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早在20世纪初，双簧表演就被喜剧电影所
接纳，如电影《虎口脱险》中劳莱和哈台这个组
合，就在片中形成了最初的喜剧搭档，一个老实
一个灵活，让整部影片都精彩绝伦，在银幕上取
得了成功。本周推介的佳片《老爸当家2》，则有
三对搭档使整部影片笑料不断。

第一对搭档在各自领域里可谓翘楚。一位
是《变形金刚4》和《变形金刚5》里的男主角马
克·沃尔伯格，一位是美国喜剧圈的代表人物威
尔·法瑞尔。这对喜剧搭档在《老爸当家2》中，迎来了他
们的老爸。这两位性格迥异的演员，是怎么组合成为搭
档的呢？这还要从2010年上映的影片《二流警探》中的
一对活宝警察说起。一个身手矫健、脾气暴躁，一个笨
手笨脚、性格温和，从第一次搭档就定下了这种反差风格。

在《老爸当家2》中，为了强化这种戏剧性，马克·沃
尔伯格扮演孩子们的亲爹，是一个浑身
肌肉，无所不能的老爸。与后爸威尔·法
瑞尔的老实、懦弱产生了鲜明的对比。
这种反差让本片的喜剧性上升了一个台
阶。同时大量的身体喜剧元素使本片的
喜剧性更上一层楼。如其中有一场戏，
第一部中不服输的后爸，拿起滑板勇敢

挑战，结果碰到电线被电晕。
《老爸当家2》作为一部合家欢的喜剧，想要做好一

部续集，仅凭借一对搭档是不够的，所以就加入了第二
对搭档！这俩爷爷可都大有来头，一位是出生于戏剧世
家的喜剧专业户约翰·利思戈；另一位是凭借自导自演
《勇敢的心》，一举拿下当年奥斯卡最佳影片和最佳导演
奖的梅尔·吉布森。两位爷爷组成搭档，为这部续作增
加更多的笑料，这也是续作的一种升级方式——引入了
新的“两个爷爷”，两个老爸的父亲简直是他们的升级
版，一个性格好强，另一个极度敏感，两位爷爷的到来产
生了新的喜剧效应。

两对搭档，四个老爸，同台飙戏，您以为这就结束了
吗？能为《老爸当家2》这部续集制造更多笑点的，还离

不开最后这对搭档。本片导演西恩·安德斯和编
剧约翰·莫里斯，他们一起合作了15年，足足有14
部影片，从《冒牌家庭》《老爸当家》到《速成家
庭》，他们一直将镜头对准了家庭。
而在这部《老爸当家2》中，他们延续了合家欢

的喜剧风格，依然是温馨搞笑的氛围，就像影片最
后的歌词里写道：“假日，没有比家更好的地方了，
不管你身处多远。”的确，两位爷爷的到来虽然产
生了很多矛盾，但只要爱的人还伴我们左右，一切

都不算太糟。在除夕即将到来之际，也让我们在家里陪伴
着身边的亲人，一起来欣赏这部《老爸当家2》吧！

1月29日22:23CCTV—6电影频道与您相约《老爸

当家2》，1月30日14:55“佳片有约”周日影评版精彩继续。

以南开大学队员为主的冰球队代表河北省，
参加了1953年在哈尔滨举办的全国第一届冰上
运动会。以李宝华、刘国华、廖蔚棠、侯洛荀、蔺
继志和周炳麟为主力的南开大学冰球队，经过多
年的比赛和历练，经验丰富、技战术稳定、掌控能
力强。他们彼此之间建立起默契的技战术配合
体系，穿插跑位、策应回防、相互补位都能做到得
心应手，在京津一带被称为“南开大学冰球六
杰”。在全国第一届冰上运动会预赛中，以南开
大学队员为主的河北省队，发扬敢打敢拼的风
格，在战胜其他冰球队后，与东道主东北队会师
决赛。尽管最后以5:8败北，但该队不俗的表现
为天津、河北摘得一枚宝贵的银牌。比赛充分彰
显了南开大学冰球队的真实水平，给东北观众、
组委会和专家组留下深刻印象。
队员李宝华1957年入选中国冰球联队，代表

国家参加了与日本、捷克和匈牙利等国的冰球比
赛，是迄今为止天津唯一入选国家冰球队的队
员，他不仅成为南开大学有代表性的运动健将，
更在天津冰球史上留下深深的印记。李宝华身
体素质好、个人能力突出，在球场上启动速度快，
控制球好，战术意识强，杆上功夫深，射门力量
大，传球恰到好处。在锋线上他似一把强有力的
尖刀，常常是个人突破直捣龙门下分，让对手防
不胜防；另外，他还经常给同伴创造进攻和射门
的机会，往往是对方防守的重点对象。
李宝华能够代表天津冰球界入选中国冰球

联队，反映出天津有着深厚的冰球文化基础和群
众基础，从上世纪初一直延续到上世纪中叶，不
但是一种冰球文化的延续，而且是天津冰球技战

术风格的延续。这一点正好体现在李宝华身上，可以说李宝华是天津冰球发
展脉络的一个缩影和一个具体的体现。

李宝华能够脱颖而出进入国家队，一方面说明南开大学冰球运动搞得
好，该校在滑冰教学和课余滑冰运动上开展得有声有色，冰上竞技方面也很
突出；另一方面，李宝华能够代表天津入选中国冰球联队，也说明天津在上
世纪五六十年代普及推广冰球运动卓有成效。还有一点不能忽视，运动员
成长的外界条件很重要。那个年代，天津冰球场地的硬件条件能够满足冰
球比赛、训练和发展的需要，为推动全市冰球运动的发展起到了基础性保障
作用，像南开大学、南开中学、北宁公园、河北体育场、新华路体育场、佟楼滑
冰场和天津第二工人文化宫滑冰场，在上世纪50—80年代都是天津冰球和
速度滑冰比赛的重要场地。

这一段光辉的冰球历史距今已整整65周年，借助回眸这一段历史和冰上
运动健儿李宝华的光辉岁月，表达我们对天津冰球界前辈的敬仰，更期待天津
冰雪运动健儿在即将举行的2022年北京冬奥会上取得佳绩。

1973年初，我从省军区调到了中
蒙边境地区，这里是1945年苏联红军
出兵东北打击日本关东军的一个战略
要道，是中共九大上提出的要堵的几
个“口子”之一。当时，一个守备师驻
扎在这里，所属部队来自四面八方，有
一个团是从老挝撤回来的筑路部队，
战士都来自云南、贵州的少数民族地
区，某个连队竟然有11个民族的兄
弟。这里是连绵的荒山和草原，冬天
冷到零下40多度，我们住在帐篷里，
施工回来点燃火炉还要戴上皮帽子睡
觉，第二天早上被子冻在帐篷上不说，
连胸前和皮帽上都是白霜。战士们叫
苦不迭，“指导员，我们一不怕苦，二不
怕死，就是怕冷噢！”说这话的都是云
南中缅边界沿线寨子里的少数民族战
士，他们说参军前连棉布衣服都没穿
过，终年用树叶或兽皮遮羞。

为尽快改善驻扎条件，我们加紧
建设营房，就地取材打石头。

就在某连采石工地上，一位名叫温志斌的老兵在爆破
的硝烟还未散尽就手执钢钎冲了上去，要撬动已经炸酥了
的岩石……悲剧发生了，滚落的山岩顷刻间掩埋了他……
等到战友们把他从石块中扒出来的时候，他的双手还紧紧
地握着那根钢钎撬棍！罕山脚下、霍林河畔，人们都在传
颂英雄的名字：温志斌。

1974年春节即将到来的时候，部队住进了温暖的营
房。师首长把文艺骨干集中起来成立了宣传队，要为全师指
战员排演一场春节晚会，文字节目由我来创作，内容就是歌
颂英雄温志斌。我的脑海里清晰地浮现出他牺牲时的姿态：
双手紧握钢钎冲锋向前……战友们要安葬他时想去除钢钎，
却怎么也扒不开他的双手……我在昏暗的灯光下，整夜伴着
泪水写出了集体诗朗诵《战友啊，你松一松手》。

接下来的排练中，我担任了领诵，和男女宣传队员们
数次以舞台动作表现了温志斌紧握钢钎冲锋向前的壮举，
但心里仍然感到意犹未尽，我望着英雄生前紧紧握着的那
根钢钎陷入了沉思……忽然间灵机一动：做一架钢钎琴，
演奏战士们最喜爱的歌曲《我是一个兵》！

说干就干，我从工地找来打制钢钎的边角余料，背着
它们来到了师部的军械修理所。因为我1967年曾经在街
道小工厂当过车工学徒，所以很快就切削出了两个八度音
阶、长长短短的钢钎来。接着打制了一个木框，用废旧车
胎里面拆出的尼龙线，把每根钢钎的两头都拴牢绑在木架
上——“钢钎琴”就做好了。我让演奏扬琴的小杨试奏了
一首曲子，嘿，音色还真不错！

那场春节晚会的首演就在温志斌生前所在团，两盏汽
灯挂在雪地中刚搭好的舞台前面，指战员们整齐地身背钢
枪坐在自己打好的背包上。集体诗朗诵过后，钢钎琴被抬
到了舞台中央，小杨满怀激情地奏响了《我是一个兵》：“我
是一个兵，来自老百姓……”战士们敏锐地感受到了使用
钢钎演奏的含意，立即报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

我躲在舞台的侧幕条后面眼望此情此景，泪水模糊了
视线。

父亲周汝昌曾经说过：童年的往事，久化
云烟，如果点检一番，什么是给一个小孩子留
下的最难磨灭的记忆？那我要说，是过年。

喜庆、热闹的年节是难忘的，可是，在美好
记忆中，还有一样东西一直伴随父亲的喜乐祥
和之气——那就是贺年片。

每到年头岁尾、辞旧迎新之际，就会想起
“贺年片”。那些五颜六色、花样繁多、印制精
美的图片，连带着吉祥、喜庆的祝词福语，顿时
喜气盈怀，感觉年味儿已近了，这是父亲心里
很美满的时刻。

记得父亲健在的时候，每年自年底开始，
贺年片就会络绎不绝地来到父亲桌前。新朋
旧雨，机关刊物，都会来致贺问候。父亲每打
开一帧精美的贺片，就会情不自禁地露出开心
的笑容，念叨着是谁谁谁寄来的，然后把它伸
展开，插到客厅书柜的玻璃框上。日复一日，
等到了过年时节，玻璃柜上已然插满了贺片，
密密麻麻、赤橙黄绿一大片，煞有气派，这也成
为家里过年装点的一道优美的“风景线”。

贺年片，也有称贺卡的，有单页的，也有对
开折页的。一般是“恭贺新禧”“新春快乐”之语，
醒目耀眼。然而，贺卡千姿百态，也有别样风采。

记得有一张贺年片，装潢不是很夺目，打
开看时，里面却写有两首诗：

学语小诗呈周汝昌先生

其一

狗尾混貂二百春，金麟易色玉封尘。

英雄血泪谁堪证，脂雪轩中解味人。

其二

辛亥阴风纵尚侵，世人渐欲识芹心。

倘无脂雪轩中墨，谁为红楼证到今。

有位年青的画家，寄来一张“竹报平安”的
镂空贺卡，左半页用秀丽的小楷写道：“周老：
祝您一年四季皆平安，春夏秋冬亦吉祥。五福
临门增百瑞，春回甲第集千祥。”多么祥和动
听！右半页则画了一幅曹雪芹手握书卷坐在
顽石上的画像。父亲曾专为其指点过清装红
楼人物画，他对父亲崇拜曹雪芹了如指掌，竟
一连四五年的贺卡上皆绘制了曹雪芹的画像，
让人不得不心醉。父亲在外文出版社出版《曹
雪芹新传》，其封面曹雪芹幼年风采的画像，就
是这位赵成伟画家的作品。等到再版时，父亲
又推荐了他画的另一幅曹雪芹在西山的画像，
为传记平添了不少色彩。

1992年，父亲接到著名作家刘心武先生的
一帧贺卡：画面上“恭贺新禧”四个大红字，醒
目耀眼，一盏点燃的蜡烛闪烁迷离。透过幔
帐、竹簾，隐约露出春雨中的娇嫩春花。刘心
武先生在贺卡上面写道：
周汝昌先生：

谨以此自绘的《一簾春雨》贺卡，给您拜年！

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更康健、更快乐！

晚辈刘心武贺

刘心武先生的贺卡表达的是什么意思
呢？他为什么会画这样一幅图景呢？

原来，这是刘心武先生的《大观园的帐幔
帘子》在《团结报》刊出后，父亲曾撰文加以夸
奖，但是对“簾”字简化为“帘”字后，对中华固
有的“帘”“簾”二字所表达的不同意境所生的
遗憾。父亲说：雪芹原文，除了“杏帘在望”，都
是“簾”字。二者分别极大，古时是绝不可以通
用互代的。我们的汉字，本来一望可知。因
为，帘是一种“巾”——一块大些的布帛，而簾
却是细竹篾编缀的“半透明体”，二者作用不
同，所引起的境界意味也完全各异。父亲还幽
默地举例说：早年我在燕京大学时，教一位美
国女士翻译宋词。她有一次问我：什么叫“一
簾春雨”呀？雨如何能以“簾”为单位计算？难
道还有两簾雨、三簾雨不成？
父亲说：我费了好大的力气，为之讲解说：“中

国房门都挂竹簾子，院中景物，映入眼帘的，总以
这块簾子的尺寸框为限；所以从屋里看雨，就看到
感到是‘一簾’春雨，这是诗的语言呀……”

大概刘心武先生就是有感于此，而自绘下
这张珍贵的贺卡。

父亲收到贺卡后，还专门为此作了一首诗：
心武同志惠赠手绘贺牋诗意盎然报以小句

一簾春雨入丹青，红烛依依守岁情。

领得雪芹文笔厚，知他俗赏只虚名。

周策纵先生是美国威斯康辛大学教授，著
名红学家。他和父亲是老朋友，他遥寄来的贺
年片都是自制品，每年都用红笔书写一首休闲
得意之诗或词，名曰“弃园近稿”，再印上“大
安”二字，落下他与夫人的大名，十分雅致，喜
庆。上面再书上
汝昌兄嫂：新春纳福

弟周策纵拜祝

哥伦比亚大学夏志清教授是著名的中国
文学评论家，他邮寄的贺卡，除了表达祝福外，
还传递问候，遥寄感念，联络感情：
汝昌吾兄：新年如意！

弟志清拜年 1989

岁末去了一趟台北，回来已元月三日了。

兄长在KentHall高谈红楼，此情此景至今难

忘。身体望自知保重，令嫒同此不另。

贺年片，看似普普通通的卡片，却让辛苦
了一年，需要休息一下、娱乐一下的父亲，平添
了无限的乐趣。

想念贺年片。
题图（上）：周汝昌先生生前起居室内张贴

的贺年片；题图（下）：周汝昌先生生前收到的各

式各样贺年片。本文作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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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三首
李靖

《老爸当家2》：
笑料不断的合家欢喜剧

郝赫

壬寅大吉（漫画） 李殿光

元日

朝来云外一声鸡，

忙写新诗入旧题。

太乙山前红岭日，

湖心亭畔雪痕堤。

应参欹器将身正，

莫任卮言令耳迷。

最爱东坡行不足，

丛梅冷岸隐春泥。

小寒

新鹊营巢老树冠，

罗浮梦影正阑珊。

乾坤俯仰高低望，

岁月差池远近看。

促拍狂歌常失韵，

轻寒浅酒且加餐。

拥衾耿耿人初寐，

未肯皆从壁上观。

冬夜

尊前无语一灯昏，

行色交情两处温。

幸有诗书如电扫，

却多虱蚤可闲扪。

才凭险韵扶头醒，

德自安心立地论。

梦里南山相对卧，

曙明雪后又霜村。

过几天我就上二坪去了。李
桂林对着悬在半空的白炽灯说。

娃娃，你不是喝多了吧？常联
珍担心地看了儿子一眼，又冲李洪
云嚷道：少喝两口猫尿不行吗，你
看这都说酒话了！这不是酒话。我
已打定主意，到二坪教书。李桂林定定
地看着母亲，尽量把每一个字都说得清
清楚楚。就在母亲数落父亲的时候，他
想明白了，这一关迟早要过，不如有话
放在桌面上，自己干的又不是见不得人
的事，用不着躲躲藏藏、偷偷摸摸。

娃娃，你吃得了那个苦吗？母亲拿衣
角一遍又一遍地揩（四川方言，擦之意）着
手，就像手上有什么东西揩不下来一样。

其实，二坪村和万里村如同一个
模子倒出来的，李桂林咧嘴一笑，说那
里有多悬多险，一大半是吹牛不打草
稿。你们想想，真要有那么夸张，我还
上得去，我还下得来？再说，我最多在
那里干上一两年，眨个眼的事！没吃过
猪肉，老子总还见过猪跑。不要说一两
年，你在那里撑上三个星期，老子都说你
是梁山好汉。李洪云说完，把杯中酒一口
闷掉，头也不回进了房间。

父亲的话在很大程度上表明了态度，
也安抚了母亲。母亲本来还想说点什么，嘴
唇动了几下，叹了口气，转身出了堂屋。

只剩下陆建芬这一关了。李桂林
用带了问询也带了不安的目光看她，
怎料她的目光里也是问询也是不安：
娃娃这么小，你真的狠得下心？！

李桂林埋下头：我……
陆建芬拉住他的手：啥都别说了。纵

然一百个不愿意，我还是不伸手拦你。总
不能让人说我们人是一家人，心是两条
心，让你在人面前抬不起头来。

1990年9月7日，向万里村小提交辞职申
请的第二天，从二坪村回到万里村的第三天，
李桂林扛着铺盖卷又一次去了二坪。他只用一
句话就说服了试图挽留他的村小领导：万里已
经有一所学校，而二坪至今没有一个老师。

把一片废墟变成学校需要多长时间？李桂
林给出的答案是23天。10月1日是国庆节，也
是时隔10年，二坪小学迎来的第一个开学日。

李桂林在讲台上一站，就算全校教
职员工都来了。他是校长，也是班主任，
还是语文、数学、音乐、图画、历史、地理、
体育7个科目的老师。教室里坐着大大
小小高高矮矮34个学生。最大的木牛劳
已14岁，最小的阿木支也已超过9岁。

没有举行仪式，也没顾得上问候来
看热闹的老乡，李桂林选择了直接开课。
他知道二坪需要什么，不需要什么。

上课，起立！李桂林发出口令。然而，
除了面面相觑，孩子们没有任何反应。李
桂林这才记起，二坪村的娃娃根本就听
不懂汉语。

18 第一个开学日

工夫茶的茶具精致考究，用
水也十分讲究。近年来茶社沏茶
多用桶装纯净水，配以电热水器，
方便省事，但考究的茶社还备有
红泥小火炉，可以增添茶兴，也适
应工夫茶少用水、常添水的要求。

红泥小火炉，广东潮安、潮阳、揭阳都
有制作，长形，高六七寸，置炭的炉心深而
小，这样使火势均匀，省炭。小炉有盖和
门，不用时把它一盖一关,既节约又方
便。小火炉放在精制的木架上面，木架像
塔，下大上小，上面一格放炉子，刚好一伸
扇子便是炉门。中间一格，是放扇子、钢
筷等物。下面一格放木炭或榄核炭，或引
火之物。有了这样的设置，煮茶自然是很
方便的。有小火炉，就要有羽扇和钢筷。
羽扇是扇火用的，扇火时既要用劲儿，又
不可扇过炉门左右，这样才能保持一定火
候，也是表示对客人的尊敬，同样是一种
“工夫”的施展。钢筷则不但为了钳炭、挑
火，而且可以使主人双手保持清洁。

工夫茶是融精神、礼仪、沏泡技巧、
巡茶艺术、评品质量为一体的茶道形
式，使各种精致小巧的茶具组合成套，
并使这种成套性能得以很好地发挥。

在世界各国茶具中，日本茶具受中
国茶具的影响最直接、最广
泛、最深刻，而且成为具有日
本特色的饮茶文化——茶道
的重要组成部分。1994年4
月，因日本联合政府内部发生
纷争，上任不到一年的首相细

川护熙辞了职。1999年，他干脆辞去议员
职务，脱离政坛，过上了清闲日子。退出
政坛后的细川潜心研究陶艺，访遍了日本
所有的名窑。他在东京南面的海边温泉
胜地汤河原镇置房产，建窑炉。几年后，
细川的作坊“不东庵”在陶窑界已小有名
气，他的陶艺造诣也越来越深。他每年在
东京日本桥的陶瓷名店壶中居和京都古
美术馆举办个人作品展，还曾把个人作品
展办到了巴黎，并亲自出场为观众讲解陶
艺的魅力和制作技巧。
细川护熙的大部分作品，是茶道所用

茶碗。他在家中修建了自己的茶室“一夜
亭”，创立了“细川无手胜流品茶法”。偶有
挚友来访，他会在自己的茶室用自己烧制的
茶碗上茶款待，并向嘉宾一一介绍自己的作
品。不过细川的作品除了偶尔送给朋友作
纪念外，概不出售，自称这叫“门外不出”。
为什么说日本茶具受中国茶具的影

响最直接、最广泛、最深刻呢？因为唐宋
时期流行的茶具，中国早已不
再使用，而在日本的茶道中，却
能找到它们的影子。日本茶
俗，最引人注目的便是茶道。
茶道，就是通过饮茶，对人们进
行礼仪的教育和道德的修炼。

102源于中国的日本茶道
人们正议论着，李家喜来了，我

说你们这些老家伙，我晚到一会儿，
就瞎编排我，好像我真的怎么着了
似的，别在背地里嚼舌头根儿胡咧
咧，我这不是来了。只见李家喜摇摇
晃晃直奔过来，倒背着双手，腰后斜
插一杆烟袋，下面挂的黑布烟袋左摇右
晃，头戴一顶防晒遮阳帽，年深日久退了
颜色，帽檐已经软软嗒嗒，半垂半翘。李
家喜不慌不忙，找准自己平时坐惯了的
老地方，一屁股坐下去，伸手从后腰摘下
烟袋，他环视四周，看着那些老人，一个
个抻着脖子，咧着嘴，黄牙龇着，心里好
不得意，兴致立马高涨起来，哎嗨，今天
我给大家说一段比《聊斋志异》还邪性的
老故事。人们一下子静了下来。

李家喜猛抽几口烟，干咳两声，话
说，在一条官道旁边有一座孤坟，据说那
家没了后人，一年到头也没人烧纸。后来
经常出邪性事儿，只要有女人路过，就会
从坟里钻出怪怪的声音，人们传得沸沸
扬扬，知道此事的女人们就绕路而行。后
来不知是谁在那座坟的后面立了一通无
字石碑，坟后立碑可是犯大忌啊。李家
喜顿了顿脖子，抬起胳膊擦了擦嘴角的
口水，据看风水的人讲，坟后立碑是为
了压邪气，那是镇住那座孤坟的，要不
然的话，会出邪乎事。再后来，听说孤坟
里的人本来是个风水先生，但他给人看
风水，心术不正，贪钱害人，谁有钱就为
谁服务，哪怕是请他看风水的为了报复
人呢，他也照人家的意愿去办，名声很

坏，师父与他断绝关系，他对师父使狠招、
阴招。师父被逼无奈，下了狠心整治他，在
徒弟的住房上用了招数，结果不久，徒弟就
死了。说来这师父也忒狠了，人死了，一了
百了，但那师父怕他作怪害人，说如果不把
他镇住，他当师父的临死都闭不上眼。这师
父够狠的，坟后立碑，坟里插上桃木橛子，
为了镇住徒弟，不给自己留后路。

老人们听了都默不作声，一阵阵浓郁
的旱烟味在空地里弥漫着回旋着。阳光越
来越亮，气温也慢慢地升起来。李家喜的
老故事讲完了，老人们便感慨起来。李家
喜在鞋底子上磕了磕烟灰，清清嗓子，咱
也别戏台口流眼泪，为古人担忧啦，还是
多忧虑忧虑眼前咱楼村搬迁的事吧。

王老歪说，李大学问，你每回都是说完
了老故事再另加一个新故事，今儿新故事讲
哪一段啊？李家喜说，说来就来啦。话说某村
有一户人家，老头子死了老伴儿，跟儿子一
起过日子，其实就是在一起吃饭，到了夜晚，
爷儿俩个睡一间屋，儿子好不容易娶了个如
花似玉的儿媳妇，还跟外人跑了……

王老歪挥挥手，打断李家喜，你说的这
段是于世林家的事，不用你在这儿瞎白话。
李家喜大笑，好，我不瞎白话了，各位不要
瞎联系，更不要对号入座，闲谈别惹是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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