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秋

谁言秋日胜春朝，

北户清风望碧霄。

江上夕烟云漠漠，

阶前梧叶雨萧萧。

迎霜草木抒怀抱，

逐水年光遣寂寥。

半魄闲吟坡老赋，

凝神用志可承蜩。

白露

夕露西风湿蕊时，

锦鸠啼后上高枝。

茶烟煮韵香偏淡，

菊意凌霜赏未迟。

扁豆疏篱分白紫，

征鸿远路走参差。

鸣蛩正急遐情骛，

杯入清光绕梦思。

秋分

风清露冷秋期半，

寒暑初平昼夜均。

雁字横时追旅思，

鱼书寄处恋乡亲。

橘棋巧弈休凭算，

梅酒微醺始见醇。

拾穗儿童南北走，

田家赛罢笑声频。

秋分：秋期半 定丰收
杨仲凯

在秋天的六个节气里，秋分
是第四个，有三个已经过去了，连
同秋分，还有三个。秋分是什么
意思，有个成语叫做“平分秋色”，
其实很好地做了解释，秋分就是
秋天的一半儿。

秋分节气，太阳到达黄经
180°，大约在每年的公历9月23
日。那时不仅整个秋天被平分，秋分这天，太阳光直射
赤道，昼夜等长，也被“平分”了。从这天以后，太阳光直
射的位置逐步南移，北半球黑夜一点点儿变长，白昼一
点点儿变短。每天上班的人会有觉察，夏天下班的时
候，天还大亮着，这时渐渐发现，如果下班时晚走一会
儿，就擦黑了，直到有一天，下班时天全黑了。叶子无声
落，衣服悄然加，天冷了。

我国的节气和节日，从文化习俗到官方确认，也经
过了很多演变。很多传统节日逐步消失，但也有了很多
新的节日。2018年6月，国务院发布文件，批复同意在每
年的秋分设立“中国农民丰收节”。

而在过去，秋分曾经是“祭月节”，其实就是中秋节
的前身。换句话说，贵为我国三大传统节日的中秋节，
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从秋分的“祭月节”演化而来。既
然秋分正好是秋天的一半儿，那不就是“中秋”吗？

秋分祭月，有很多现在看来可能显得繁琐的仪式。
现在的中秋节，仪式感里除了吃月饼，也至少还有赏月
的内容。从“祭月”到“赏月”，漫长时间跨越这一“祭”
一“赏”的变化，也是时代和科技的巨大变化。过去人们
对月亮非常崇拜，和日出日落一样，月亮也代表着时间
的更迭，所谓“岁月”，就是时间的意思。月有阴晴圆
缺，让古人对月伤怀，有很多遐想。人们不知道月亮之
上到底有什么，于是才假想了嫦娥和玉兔，还有伐桂树
的吴刚。在这样的情境下，以崇敬之心来“祭月”就再正
常不过了。而赏月，是以人为本，从人的视角出发，作为
大自然的主人的姿态去欣赏圆月之美。秋分是秋天的
正中间不假，但这一天有没有圆月亮不一定，而八月十

五的月亮是圆的，只要是晴天，都可以看见月亮。就自
然而然地把“祭月节”从秋分改到八月十五了，农历里，
七、八、九月为秋，八月在这三个月的中间，十五月圆，
正在一个月的中间，隋唐以后，官方逐步确定八月十五
是中秋节。

秋分的三候，一候雷始收声。秋分开始，天不打雷
了。古人认为阳气旺盛天就容易打雷，而秋分时已是阴
气旺盛，所以就不打雷了。这样的观点有一定道理，秋
分时水分蒸发减少，空气里的湿度也降低了，不存在打
雷的条件了，事实上此时雷声也确实是基本上没有了，
总有一阵雷声让暑热成为回忆。暑气终结，秋寒浸染，
秋虫和雁叫里都好像有哀声，雷声好像不久前才听到
的，又觉得很遥远了。

二候蛰虫坯户。寒气不仅侵入人的皮
肤和内心，就连小虫也要藏入洞穴里蛰居，
还要用细土把洞口封起来，这样的场景我儿时看到过。
就像天凉人要添衣，并且收拾房舍，过去人要泥房顶、糊
窗户缝，现在也要检查暖气设备是不是完好。蛰虫坯户
这个“坯”就是土坯的坯，在古汉语里跟坏字是一个字，
这个“坏”字也有“培”的读音，含义是用泥封塞空隙的意
思，也有的古籍直接写蛰虫“培”户，培即培土的意思，都
是形容小虫子往洞口堆垒细土的样子。小虫子能有多
大力气呢？用细土封起自己的洞口，这是小虫子用尽全
力来维护自己的生存和尊严。

三候水始涸。秋分时雨水也少了，白天里太阳仍是
暖足的，天干气燥，又加上北风渐吹，水汽于是蒸发得就
快，江河、湖泊、池塘，眼见着水位降低，水少了。而更浅

的水洼、浅水湿地、沼泽，甚至干涸
得见了底，很多宽阔的河裸露出河
床来，就像劳累的苍老父亲躺下来
歇息，天气仍热，父亲也还有较足的
气力，他起伏的胸脯上的胸毛，就是
河床上横陈的碎石、被太阳晒干的
烂泥，还有秋风吹着的荒草。

秋天的收获如同雁阵，也是一群
一群的。每个节气收不同的农作物和果实。秋分时节，天
下大熟，秋收又秋耕秋种，“白露早，寒露迟，秋分种麦正当
时”。收了又种，又是一个大忙时节。耕翻土地，北方收获
玉米，播种冬小麦，南方抢收晚稻，准备播种油菜……

在整个漫长的秋收过程中，能收和要收的庄稼和果实
太多了，这里还是再次提到棉花，因为和其他收获物不一
样，棉花解决的不是吃饱，而是穿暖的问题，温饱，一直是人
最基本的追求。从处暑时就可以摘棉花，白露时也在摘，秋
分时很多地方也还在收获棉花。从时间上说，收获的季节
赶前错后，也没有绝对定数，另外，我国幅员辽阔，种棉花的
土地绵延不断，这里入秋时，那里可能还是夏天，和人一样，
成熟期有早有晚。千里江山是一幅层次鲜明的渐变画，地

上的白棉花像天空的云朵，也如同温烫的秋
思，一团一团的，白得好看。人说秋天五彩斑
斓，五彩里黄、青、红、黑之外，也包括白色。

描绘更炫目色彩的秋花秋叶的句子多了，写白色的相对少，
洁白和彩色相互映衬，才彼此拥有。

秋分这个“中秋”时节，承上启下，是秋天的代表。这
个时候如果有会议致辞，一般都是这样说的：“在这金风
送爽、丹桂飘香的时节……”如果发言人慷慨一些，在这
两个成语后面还可以加上“菊黄蟹肥”，句子是俗套了些，
但每年一度说起，这几种美好事物，还是让人听听就咕咚
一声醉了心，在桂树的香气里，想象一簇菊花盛开眼前，
采菊美好，不采更好。这是北方最美的季节，美得不可方
物，美得让写作者写不下去，要闭上眼睛、趴在电脑前平
缓一会儿内心深处的澎湃，多彩人间有我，感谢生活。

题图摄影：李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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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节气漫谈

华说华服

节气诗三首
李靖

最近又时兴起蕾丝，时尚界将其炒了又
炒。记得世纪之交时蕾丝曾大为流行，我专门
写过一篇文章《永远的蕾丝》。lace（蕾丝）一词
的原意是编织的绳索，后来人们把纱或线制成
的，有镂空花纹的纺织品都叫做蕾丝。15世纪
起，意大利和比利时有了蕾丝编织的记录。

为什么蕾丝受欢迎时间这么长呢？实际上，
一则因为时尚界推崇主流仍是西式服装，二则蕾
丝可贵可贱，可费工也可速成。难怪，这种早先主
要服务于贵族的服饰工艺，如今也很寻常。

说起来，蕾丝美妙之处在于有相当大面积
的透明，这就使得它很轻盈，花纹图案之间也
就多了一些虚实变化，从而增加了层次。我由
此想到我们国家的透明织物——纱罗。谁都
知道，中国是最早发明养蚕缫丝的国家，并在
很长一段岁月中是在全球独有的。纱是一种
疏薄、方孔、纤细的平纹纺织物。纱的孔眼均
匀，其透孔率一般在75%左右。很多能透过较
小的沙粒，故古人称之为“纱”。1972年湖南长
沙马王堆汉墓曾出土一件素纱襌衣，衣长1.28
米（考古报道称1.65米），袖子通长1.9米，而重
量才有49克，如果不算长长领缘的平纹绢重
量，那就等于说这件纱衣很轻很轻了。同年在
新疆阿斯塔纳唐墓出土的天青色敷金彩轻容
纱，经纬密度仅为长沙汉墓素纱的一半。也就
是更为稀疏，更为精巧，工艺水平更高。

罗是一种采用绞经组织的透孔丝织物。由
于织罗技术源于上古时期的织网活动，所以质
地相当轻薄，孔眼也相当稳定，而且逐渐由素罗
发展成各种花罗。载于唐代文献的罗织物品种
有瓜子罗、孔雀罗、宝罗、云罗、凤纹罗和蝉翼罗
等。宋代花罗品种更为丰富，见于史籍的除了
以上提到的之外，还有菊花罗、春满园罗、宝相

花罗等。1975年福建福州宋墓出土的即有缠枝牡丹花罗、芍药花罗、山茶花罗、
蔷薇花罗等。到了明代，仅《天水冰山录》记载的花罗，就有五十五种之多。这个
时候的花罗因为大量加入捻金和扁金，所以更显得织物富丽堂皇。中国的纱罗
为什么没有广泛地引起时尚界的关注呢？正是因为工艺难度大，没有真正继承
下来，也没有能够以新工艺恢复古代精华，因此很难“飞入寻常百姓家”。

蕾丝总被设计师用于衣服花边，实际上中国古来的衣服边缘装饰更具艺术
性，镶滚是非常有代表性的手工艺，意为用一种或多种布捻、堆、拼、镶出各色
花边，颇有立体感。最为玲珑剔透的是挖镶，即在布帛上镂空、挖剪出花纹，然
后再镶嵌滚边。花纹底部衬以同色或异色绸缎，使之立体层次繁多且又具透
雕效果。清代书中经常有描述，如“穿着挖云镶边马甲……”等。其图案有花
卉、鸟蝶式，但以云朵最多。清代初期有“三镶五滚”，后来发展成“十八镶滚”。

我小时候经常穿妈妈绣的衣裙，薄纱的面料上镂空成花纹，再用彩线钩绣成
立体的凸棱。后来上学了，又提倡艰苦朴素，我就不愿再穿了。1979年我结婚
时，恰在改革开放初期，妈妈一鼓作气，给我将短袖衬衫的领子完全挖空成镂空
纹样，然后用线包出边儿来。紧接着，又在衣服的前襟上绣了一串葡萄，葡萄是
补绣的，形成了双层面料。妈妈用剪刀将衣服里面的每颗葡萄挖了一个小洞，小
心翼翼地塞进棉花再用线缝起来。这样衣服前襟的葡萄形圆圆鼓鼓的，宛如一
件浮雕作品，妈妈真是将挖绣、镶滚艺术发挥到极致了。

我有时想，这几十年来大谈“非遗”，好像在服装上更多的是对少数民族民间
艺术重视挖掘的更多，那么历史悠久的传统工艺能够继承下来多少呢？这是不
是也是一笔更重要的文化遗产？“非遗”继承任重道远！

忌讳，是人们日常生活中的
那些顾忌，像这个世界上许多事
情一样，有时看到的可能只是表
象。我小时候，家家都有门槛
子，孩子们坐在门槛子附近玩
耍，容易发生危险，所以常听到
大人们说“坐门槛子，烂屁眼
子”，我们就不敢再在门槛子附
近玩了。很明显，这是前辈们用
愚弄制约愚昧的方式，这种方法
对待孩子很好用。

其实，渔家人的很多忌讳，跟
对待孩子的方法差不多，只是做
得更隐秘。在使用老风船的年
代，渔船上最恶毒的忌讳，就是
“女人不能上船”。上世纪50年代
前，本地出海打鱼的渔船上，见不
到女人的身影，据说会把晦气带
上船。女人如果在船上，海上发
生了危险、打不上渔获、渔网破碎
了，等等，都说是她们惹的祸，把
女人说成红颜祸水一般。在上世纪50年代后，
人们破除了封建迷信思想的束缚，生产队开始
组织妇女上船出海打鱼，但女性身体和生理上
的不同便显现出来，在当时不适合这样的劳动
环境。到了70年代末，还留在渔船上打鱼的妇
女所剩不多了。直到改革开放后，渔船上的居
住条件得到改善，生产实现了机械化，很多缺
少人手的小渔船上，家庭主妇的身影才多了起
来。在这几次跌宕起伏之中，人们终于知道了
前辈们的良苦用心。

旧时的渔业生产，环境非常恶劣，不分白
天黑夜地劳作，对妇女的体能是严峻的考
验。不仅如此，在阴冷潮湿的环境中，对妇女
的身体也会造成极大伤害，更别说哺乳期或
家里有未成年的孩子需要照顾。为了把不适
合在海上生活的妇女挡在岸上，聪明的前辈
用看似最恶毒的忌讳，为那些野蛮和愚蠢的
做法，设置了一道不可逾越的红线。

在那个年代，来自风帆船最大的危险，是
遇到风浪后船翻人亡，“翻”（音）字，成为渔家

人最大的忌讳。那时，天津沿海
一带的渔民和家里人说话时，都
是小心翼翼，从不敢说出“翻”
（音）字，在船上使用的器皿，也不
能扣着放。在难以抗御的灾难面
前，渔民们表现出敬畏和虔诚。
而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这种言行
影响使得他们处处谨小慎微，时
刻提醒着自己注意安全风险。

在渔家传统忌讳中，最有趣
的是不能“在船头上拉屎、撒尿”。
这个忌讳有种说法是，在船头上方
便，是对海神和船主的不敬。其
实，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很多时候，
船头都是向前行的，有谚语说“顶
风拉屎，顺风尿尿”。由此可以看
出，这个忌讳中，隐含着生活习惯。

渔船上，有一个很有故事的
忌讳：“饭碗里不能插筷子。”从
前，出海打鱼的渔船上，常因各种
原因有人死亡。那时，船上若死

了人，可能几天之内回不到家，渔民们先把人
保存起来，每次吃饭的时候也给他盛上一碗，
然后碗里插上一双筷子，这是一种习俗。因为
这种习俗，便有了这条忌讳。

每次占锚时，负责占锚的人，在占锚的关
键时刻，都要提前大声吆喝一声“下锚嘞——”
这是一个惯例，被忌讳定格在节骨眼儿上。按
渔民的解释是：大声吆喝，是为了告诉水里的
龙子龙孙提前避让，不然……然而我发现，在
占锚时，链接铁锚的缆绳，在铁锚入水时危险
性极大，这一声吆喝，能提醒身边的人，应高度
注意脚下的绳索。

在渔家忌讳中，“渔网，不能用红线铜铰”
最有意思。这个忌讳的解释是：网具太先进会
网尽龙子龙孙。这让我联想到现在流行的“渔
业可持续发展”话题，与滨海渔家谚语中“网不
打至”一样，是前辈们早已有了先见之明，这两
个忌讳，现在都已经被纳入《渔业法》中。有时
我会问自己，传统的渔家忌讳，真的离我们远
去了吗？

2013年6月22日晚，是风靡中东的歌唱
选秀节目《阿拉伯偶像》第二季的决赛夜，一
位来自加沙地区的选手穆罕默德·阿萨夫一
路过关斩将，最终唱到了总冠军。这场决赛
直播吸引了1.2亿观众收看，占了约阿拉伯地
区3.5亿总人口数的三分之一。在亿万观众
的注视下，阿萨夫成为有史以来第一位赢得
《阿拉伯偶像》冠军的巴勒斯坦人。加沙，这
个总是笼罩着战争阴霾的地区，这一夜万人
空巷，为他们的冠军狂欢。2015年受到穆罕默德·阿
萨夫的故事启发，一部巴勒斯坦电影上映，这就是传
记电影《阿拉伯偶像》，讲述了一个音乐改变人生的真
实故事。而一个孩子的音乐梦想也成为世界了解巴

勒斯坦文化艺术的一扇窗口。
在加沙，任何一项谋生手段都是极其艰难的。

影片主人公原型阿萨夫1989年出生在利比亚，四岁
时跟随父母来到了巴勒斯坦加沙的难民营，生活非
常艰苦，他没有受过专业的歌唱训练，很小的时候
就开始在婚礼等一些私人活动上唱歌，站上更大
的舞台歌唱，是他从小的梦想。

一举成名后的阿萨夫被任命为联合国难民救
济工作署64年来第一个地区青年大使，从难民营
儿童到阿拉伯地区的传奇偶像，穆罕默德·阿萨夫
的经历让更多巴勒斯坦甚至整个阿拉伯世界的青
年看到了希望和梦想的力量。受阿萨夫获得《阿
拉伯偶像》冠军的影响，越来越多的巴勒斯坦青年

受到激励，第三季《阿拉伯偶像》，来自巴勒
斯坦的选手获得了亚军；而在第四季《阿拉
伯偶像》中，前两名选手都来自巴勒斯坦，这
大概就是偶像的力量。
音乐改变了阿萨夫的命运，而影片中

可爱的小演员们因为参与拍摄，第一次有
机会离开加沙地区，在此之前他们甚至从
来没有看过电影。影片一部分取景于加沙
地区，在当时去加沙是极其困难的，要知道

这部影片所有的演员选角试镜都只能通过网络，当
导演提出要在加沙完成孩子们奔跑镜头的拍摄时，
所有人都觉得这是一个疯狂的想法。最终完成这一
切的就是21世纪巴勒斯坦电影的标志性人物之一
汉尼·阿布·阿萨德，他是唯一一位两度获得奥斯卡
最佳外语片提名的巴勒斯坦电影导演。

一个在大篷车上歌唱的难民营少年，是如何突
破层层阻力一步步实现梦想，成为万众瞩目的阿拉
伯偶像的呢？就让我们走进影片《阿拉伯偶像》，一
睹究竟。

9月24日22:23CCTV—6电影频道与您相约

《阿拉伯偶像》，9月25日15:33“佳片有约”周日影

评版精彩继续。

《阿拉伯偶像》：
音乐改变人生

何映晖

什么时间打电话给律师比较
合适？可能什么时候都不合适——
如果这位律师不是非常喜欢接客户
电话的话。反之，如果是律师很
愿意接听的电话，那什么时候打
来的电话都是合适的。统计表
明，当事人对律师的最多投诉和抱怨
就是，他不接我的电话！而律师对当
事人的最大的抱怨则是，他无论什么
时间都会打来电话，而且说起来没完
没了！先从那些不接电话的律师这里
说起，律师是为当事人服务的，不接电
话又没有其他方式的有效沟通，这怎
么能行呢？律师的辩解可能还有，我
在开庭，怎么能接电话呢？那么开庭
之后呢，律师是不是及时回了电话
呢？辩解还有，我在休息、我在开会、
我正在为你的事调查、这么晚了、今天
是休息日呀。律师很多时候确实是不
方便接电话，但是不排除很多时候律师
还是觉得，打来电话的当事人太啰唆
了！律师如果愿意回电话，那时间总还
是有的。而且律师一般还是回了当事
人的电话，否则不仅事情说不明白，还
非常可能造成双方之间的矛盾。

从当事人的角度来看，他所处的
立场、情感和律师往往是不一样的。
律师每天要处理很多案件，对于律师
来说每个案件都重要，律师以此为业，
对于案件已经习以为常。而当事人可
能这辈子就打这一次官司，这个案件
是律师全部案件中的一个，而这个案

件可能是这位当事人的全部。律师懂得
案件的核心所在，即使处变也不惊。而
当事人觉得每一个细节可能都需要和律
师沟通，律师和法官随意说一句话，有的
当事人可能就会思考好几天。律师随口
的一句“这个不重要”，但是在当事人看
来，那是情感所系，是重要起因，是非常重
要的。律师尽量是从法律和事实入手，帮
助当事人把案件处理好，这是律师的追求
和职业精神，但是当事人认为，律师至少
应该允许他倾诉内心的委屈和无奈。

当事人对律师的情绪非常复杂，有
基于对案件期待的拜托之情，也有基于
对律师的知识的崇拜之情，也有的当事
人还有“律师费是我给你的”那种居高临
下的感觉。所以不管当事人是小心翼翼
地打来电话，把一些细节又重复了一遍，
或者怀有指责和指使地打来电话，也可
能都会引起律师的不悦，还是双方的沟
通出现了问题。人与人之间，最好的交
流方式就是坦诚地相互沟通，只要是工
作时间，其实当事人什么时间打来电话，
都是合适的。就算是其他时间，当事人
打来和案件有关信息的电话，律师也应
该愿意接听，如果当时确实不方便，那换
个时间也还是可以的。

30 合适的接电话时间

龚丽正加上署理江苏按察使，
权力就更大了。按察使俗称“臬
司”，是司法之意。清朝的按察使
是正三品，掌一省刑名。每三年乡
试，例充监试官，逢五年“大计”（考
察京外官员），充考察官；每年办理
秋审案件，任主稿官。这短短四年间，龚
丽正由知府而道台，并且署理臬司，且这
苏松太地区是肥得流油的地方，是人人
眼馋的肥缺，真是春风得意马蹄疾。

他有什么强有力的政治靠山吗？
没有。那他为什么能平步青云呢？这
里边有个非常微妙的原因。清代自雍
正以后，朝廷大权之重莫过于军机处，
军机处的军机大臣例由大学士和各部
尚书担任，满汉参半；六部尚书，满汉
各一。这原是平衡权力、互相辖制之
意，但难免各树党羽，产生派别。后
来，军机大臣、六部尚书，政见不合者，
往往各成体系。这种体系自朝廷到地
方，营垒分明。朝廷每任一官，各派都
争相援引、举荐私人。嘉庆皇帝自和
珅被赐死之后，非常警惕大臣中间的
拉帮结派活动，任用提拔官吏时，往往
“圣心独断”，喜欢擢升那种两派都不
沾边的人物。这龚丽正正是沾了“两
派都不沾边”的光。据《南省
公余录》载，丽正和静缜密，
为官场仅见。他为人谦和，
头脑冷静，办事谨慎、细心。
对于官场中那种攀高结贵、
投机钻营的做法，完全不放

在心上。当时就有人说，他这种诀窍叫
“热官冷作”，即大家争着抢着的职务，他
却看得很平淡。言外之意，是“不争之
争”，坐收渔人之利。次年开春，自珍携何
吉云前往上海父亲任所。按照传统习惯，
苏州段家应是何吉云的“续娘家”，何氏应
是段家的“续姑娘”。因此，何吉云理应婚后
同自珍到段家“省亲”。他们途经苏州仍然
住在段玉裁的枝园。虽然何吉云礼数周到，
但总难免引起段家的伤痛。自珍夫妇不便
久留，勉强住了一天，就准备启程去上海。

这天自珍去向外祖父道别，却碰到一
个三十多岁的读书人正在向外祖父请教
《尚书》。外祖父正给他讲述自己撰写的
《故尚书撰异》。经外祖父介绍，方知这人
姓李名学璜，字复轩，是个监生。互道仰慕
之后，李学璜说道：“久闻璱人公子大名，今
日有幸一会，足慰平生渴念。前些时，拜读
先生大作《明良四论》，真有振聋发聩之
感。言议英发，实所谓言人所不能言、言人

所不敢言的旷世奇文。爱不释
手，蒙段先生允可，从枝园携至家
中，内子读后，一咏三叹，尤其赞
赏‘士不知耻，为国之大耻’一篇，
认为有苏潮韩海之势。不知先生
可否移玉寒舍与内子一晤？”

62“热官冷作”最难得 17挡在兄弟们前面的墙

袁竹林来到姚个奇家时，立刻
被师傅叫到书房里。戴着老花镜
的姚个奇，将袁竹林手机里的视频
又仔细地看了几遍，之后他指着书
桌上堆满的图表、纸张和笔记本，
让袁竹林找出标注着1994年的所
有资料，然后二人翻阅比对，直到他们
的目光共同落到一张泛黄的彩色照片
上。照片上的7个人都穿着警服，除去
中间的姚个奇没戴警帽板着个脸，其余
6个人都龇牙咧嘴笑得分外灿烂。照
片下面有文字：平海六骏。姚个奇挨个
儿点着照片上的人，默念着他们的外号
和名字：“窝囊废”高克己、“能耐梗”郭
玉昕、“燕巴虎”颜伯虎、“老疙瘩”李正
弘、“钱串子”袁竹林……当他的手指滑
到边上站着的双手背后、面容敦厚、身材
魁梧的年轻人时，他摘下老花镜仔细地
看着。师傅姚个奇看着的这个人，就是
他的得意弟子，已经故去的大师兄——
“一面墙”成玉坤。他甚至知道这个外号
的来历，那年，刑警队搞文艺联欢会，每
个分队和探组都要出节目，他们几个人
商量之后决定出奇制胜，反串现代京剧
《沙家浜》里最为经典的一折“智斗”，颜
伯虎是总导演兼演胡传魁，李正弘扮演
阴险狡诈的刁德一，只是在阿庆嫂的角
色上大家犯了难。最后通过表决，公推
成玉坤来承担这个艰巨任务，理由充分
且具有说服力，那就是整个分队里要论
嗓门，成玉坤排第一。成玉坤推却不
过，只能拉着负责拉胡琴伴奏的高克

己，天天吊嗓子对词。好不容易把戏词和
板眼合上龙门了，演出那天，3个人拉开架
子上台一亮相，立即招来了全场的沸腾。

颜伯虎和李正弘也很入戏，可是成玉
坤反而紧张上了，当颜伯虎扮演的胡传魁
唱完“俺胡某讲义气终当报偿”后，“阿庆
嫂”拿着香烟给“刁德一”和“胡传魁”敬烟，
原词应该是“参谋长，烟不好请抽一支”，可
让他说成了“支队长，烟挺好您来一根”，台
下掌声、笑声立刻响成一片，没等观众脸上
的笑纹散去，成玉坤第二个错误接踵而
至。当“胡传魁”唱完“这小刁一点面子也
不讲”，“阿庆嫂”的原唱词是“这草包倒是
一堵挡风的墙”，成玉坤却唱成了“这包草
倒是一面堵风的墙”。这之后，他除了调门、
旋律跟得上以外，基本上是怎么合适怎么
唱，压根不管“胡传魁”和“刁德一”的感受。

最终，现代京剧《沙家浜》“智斗”一折，
获得了全场喝彩。哥儿几个演出结束到饭
馆里涮羊肉，颜伯虎指着成玉坤说：“大师
兄，你戏词改得真不含糊。”成玉坤笑着说：
“我觉得我唱得挺顺嘴的呀。”颜伯虎说：
“干脆你以后就叫‘一面墙’得了，是一面堵
风的墙。”憨厚的成玉坤笑呵呵地冲着大家
点头：“行呀，谁让我是大师兄呢，我就当这
面墙，挡在兄弟们的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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