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非凡的征程非凡的征程
———迎接建党—迎接建党 100100周年有感周年有感

■■姜克岩姜克岩

（（四四））改革改革

一曲春天里的故事一曲春天里的故事，，
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帷幕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帷幕。。

深圳从一个不起眼的小渔村深圳从一个不起眼的小渔村，，
疯长成旷世瞩目的大都市疯长成旷世瞩目的大都市，，
开启了中国气吞山河的新步伐开启了中国气吞山河的新步伐。。

放飞百年的香港回归祖国臂弯放飞百年的香港回归祖国臂弯，，
离散已久的澳门回到祖国怀抱离散已久的澳门回到祖国怀抱，，

从此港澳驻扎着自己的军队从此港澳驻扎着自己的军队，，
港澳人有了一国两制的自豪港澳人有了一国两制的自豪。。

中关村释放着硅谷的能量中关村释放着硅谷的能量，，
三峡大坝储存着幸福的希望三峡大坝储存着幸福的希望，，
载人飞船连连成功遨游太空载人飞船连连成功遨游太空，，
奥运会鸟巢吸引着全球的目光奥运会鸟巢吸引着全球的目光，，
上 海 世 博 会 汇 聚 了 世 界 浩 浩上 海 世 博 会 汇 聚 了 世 界 浩 浩

使者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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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外滩行吟
■白瀚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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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电影译制厂
———记忆中的她—记忆中的她，，很温暖很温暖 ■董月光

仰而读 ■魏鸣放

2020年 12月 15日，打开手机，很偶然在
“订阅号消息”，看到新民晚报夜光杯，苏秀老
师的《夏衍为我们选片》一文。讲述了夏衍先
生懂电影、爱电影。他选的影片都是宣扬真
善美，由此上海译制厂为我们打开了通往世
界的大门，观众们才得以欣赏到《孤星血泪》

《蝴蝶梦》《追捕》《爱德华大夫》《魂断蓝桥》
《茜茜公主》……这些经典的大片，如同圣殿
里的瑰宝，令我的人生斑斓璀璨。

往事历历在目……
1964年，我读高一。一日放学回家，上海

电影译制厂的一位个子不高的女老师来我
家。她跟我母亲说活细声细气的：“我是上海
人民广播电台老师推荐来的，寒假期间我们
译制厂邀请您的孩子，为德国影片《搜寻长筒
靴》配音。”

我和弟弟星光就这样跨进了上海电影译
制厂的大门。

正是这次配音，令我在学生时代，进入一
个不一样的世界，开启了不一般的人生。有
幸遇到一群有文化、高素质、具有优秀品质的
上译厂的大师们。

上海电影译制厂的大门口挂牌非常普
通，录音棚简陋之极。昏暗的房间，白天也不
见阳光。也许因为面试的原因有点紧张，我
觉得很冷。诺大的房间没有暖气片儿也没有
空调，记得只有一台小小的取暖器发出幽幽
的一点热气。

当初见到的有胡庆汉、苏秀、于鼎、富润
生、毕克、伍经纬和严崇德等老师，还有就是
少言寡语的邱岳峰老师。尽管他言语不多，
可是他特殊的富有磁性的声音，让我记了整
整大半辈子。尤其是经典影片《简爱》里，一
句痛彻心腑的呼唤：“——简”，令人心碎。

胡庆汉老师是我们《搜寻长筒靴》这部片
子的导演，他白皙的圆脸洋溢着温暖的笑。
那天胡老师递给我一张报纸，请我读一段社
论。我扫了一眼，读了一段，他侧耳细听后点
头说：“好的”，笑着递给我一摞厚厚的台词
本，我知道被录用了。很奇怪，胡老师“好的”
两个字，一下给予我自信，觉得录音棚里忽然
温暖了许多。

57年过去了，依然记得自己配音的小女
孩名字叫——“盖尔达”。那个寒假，令一名
十几岁的中学生难以忘怀。

上海电影译制厂所有配音演员，衣着都
很普通很普通，眼神清澈真诚。他们彼此对
话、走路都是轻轻的。我们的胡老师一点也
不 趾 高 气 昂 、更 没 有 颐 指 气 使 。 让 小 小 的
我 ，感 觉 录 音 棚 就 像 是 一 个 很 温 馨 的 ——
家。每个成员，进门后立即进入角色，开始

紧张的录制。说真的，彼时的我尚未意识到
那种和谐的氛围、大师的气质与他们那种与
生俱有的——低调，是一种多么难得、高尚
的优秀品质。

胡老师言简意赅向小演员们介绍故事梗
概，那部电影讲的是 1932年冬的柏林，一群穷
孩子根据报纸上的脚印，搜寻凶手长筒靴的
故事。

银幕上，先播放原版片，外国演员们快速
的对话，让我们一群中、小学生一点也摸不着
头脑。我们在电台只会录音，给外国影片配
音，则完全是门外汉。只得一个镜头、一个镜
头的尝试。对口型有点偏差；再来一遍；还是
不行，从头再来一遍……小演员的戏份很多。
我清楚地记得，胡老师和译制厂所有的演员，
他们的脸始终是温和的，温暖的，没有听到胡
老师一句训斥的话语和大声的呵斥。

他们平和的脸庞，举手投足的不卑不亢；
女演员秀外慧中，男演员不露锋芒，都深深印
刻在每一个中学生的心里。他们间没有聊天
和调侃，只是紧张地专注银幕上的角色神态
与动态，对口型一遍又一遍精准、精确，直到
导演满意为止。

……
高中毕业后我下乡了。无论收割麦子时

有多么疲惫不堪；抑或是一次半夜里倾盆大
雨，队长吆喝：“下雨啦，收山芋片咯！”我们跌
跌撞撞冒雨再去地里收回刚摆好的山芋片、
举步维艰的那一刻，我都不由自主回忆起，如
同圣殿般的——译制厂，心存温暖，让自己咬
紧牙关坚持下去。

后来去读了师范，毕业后分配在远离县
城的农村古城中学教高一。我热爱我的每一
个学生，他们是一群爱读书的孩子。面对满
满一屋子的少男少女渴望求知的眼睛，广播
电台、电视台、译制厂、中学时代曾经的老师
们引领我，倾注所有热情，把自己的知识传授
给农村的孩子们。

大师们的爱业、敬业的精神，无形中影响
着我。

一年春节探亲归校，漫天的鹅毛大雪。
没有了汽车，我只得从县城坐三轮车回到偏
远的古城中学，放眼望去，空旷的淮北大地只
有枯树老鸦和茫茫大雪。老师看到我身上披
了厚厚的一层雪，连眼睫毛也沾满了雪。孩
子们见我跨进教室，他们个个瞪大了惊喜的
眼睛，咧开嘴笑得像朵花。那一刻，我的心都
快融化了。

……
再以后，我因人才引进回到故乡上海，在

徐汇中学任教。我曾担任艺术班和美术班的

班主任，很多孩子身怀绝技、乃万里挑一的人
才。元旦联欢会上，我班学生有钢琴十级证
书拥有者精彩的钢琴独奏、有扮成西藏少女
们的曼妙舞蹈《喜马拉雅》、中西合璧的大乐
队演奏中外名曲……

然 而 他 们 中 ，有 些 学 生 文 化 课 很 难 支
撑。也是啊，一天中连续几小时练琴、整日
的素描、没完没了的练声，他们还有多少时
间留给解数学题、背英语单词、默写唐诗宋
词元曲？

我作为班主任，只能每日清晨七点就守
在教室里，帮先到的学生默写古诗词；期末考
试前督促他们背诵英语单词；记忆中国地理
的山川河流；熟知生物书里的基本概念；还得
准确默写出化学“元素周期表”……

现如今，他们在国内外都已然成为资深
的编导、教授、军人、医生……

今天打下这篇文字，回顾自己的人生，其
实是在思念、缅怀曾经给予我莫大影响的上
海电影译制厂的前辈，是他们让我懂得敬业、
爱业。那间昏暗的录音棚犹如一盏明灯，温
暖并照亮我前行的路。

苏秀老师活到老学到老，七十五岁学电
脑，为报刊投稿。文中她写道：“……记得尚
华老师去世的那天晚上，我一面不停地应答
采访的电话，一面在午夜把悼念的文章写好
发给《新民晚报》，保证了第二天能及时见
报。”读到这一段，一股暖流涌上心头。93高
龄的苏秀老师，这份朋友情弥足珍贵。

2019年 3月，我首次在朋友圈，转发了《我
的“语言”启蒙老师都是名师》一文。收到许
多老同事的微信，她们与我共事多年，却从未
听我提起自己曾经的童年。还有我 86届与各
届的学生，他们也都好奇董老师的学生时代
怎么会如此有趣？

我自己也觉得有点奇怪。
其实，仔细想想也不奇怪。半个多世纪

前，我认识的今天有着亿万拥趸者的大师们，
他们博学多才，热爱自己的事业、衣着简朴、
谦逊、低调。

高山仰止。
他们虽然有的已经去了天国，可是依然

活在我的心里。
我们社区的唐书记，还邀请我为社区中

小学生办寒暑假作文辅导训练班。几天前她
微信我：“董老师：等我们小区大修完成，还要
继续办暑期作文班，请您再次帮助我们的孩
子们。”

我欣然接受。
向我的前辈和大师们学习，生命不息，工

作不止。

靠近尘世
月亮和我说起河流的秘密
北外滩我有相似的心跳

我们凝视着路过的游客和麻雀
玻璃幕墙像星光一样

旋转在语言中

从晨曦到暮色
这里在演奏盛世的乐章

演奏一个民族崛起
灵魂和灵魂用岁月激荡的歌谣

面对河流
万物都在云端

我写下一个兄弟的名字
他的血脉

撞击着世界
穹顶
美食

时代的记忆舒展成
叶脉上的日出

而一杯奶茶也能写成
光阴的故事替代大地

无由回眸
檀木器皿盛放着中国的传承

它们漂在时间里

向火和诗歌
致以尘世最温暖的问候

对面的鸟群似乎在诉说乡愁
品德

从远古到现代
头戴黄花的部落

把长矛和龙竖立在
随着指南针移动的世界

表述为方鼎或洪钟内在的颜色
坚韧之心

如我
坐着汽车穿过盛唐

一个人，一台电脑。
家里，一个人或坐，或仰，或斜卧。

小书房，大电脑，字放大，一切尽可仰
而读来。

好几份报刊，一份份，如红红的太
阳，每一天都是新的。

“寂然凝虑，思接千载。”
每一天晚上，床上，静静读报，读

到疑问，或好奇处，在上面画了圆圈，
一线拉长拉出，便于识别。很晚，很
晚，“我醉欲眠卿且去，明朝有意抱琴
来。”第二天一早，打开电脑，找到网上
报刊电子版原文。

先查作者何人，知人而论文。然
后，点击提到地名。屏幕上，会自动跳
出电子地图。“左图而右书”，此谓全景
立体式阅读。

“悄焉动容，视通万里。”
小鼠标，一手在握，上下翻页，一

目十行。小轮前转，电子地图，放大，
再放大，从眼前到全国。小轮后转，缩
小，再缩小，从世界回到桌面。

一首古诗，仅记得一句，半句，甚
至几字，想不起来。不难，输入即是，
片刻之间，即可将整段诗文，从茫茫海
底打捞出来。十年，二十年，几十年，
久别而重逢，执手相看，好似梦中，从
此不再分离。

“四月秀葽，五月鸣蜩。八月其
获，十月陨萚。”（《诗经·七月》）。

葽，读要 [yāo]，古书上说的一种
草。箨，读拓[tuò]，竹笋的皮。这两个
字，都有偏旁部首，一般字典上也能查
到，但是速度太慢，费劲。

“跻彼公堂，称彼兕觥，万寿无
疆。”（同上）

那么，“兕觥”的兕。不知拼音，不
懂五笔，怎么输入？点击就是。兕，读
寺 [sì]，兕觥：古代一种酒器。电子字
典，还附有实物图片。

“天地之间，其犹橐籥乎。”《老子·
第五章》。

橐籥[tuóyuè]：亦作橐爚，古代冶炼
炉子的风箱。

还有，埙字，即“陶埙”，一种吹奏
乐器。原来得意于，知道伍员[yùn]（伍
子胥，春秋时期吴国大夫）的正确读
音，以为埙字同音。最近，仅仅因为仰
着，一个举手之劳，不，不用举手，仅
仅一个点击。又查了，才发现，这个字
原来不读员[yùn]，而是读熏[xūn]，真的
好险！

“一物不知，学者之耻。”
记得 30年前，某业余大学英语大

专班。一位英语副教授，看似相貌庄
严，嗓音洪亮。第一堂课，听他慷慨开
场，语惊四座：要学好英语，首先要学
好中文，要学好中文，首先学好古文。
不凡高论，一时引我们竞相折腰，无不
佩服。

课堂上，他爱引用古语，但遇相对
生冷成语，几乎全读半边，大量念成白
字。成语“面面相觑[qù]”，这个觑字，
竞被读成腼腆的腆 [tiǎn]字。曾几何
时，又引我们竞相直腰，左右相顾，无
不“面面相觑[qù]”。

不提了。总有兼通中英的真正
学者。

比如，一位著名社会学教授“百
科”简历，提到：“他的其他英文和中文
学 术 文 章 散 见 于 American Ethnolo⁃
gist，The China Journal，Chinese An⁃
thropology and Sociology，Critique of
Anthropology.”

anthropology.n.人类学。百度字典
注解下面，还有几十个英语例句，配有
原声朗读。比如：

1. This class introduces students
to the methods and perspectives of
cultural anthropology.

这门课程向学生介绍了文化人类
学的方法和观点。

2. Anthropology has always fasci⁃
nated me.

人类学一直令我着迷。
每每此时，戴上耳机，仰起，将双

脚伸直，缓缓放在桌上。一句接一句，
边看边听。朗读配音，一律来自英美
女性原声。或端庄，或温柔，或磁性，
或飘逸。美式发音，浑厚如《昨日重
现》（Yesterday Once More）之歌星卡
伦·卡朋特；英式发音，美妙似《斯卡波
罗集市》（Scarborough Fair）之莎拉·布
莱曼。世上有千万种语言。原声，就
是天籁，它总是让人沉醉沉浸，“着迷
不已”！

今天，我们要感谢和感恩互联网，
它让你躺着，仰着，卧着，一念之间，一
握之中，打开全人类最大的立体图书
馆，它让你上下五千年，纵横三万里，
无往而不用抬头，“仰读”全宇宙最大
的知识星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