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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人不能错过
张栓柱

阜成门宫门口有个大院，院里绿树掩

映，花草芳菲，迎门正中安放着汉白玉鲁

迅雕像，那里就是鲁迅故居和鲁迅博物

馆。

近百年来，鲁迅的关注度一直居高不

下。鲁迅的小说、杂文，为什么无人企及？

先生是文学家、革命家、思想家精神体现

在哪些方面？如果以1918年鲁迅发表第

一篇白话文小说《狂人日记》为起点，短短

的18年（1936年鲁迅逝世），先生撰写、

翻译、编辑整理了那么多文字，只是为了

表达对那个风雨飘摇的社会时局横眉冷

对吗？

笔者最早读鲁迅文章是在初中课堂

上，那时，读了《孔乙己》《一件小事》《论

“费厄泼赖”应该缓行》和《自嘲》。彼时，

老师没有讲鲁迅文章的写作背景等，只

是当课文读读而已。但鲁迅《自嘲》诗中

的“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

我印象深刻。参军入伍后，在部队做公

务员时有幸看到《鲁迅全集》，便挑精拣

肥、囫囵吞枣地读了些短文，随手摘抄了

一些名言。

近年，我几次前往鲁迅故居和鲁迅博

物馆参观，每次漫步其间，总是感觉有一

种声音在时空中回荡，总是想起先生笔

下那些百态人物，那些疾风暴雨般的文

字。

鲁迅故居属于京城老四合院形制，

面积不大，绿油油的两棵丁香树，让灰瓦

青砖、朱漆门窗小院显得格外清幽。院

门门楣上蓝底白字门牌告诉我们，这个

院子是鲁迅先生居住了2年零3个月的

“西三条 21号”，先生的《野草》《彷徨》

《灯下漫笔》等就诞生在这里。先生故居

的一侧是鲁迅博物馆，馆内收藏了2.1万

多件先生的文物，每一部（件）藏书、手

稿、译稿、书信、日记、藏画，都浸透着先

生的心血。

鲁迅出生在官宦之家，13岁时，祖

父因科举考试行贿案被判“斩监候”，父

亲的秀才名号也被割除。周家由此家道

中落，陷入艰难度日境地。

鲁迅的一生，是在战乱频发、社会动

荡、民不聊生环境中度过的。19 世纪

末、20世纪初，走向没落的清王朝封建

专治思潮，与辛亥革命掀起的救亡图存、

振兴中华、新文化革命运动，深深影响了

鲁迅。真正改变鲁迅的是留学日本学医

期间，一天，他从幻灯片中看到中国人被

日军砍头，围观的同胞却麻木不仁。鲁

迅很受刺激，认为“医学并非一件紧要

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

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

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也是不必以为

不幸的，所以我们第一要务，要在改变他

们的精神。”（《呐喊·自序》）从此，他毅然

决定弃医从文，要做一个直面社会、直面

敌人的“敢说、敢笑、敢哭、敢怒、敢骂、敢

打”战士。

鲁迅的文章是其性格的展示，更是

其精神的体现。他的许多小说、杂文都

直指社会弊病，是用“钢刀一样的笔刺向

他所憎恨的一切”。如，他的小说《狂人

日记》中“我”的原型，取自患“迫害狂”病

症的姨表兄弟。小说通过“我”的“语颇

错杂无伦次，又多荒唐之言”，深刻剖析、

抨击了满嘴仁义道德，实则“吃人”的封

建礼教制度。再如《战士和苍蝇》。这篇

只有300余字的杂文，发表在1925年 3

月 24日《京报》上。鲁迅所以写这篇短

文，起因是孙中山先生逝世后，军阀政府

在报刊上刊登了嘲讽孙先生的《孙大炮

不响了》文章。鲁迅看后愤怒至极，立即

动笔回击，将不畏生死的孙中山等革命

先驱赞誉为伟大的战士，把攻击污蔑孙

先生的腐败政客、无耻军阀和卑躬屈膝

的帮闲讽刺为“苍蝇”。尤其那句“有缺

点的战士终竟是战士，完美的苍蝇也终

竟不过是苍蝇”，鲜明表达了对革命者的

深情赞颂和对军阀政客们的极端鄙视。

鲁迅性格耿直，思想深邃，敢于斗

争。用先生自己的话说，就是要“在这个

可诅咒的地方击退了可诅咒的时代。”

1937年10月19日，毛泽东在纪念鲁迅逝

世一周年大会上指出，鲁迅精神体现在坚

定政治远见、斗争精神和牺牲精神上。

1940年，毛泽东又在《新民主主义论》中

态度鲜明地说：“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

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

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称鲁迅“不但

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

伟大的革命家”，是“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

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

的空前的民族英雄。”

然而，鲁迅则把自己的工作比作“农

夫耕田，泥匠打墙”。先生还郑重的说：

“我绝不是一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

雄，只是个思考者。”正是这种平凡谦卑，

更加彰显了他的伟大人格魅力。

鲁迅是谁？他是我国文化历史上不

能错过的思想家、文学巨匠，一个以笔为

匕首、投枪，不屈不挠向丑恶、黑暗、愚昧

进行战斗的战士，同时，是一个情感丰富

的儿子、父亲和丈夫。

上小学、初中的时候，我参加过学校

的业余曲艺演出，还多次拿到了区、校文

艺汇演的奖项。我对表演产生了浓厚的

兴趣，在作文《我的理想》中第一句话就

是：我的理想是当一名演员……后来，因

为种种原因，当演员的夙愿未能实现。

虽然没当上专业演员，但对表演的炽

热，始终如一。1972年，我所在的业余剧

团，参加了市样板戏大赛，因我出演《沙家

浜》中的刁德一一角受到好评，市京剧团

要录用我，但因单位不放，又一次与演员

擦肩而过。

退休后的2013年春天，文艺改革的

春风吹遍神州大地，群众演员的遴选也发

生了前所未有的大变化，我当上了电影、

电视剧的群众演员。

以前，我把演戏看得过于简单了，如

今，当你领到一个角色，走进戏里，你才知

道要拿捏好人物，需要深入了解和研究。

2014年夏天，我加入了电影《血色挂云山》

剧组。在一次联欢会上，我模仿了上世纪

六十年代的老电影《阿娜尔汗》中反动头人

乌斯满的一段台词，赢得了大家的喝彩。

翌日早晨，主管群演的于副导演对我

说，你用声音的变幻把乌斯满的傲慢、狡

诈、残忍、虚伪刻画得准确、生动，我給你

安排一个角色……

于副导让我演一个鬼子小队长，只有

一句台词。情景是：几个便衣日本鬼子在

山上侦察八路军的行踪，鬼子小队长询问

山坡放羊的老羊倌：“老头儿，八路的哪边

的跑了？”可万万没有想到，这一句台词竟

然让我给演砸了——导演说：感觉不对！

通常情况，导演不会在现场给群演说戏

的，只能靠自己去悟。

于副导见我晚饭没吃好，就安慰我：

“大哥，别上火，你再仔细琢磨一下台词，

你肯定能演好。记住，明天下午给你补

戏。”晚上，我躺在招待所的床上，反复分

析了人物和台词，琢磨了半宿，心里逐渐

有了眉目。

第二天实拍，我拍着老羊倌的肩膀，

歪着头，眯缝着眼，皮笑肉不笑，说着一口

既夹生又含混的汉语：“老头儿，八路的，

哪边的跑了？”我的话刚刚落音，导演在监

视器前喊道：“过——”我心中的这块石头

终于落地了。

演员常会遇到富有挑战性的险戏，明

星们往往要找替身，群演几乎都打退堂

鼓。2014年冬天，在电视剧《剿匪记》中，

我饰演一队马匪中的一员，他们进村抢

粮，我和土匪头子被解放军击中落马。副

导演一再强调，马奔跑速度一定要快。实

拍开始了：枪响前的三秒钟，我趁着镜头

转换的瞬间，急速把双脚从马镫中抽出，

枪一响，我的身体猛然向外一倾，顺势倒

在雪地上，毫发无损。听到导演只说一个

字：“好——”

塑造好人物角色，有时需要演员作

出一定的牺牲。我曾参演了电影《一九

四二》，该片要艺术地重现当年河南大旱

灾，千千万万难民离乡背井，外出逃荒的

凄惨情景。我饰演一个老难民，两个中

近镜头，一句台词：“这世道，庄稼人还有

活路吗？”那时候我有点微胖，副导说：

“若是再瘦点就好了。”我立马行动，尽管

7天只吃9顿饭，仍然没有达到我预期的

减肥效果。离实拍只差三天了，我干脆

每天喝一次泻肚药，届时拍摄，我的双眼

眍?，满脸憔悴。我晃晃荡荡挑着萝筐，

回答完过路人的那句台词，泪水也同时

涌出眼眶——冯小刚导演说：“这才是我

想要的群演。”有人说，为一个不起眼的

角色糟践自己，值吗？我说：很值，因为

角色是我的生命。

在这十年里，我饰演过50多个职业、

性格迥异的人物。跟《血色挂云山》剧组

告别的那天，孟凡老师拉着我的手：“若不

是你年龄过线，我还真想给你安排一个重

要角色……”随后，让助理记了我的姓名、

电话。那是孟导的心里话，是对我敬业和

演技的肯定。尽管我的台词不多，镜头很

少，可这段时光，竟是我最开心的十年！

一个花甲之年的老人圆了少年时代的梦

想，那是渴盼的心灵在歌唱啊！

我要感谢这美好的时代，它给了我艺

术的再造之恩……

老晏是晏殊，一生官做得也算顺风

顺水，一直做到宰相，富贵风光和青史

留名没有留下什么遗憾。但我感觉他

青史留名应该是一个词人，留下的词

作让他千古不朽。历朝历代的宰相太

多了，留下名的也不多。我最早知道

晏殊这个名字还是读唐宋诗词，看到

他的词留下很深的印象，就记住了他

的名字和他的词。比如他那首《浣溪

沙》中“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

归来”，感觉词句和意境写得都挺美。

宋代像这样又当官又是文学家的人也

不少，像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等，官

职也都到了宰相的级别。唐朝也有，

像贺知章、韩愈等，官也都不小，影响

也很大。

我对历史的了解只是蜻蜓点水似

的读了一些，不是太系统和仔细，但

我最感兴趣的还是唐宋的历史，也许

我喜欢文学的关系，因为唐宋诗词及

散文我最喜欢。我看过蒋勋有关美

学的书籍和他关于讲宋代的一些文

章，他还是很推崇宋朝人宽松自我的

社会环境和浪漫诗意的生活方式，我

印象最深的是他讲宋朝做官的下了

朝回家后，都有自己丰富的精神生

活，都以自己为偶像，家里挂着自己的

画像，喝喝茶、听听小曲，像有才华的

人，如晏殊、欧阳修、范仲淹等在做官

的同时，业余时间还搞文学创作，留下

千古名篇。做个好官，又留下好的诗

词和文章，人生过得真是很完美。

晏殊大概有七、八个儿子，晏几道

是他的小儿子，是他四十七、八岁的时

候喜得贵子。晚来得子的喜悦让他对

这个小儿子特别喜欢和宠爱。小晏也

特别聪明和有文学的天赋，七、八岁就

能写一手好文章，十几岁去参加应试

就考个进士。有这样一个书香门第的

家庭熏陶，孩子有出息也是必然的，老

晏的几个孩子都顺利地进入了仕途，

我觉得宋代社会风气还是很纯朴的，

不是拼爹社会，应该是靠个人努力奋

斗的结果。等到了小晏这就不行了，

他虽然文学功底好，也有才气。但他

不思上进，用现在话说有点不务正业。

当然老爸那么大的官，他也衣食无忧，

所以整天就贪玩过那种浪荡公子哥的

生活。

实际像他这种人还是很少的另

类，清代曹雪芹应该算一个，但曹雪

芹与小晏情况不一样，是他家被查

抄的。如果他家境不败落不知他会

不会子承父业还继续在南京做那个

“江宁织造”呢？还有民国时袁世凯

的二儿子，袁克文也是这样不喜欢

仕途，他劝父亲“剧怜高处多风雨，

莫到琼楼最上层”，不让父亲当总统

和称帝。张伯驹也是这样一个不喜

欢上进的人，他父亲在民国时期是

一个大银行家，他可以进入金融业

做个富豪，但他花掉家里所有积蓄

收藏字画，他喜欢字画到了什么程度

已经喜欢到他灵魂和骨子里了。他收

藏的《平复帖》和《游春图》都是罕见的

世上珍宝，最后这些国宝都无偿捐给

了国家。我印象最深的就这四个人，

是我心中真正的风流名士。

不喜欢仕途，可能在他们心中有比

仕途更好的东西。曹雪芹是做人的傲

骨，袁克文是喜欢诗文，张伯驹是收

藏，晏几道呢？我觉得小晏是真性情。

我以前没读《小山词》的时候，不知道

词可以写得如此细腻和真情，以为世

上万般皆是下品，唯有读书走进仕途

才是光明正道。其实人生有许多条

路，不能说光明大道只有一条，充满诗

情画意的曲径小路，也许是一路幽静

更接近生命的本质。小晏也许就是在

走进自己生命最真实那个灵魂世界

吧。

老晏驾鹤西去后，晏家也如日落西

山一样就渐渐不景气了。这时的小晏

再想找个差事糊口都难了，他找到他

父亲原先的部下，没想到人家早翻篇

了，翻脸不认还数落他一顿。后来他

因一个朋友反对王安石变法被治罪，

他支持这个朋友写过一首诗受牵连险

些遭牢狱之灾。这个时候的他把社会

的是是非非和人间冷暖体会得最深

刻，如曹雪芹家庭败落一样。生活的

残酷打击并没有让他丧失高贵的人

格，创作了大量词作，大多是写他与一

些歌妓情感的作品，如《红楼梦》里贾

宝玉与他周围那些女子的纯洁感情。

我最喜欢他的这首《临江仙》：

梦后楼台高锁，酒醒帘幕低垂。去

年春恨却来时。落花人独立，微雨燕

双飞。

记得小苹初见，两重心字罗衣。琵

琶弦上说相思，当时明月在，曾照彩云

归。

梦后酒醒的时候，一种春恨新愁涌

上心头。实际也是对人生与社会的顿

悟觉醒，一个人孤伶伶地站在风中雨

中，望着春天的燕子双双亲密地在微

风细雨中穿行。想起与小苹初次相

见，她穿着刺绣心字型的衣衫，轻轻弹

奏琵琶忧伤的样子，如皎月照在她彩

云般的身影上。我认为这是小晏写得

最好的一首词，清新和灵气，把一个人

那种如春风、明月般的纯净都藏在词

里面了。

总之，父子俩《二晏词》我还是比

较喜欢小晏的词，他主动选择放弃优

越，父亲去世后又遇种种磨难，我算了

算他父亲去世时他应该十八、九岁，正

是刚刚立世之年，就面对世态炎凉和

冷漠无情。在这种生活境况下要活出

自我和真性情是比较难的，他那种孤

傲和真情，是一个人不管当官还是普

通百姓，都是应该去珍惜和获得的真

情、真性。社会是一个错综复杂的大

染缸，最后可能是由于各种诱惑，包括

物质上的钱财和精神上的名誉，把人

的本我和底色都污染了，最后能保持

和坚守这颗纯净心的人已经不多了，

小晏应该算一个这样的人吧。

亲爱的，我想做个村妇

烧水做饭喂鸡劈柴

守着一座木屋

爱着一行柴篱

如同爱着年老的你

日出我们干些农活

日落我们土炕梦呓

像我们祖辈那样过

过我们想要的生活

亲爱的，我老了的时候

就想做个和你一样老的人

一个村里普通的妇人

我是你的老太婆

你是我的老头子

干瘪的老嘴絮絮叨叨

絮叨着废话再也不是

我写的诗

我再不写诗，只关心母鸡生蛋

豆角南瓜 和你

一起沟一畦小葱

割一把韭菜

煎一盘柴鸡蛋

喝一盏自酿的粗酒

老眼昏花

还只爱听你说的笑话

是的，如果你衰老的时候

幸运的，我还在

亲爱的，让我陪着你

山野河谷看叶绿花繁

让时光羡慕我们满脸褶皱

羡慕我们能做回凡人

虎 王进山/作

我最开心的十年
胡焱

老晏和小晏
柴华林

畅想
高丽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