
是，在早期农耕文明就提“自媒”两字，这超前
就不是仅仅一点点；其次后面的“丑而不信”不
敢多说，自媒体当红时代，妄言自媒体女性不
仅人丑且信誉度低，有点找骂、欠揍的味道。
认识几个拥粉数万的女博主、女主播，个个都
是“集气质与才华于一身”。而管仲进一步发
挥“妇人之求夫家也，必用媒，而后家事成。求

吟诵

白厦宾馆便于 1987 年开业迎宾了。当市民坐
在 3 楼喝着早茶、听着评弹时的 90 年代中期，
虹
口商厦、天兴、东宝、春天百货等商办楼宇才矗
立于四川路街头。当四川路已耸立起十几栋高
楼时的 2016 年 1 月 1 日，白厦宾馆变身为君亭
酒店。为海伦西路的拓宽工程，2020 年已夷为
平地。
四川路数次改造，
原先的名店已难觅踪影，
凯润金城、凯鸿广场、中信广场等高楼，间插街
沿老建筑里，
吹出了身着旗袍、脚蹬球鞋的混搭
风。上世纪，
申城三大商业名街之一的四川路，
让虹口人为之骄傲的四川路，如今却以一片凋
零状，隐痛在虹口人心头。曾经最为繁盛的四
川路南段的惨状更为尤甚，橱窗空空铁锁把
门。繁华过尽后的萧条，令人不忍心多看一
眼。提起她，虹口人以一皱眉、二摇头、三叹息
的表情示意，
唯有爱之深、情之切的虹口人才能
会意。就让燕记西菜社的牛尾汤、凯福饭店的
银丝卷、市百七店的皇后牌绒线、新华书店的连
环画、三八饭店的鲜肉烧麦、皇上皇的鸡仔饼、
西湖饭店的醋溜鱼片、美蝶缝纫机皮件商店的
“飞人”、虹口车行的“永久”
“凤凰”等特色的老
字号活埋于心吧。
南段在市民的希冀中沉沦，北段却在失望
中挺身而拔起。以往比较安静的四川路北段，
近年推出了“海派”
“红色”
“名人”等文化亮点：
多伦路文化名人街开发出“名人故居、海上旧
里、文博街市、休闲社区”四大特色；
浪漫的甜爱
路；山阴路历史建筑的怀旧风貌；鲁迅纪念馆
等。又得悉，上海文学博物馆将落座于四川
路。有四川路情结的虹口人似乎已看到了以
“文化”再创辉煌的曙光。


那是一条蜿蜒的路。父亲说。
父亲说的是若干年前，
他在西北，
走过的一
段人生中充满曲折的路。父亲像现在的我一样
年轻。父亲去那里，找一个朋友。朋友没找到，
父亲迷路了。
父亲迷失到了一个穷乡僻壤的村子。天早
已黑透了。村子里不时有狗叫声传来，
还有各种各样的声音。
父亲害怕。父亲敲了一个门，门敲
了好久好久，
敲在门上，
也敲在父亲的心
上。在父亲要放弃的时候，
门开了。
是一个中年男人，说，
有什么事吗？
父亲说，不好意思，
我，
我迷路了，
我
能在你这边，
睡一晚吗？
朦胧的月光下，男人微微打量了父
亲一眼，说，你进来吧。
父亲跟随男人进了院子，院子里有
好几间屋，男人打开了最右手边的一个
屋，摁亮了灯，屋子像是新屋，打扫得很
干净，有床，有桌子，有茶几，应有尽有，
很难想象这里有摆设这么好的房间。
男人说，你就睡这里吧。
父亲说，谢谢你。
父亲睡了，因为劳累，因为疲惫，父
亲很快就进入了梦乡。父亲还做了个
梦，梦见了一个年轻男人，朝着父亲在招
手，年轻男人说，你好啊。年轻男人还
说，你不认识我了吗？……然后父亲就
醒了。
醒来的父亲发现天已经亮了，父亲
起了床，打开门，
看到了院子里抽烟的中
■
年男人，
父亲说，
你早。中年男人说，
饿了
吗？去吃早饭吧。父亲说，好，谢谢你。
父亲去吃早饭，早饭是馍。坐在餐桌前，
父亲一口气吃了五个馍。中年男人说，
吃
慢点，不着急，没人和你抢着吃。父亲吃
饱，问，这里就你一个人住吗？中年男人
说，
没有，
还有我们家崇华。父亲说，
崇华？中年
男人说，
对，
崇华，
我们家崇华在县里上班。中年
男人又问父亲，怎么来到了这里？父亲说，
我来
找朋友，
找着找着谁知道迷路了。
父亲留了下来，留下来继续找朋友。
中年男人说，
你安心住下来，
崇华一时半会

E-mail：hkbs765@163.com

子子 敏敏

冯雪峰等大文豪故居。也是我出生、学习、成长
的区域。我出生在第四人民医院，又在“四院”
生了孩子。四院隔壁有个“四新”点心店，以汤
团闻名，肉馅 5.5 分一只，芝麻陷 5 分一只。店
铺另设窗口，
供应糕团包子等早点，
热气腾腾的
肉包子 9 分一个，一口咬下汤汁飞飚，鲜美好吃
得烫了嘴也不肯舍弃。我就读于洪湖中学时，
常在有眼保健操的课间，从教室飞奔出去吃一
个，回到教室正好上课。
初三时，在四川北路最北端的无线电八厂
学工，
也正是影片《永不消逝的电波》重播时期，
结尾时孙道临一句经典台词：
“永别了同志们，
我想念你们！”即刻“圈”住我和同桌岫，双双成
“粉”。之后常守在收音机边上，倾听孙道临朗
诵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听说群众电影院
对面的鲁艺照相馆橱窗里有孙道临的头像，为
一睹芳容，
我俩从厂里沿街走了三站路。
横浜桥南堍有个
“罗春阁”，生煎馒头、咖喱
牛肉粉丝汤闻名上海，店堂常年挤满。一张方
桌八人坐，埋头苦吃不敢多言，稍有微语，即秒
会被一圈等座的人，用眼神射杀：少啰嗦，快点
吃！与“罗春阁”对应的马路对面，也曾是一家
点心店，之后换成了天虹酒店。70 年代末期，
“天虹”发生了谋杀案，门口围了几圈人。我和
同学从教室飞跑到现场，从人缝里战战兢兢地
朝里瞄，想看却又害怕，怕误课，急急忙忙地又
奔回教室。
上世纪，
当海泰国际广场还是凯福饭店、多
伦路还是马路菜场、仲益永安商厦还是永安电
影院、鲁迅公园还是虹口公园、上海电信大楼还
是四层楼的上海长途电信局、横浜桥南还有虹
口第二工人俱乐部的时候，地处横浜桥北堍的

谢智君

一段来自比特率的吟诵
在梅子的清香间
弥散开
你的暖意
在声音里
夏 天 ，，不 疾 不 徐
仿佛茶炉上的烟熏
以风袅的姿势
腾挪着时间
一块橙色的手帕
对折又打开
像每一个这样的日子
在入息和出息之间
被观照的日子
当茶汤初沸
一些似曾相识的句子
和微笑一起
吐落在满室的氤氲里
也像一朵又一朵榴花
静默地
点燃在那里

如果一千个观众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那么一千个虹口人心里便有一千个四川北路。
她，是美味的：新亚、太湖等饭店；大祥、广
泰北等食品南北货店；叶大昌宁式、皇上皇广式
等点心店。
她，是时尚的：香港、牡丹美发厅；德昌、沪
光、同心等服装鞋帽商店；英姿、洪流等照相馆。
她，是娱乐的：邮电、虹口第二工人俱乐部；
群众、永安等电影院。
她，是亲民的：永丰、虹光等日用杂品商店；
群英、大荣等绸布商店。
她，是文艺的：内山、大华等书店书局；
世界
摄影新闻社、太阳社等文化艺术机构。
……
四川北路建于 1877 年，
由南向北，
一路蜿蜒
贯穿武昌路、武进路等二十几条东西向的马路，
门牌号由 1 号的邮政总局大楼开始，
经过鲁迅公
园，终止于 2388 号东江湾路口。全长 3.7 公里，
沿路汇集了大兴纽扣店、五洲大药房、朝晖照相
材料商店、一定好、广茂香烤鸭店、四川糕团店、
市百七店、利群床上用品、久红童装商店、红星
书场、金纶洗染店、新华书店、万红时装商店、红
光鞋帽商店、虹光眼镜店、横浜桥地段医院、永
明点心店、文美百货、赞歌无线电商店、立新油
酱商店、四川中药房、伊斯兰餐厅等等衣帽百
货、食品烟杂、茶肆酒楼诸多名特优行业。居民
在布店里扯下一块布料，习惯去
“大兴”，结婚买
家具习惯去“为民”，买内衣习惯去“七百”。我
一邻居习惯在
“斯为美”做头发，店面关闭后，她
一路追随理发师到凉城的自营店，
至今不渝。
四川路北段，
汇集了四川北路第一小学、粤
东中学、复兴中学等百年老校，还有鲁迅、茅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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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茂生

夫家而不用媒，则丑耻而人不信也。故曰，
‘自
媒之女，丑而不信’。”意思是自主婚姻的姑娘
一定会向夫家隐瞒不好的地方，所以没有信
誉。至此明白，管仲所说的“自媒”与当下滚烫
的“自媒体”不是一回事。随后便使劲猜：但若
那些勇为诚信和容颜而战的自媒体女性真能
穿越历史，管老先生在一场“围殴”中扛得住雨
点般的木兰拳吗？
在倡导自主婚姻、恋爱自由的一百多年里，
岁月的长河把管仲如金口铁律般的
“自媒之女”
侵蚀得百孔千疮。甚至连独身、丁克也不必躲
躲闪闪了，更数不清“浪淘尽”多少千古风流。
如果仍顽冥不化地坚持婚姻非
“媒酌之言，
父母
之命”不可，否则不仅貌丑而且品行不端，一定
会被人指指点点，
不是被视作异类或就是
“脑子
坏塌了”
。
与传统文化相逢在互联网时代，循根探
源，看看在哪里分叉、如何嫁接并乌泱泱地成
了另一片森林，窃以为便是“文脉”或其中之一
部分。



崔 立

高原守陲的赞歌
我一口气观看完二十九集电视连续剧《在
那遥远的地方》，下称《远》剧，心情久久不能平
静。该电视剧以女兵袁鹰（殷桃饰）、司令员韦
铁（李幼斌饰）等为主演，讲述了昆仑军区司令
员韦铁为报答战友袁有生（储智博饰）的救命
之恩将刚出生的女儿送给袁有生而引发的故
事，歌颂了一群驻扎在昆仑雪域高原实则生命
禁区的官兵，用生命与鲜血守卫边陲、捍卫国
防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观中被跌宕起伏的
事件情节所吸引，观后为一波三折的人物命运
而感怀。
我曾在内地空军野战部队服役二十余载，
听说过高原哨卡环境的恶劣，听说守边官兵生
活的艰辛，但未能亲眼所见，更未能亲身体验。
这部电视连续剧，
揭开了我心中久酿的谜团，
点
亮了我眼中迷蒙的印记。在荡气回肠之余，感
受到了“高原缺氧不缺精神”的真正内涵，也对
祖国美丽的边疆和雪域高原，更加向往更加热
爱了。
该电视连续剧演绎中，外景没有高楼大厦
和豪华场所的渲染，
只有坚固整洁的军营；
人物

没有奢侈飘逸的衣裙和耀眼物件的粉饰；战争
场面没有高科技武器的配用和亮相；一切是那
么真实自然，极富传统感和时代感。从这一点
上看，
导演是煞费苦心的。
再回到《远》剧人物的塑造上来，也是成功
的。据悉，该剧是由一个真实故事改编。七十
年代初，
昆仑军区到北京市学校招兵，
确有一名
女生和三名男生报了名。这就是剧中讲的袁
鹰、丁浩天（沈晓海饰）、吕强（吴健饰）、方扬（姬
他饰）都报了名。
《远》剧对袁鹰的刻画，几乎完
美，
她青春、执着、坚强、忠诚。殷桃将这个角色
演绎得单纯可爱、勇敢善良，
观众在网络上褒扬
“女版许三多”。她始终穿着肥大而单调的军
装，却不失英姿飒爽的女兵风采。袁鹰倍受观
众喜爱，
之所以如此打动人心，
正因该剧体现出
了那个年代的青春风貌。对司令员韦铁的刻画
也是栩栩如生，
颇具时代特点，
韦铁作为那个时
代的军队高层领导代表，秉正义、善谋略、多坚
韧、重情义、略固执，
是一个真实的写照，
更是过
去老一辈革命者的崇高美德，至今仍值得我们
敬仰与学习。

■姜克岩

《远》剧将镜头始终对准在海拔 5380 米以
上昆仑山哨卡的边防官兵，这也是现实中活
生生存在的一群无名英雄。与其他军人相
比，高原守陲的军人则有着更加独致的情感
与情操。
数年甚至十余年地战斗在几千米雪线以
上，
在极为艰苦的环境中，
有的战友因患上高原
病、肺水肿以及偶遇雪崩、车祸等，而长眠在那
块冰冷得土地上。在这样的特殊岗位上，几乎
每一个小人物身上都有异样的光彩，散发着异
乎寻常的魅力。正因这种为大家、舍小家的无
私奉献，
才使我们的国防不断强大，
才让我们百
姓安居乐业，
直奔小康。因此，
《远》剧的故事更
加令人震撼。
应该说，
《远》剧创作是成功的，
剧情是充满
正能量的。美中不足的就是对个别人物的塑
造，
前后、正反变化反差过大，
缺乏可信性，
让观
众在视觉上和情感上难以适应。如对吕强从
“逃兵”变成英雄，
又从英雄蜕变成
“逃兵”，就不
大符合实际。他当英雄群众能接受吗？领导的
考察力哪里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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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兴归来。翌日。
天热，宅家孵在客厅空调里，取来紫砂壶，
沏一壶薄如厣片的新春龙井，翻一本厚厚的
《诗咏陶都润紫玉》精美书册。申城七月的午
后，就这样洇化在龙井碧绿的芬芳和诗词清悠
的甘味中。
紫砂壶是我刚从阳羡紫砂市场上比货良久
赍回的，书是宜兴市陶瓷行业协会会长史俊棠
主编的，
乃史先生签名赠本。
在上海市作协副主席杨杨等联袂组织的这
次采风活动中，
我走进了中国陶都，
走近了紫砂
世界，
结识了紫砂行业专家、中国紫砂研究院名
誉院长史俊棠先生。
史先生善饮酒、精茶道、专紫砂。在欢迎招
待我们采风活动的晚宴上，
史先生杯中酒满、宴
间情满，
他的谈笑风生，
让我感受了其文化人的
儒雅和优秀企业家的坦荡情怀。在参观中国紫
砂博物馆后，百忙中的史先生特意为我们讲了
一堂关于沪宜两地源远流长，相互推动紫砂壶
发展的佳话，
以及紫砂壶文化的情趣课。他说：

电话：65752600

宜兴紫砂壶发端于宋代，
勃兴于明清，
鼎盛于当
代；
中国紫砂壶文化滥觞于宋代，
是历朝历代制
壶名家把紫砂壶的工艺技术推向至臻，是古今
中外文人骚客对紫砂壶的眷爱，和他们在紫砂
壶史上留下的典故诗章，使紫砂壶注入了浓浓
的文化底蕴。
北宋诗人梅尧臣几次登临古阳羡，留下
了千古名句：
“ 小石冷泉留早味，紫泥新品泛
春华。”
日本奥玄宝在其著作《茗壶图录》中，对宜
兴紫砂壶这样感性描述：
“温润如君子，豪迈如
丈夫，风流如词客，丽娴如佳人，潇洒如少年
……”
中国佛教协会原主席、出家人赵朴初也诗
云：
“七碗爱至味，一壶得真趣；空持百千偈，不
如吃茶去。”
在《诗咏陶都润紫玉》精美书册里，我看到
了紫砂壶的千姿百态，我读到了咏壶诗的华韵
传承。苏王曦盛赞宜兴紫砂壶：
“阳羡誉天下，
第 一 紫 泥 功 。 爱 它 温 润 如 玉 ，更 比 玉 玲 珑

虹口报电脑部打印排版

■周云海
……”曾志在《咏宜兴紫砂壶之二》里诗云：
“谁
将阳羡湖山韵，妙手抟抟入紫砂。形与诗心争
隽巧，色和霞影竞清嘉。客来香沏明前翠，梦
觉帘垂雨后花。尘役我虽为俗物，愿留风雅在
吾家。”……
年轻时，我曾不屑于这样蕴含文化积淀和
生活趣味的好东西。
三十多年前，
小舅子知道我喜欢喝茶，
特意
从宜兴买回一把紫砂壶送我。由于那个年代风
尚原因，
更是因为不懂生活品味，
当时觉得紫砂
壶宜配老老头，
而我正年轻；
这把漂亮的紫砂壶
在勉强用了一阵子后，
瞒着妻子，
竟被我悄悄丢
进了小区垃圾桶，
如此辜负小舅子的美意，
现在
回想起来好生懊悔。于是，趁这次作协组织宜
兴红色采风活动之际，我寻寻觅觅、兜兜转转，
买回了一把钟意的紫砂壶。
紫砂壶有其他茶壶杯具无法比拟的妙处佳
趣，
我再也不会丢特这把紫砂壶了。
一把紫砂壶把赏在手，一壶龙井茶品尝在
口，
生活有了滋润雅兴，
人生显得恬淡从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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