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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皮流水
□米丽宏

中国戏，是一种看的艺
术，更是听的艺术。不然，
懂行的爱好者，何以将“看
戏”更多说成“听戏”呢？用
耳朵听，用心灵听，调动整
个生命去听。听出了性情、
真情和世情，听出了饱经风
霜的沧桑，也听出了不惊不
喜的天真。

大凡，爱戏的人愈有阅
历，便愈痴迷。譬如我，随
着年龄增长，一份越来越浓
的热爱，给我带来的是心灵
的牢靠与怡然。依我看，京
剧如琼浆美酒，昆曲如采采
春水，豫剧与河北梆子若深
涧野泉，秦腔与川剧如老茶
粗粝，而越剧与黄梅戏俨然
西湖龙井，氤氲着灵秀委婉
之气……

众多的曲目与行腔中，
我尤爱京剧的西皮流水。

西皮流水是西皮腔下
有板无眼的板式，结构紧
凑。比二六快，比快板慢。
叙说性强，除首句外，一般
为抬板起唱。流水板可叙
事，可陈情，酣畅淋漓，慷慨
陈词。听来，如立瀑下，沾
衣欲湿。

我平生第一次接触“西
皮流水”，是那段“苏三离了
洪洞县”。那年七八岁吧，
在乡政府大院的村里第一
台电视机旁，我看了老戏
《苏三起解》。屏幕上的苏
三，穿红色囚衣，戴枷锁，背
后一绺乌黑顺服的长发，长
长的银锁链和头上的珠花
亮亮闪烁着。她略偏着头，
凄凄哀哀又爽利地唱着“过
往的君子听我言”。这个美
丽少女，小小年纪被卖入风
尘，却智慧贞烈，坚定而又
热烈地追求着她的爱情。
当时这些我还不懂，打动我
的，只是她的美丽形象；但
不久，我无师自通地学会了
这段唱。西皮流水，对于一
个乡村孩子的感染力，就是
这么强。

而苏三这个形象，能灼
灼立于世代的氍毹之上，是
因她的传奇故事里，有着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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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路哨声
□冯志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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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心说：美国老太太吹
着口哨散步，我遇见过不止
一次。转念中国，几千年也
不会有此等事。

今人吹口哨的鲜有女
性，百度词条里，吹口哨被
局限在狭隘中。其实，口哨
也叫“啸艺”，最早在《诗经》
里就有记载。“竹林七贤”之
一阮籍吹箫技艺高超，众相
模仿。到唐代，孙广又撰写
了 一 部 理 论 性 著 作《啸
旨》。明代认为啸艺是修身
养性的必备技艺。

只想问一句：为啥女性
不能吹口哨？

到单位20分钟路，我常
踏双布鞋轻装上阵，早晚都
悠闲。天晴时，背上驮着热
烘烘的阳光。不是城市的
主干道，车少又开得慢，像
恰巧路过，看看顶天的梧
桐，闻闻漫天的紫藤花香，
听听儿童叮当的笑声……
空中有极淡的蓝紫雾气，是
鲜活的空气，还有围栏里扑
出的五月的蔷薇。两旁是
学校，幼儿园、小学、初中
……成长的朝气足以和初
升的太阳比……耳朵里的
手机音乐切换成一阵悦耳
的口哨，是“亚洲口哨王”曹
庆跃吹响的《我爱你，中
国》。此时，只有这样的声
音和乐曲，才能抒发我心胸
中的惬意和葱茏。

上世纪八十年代，人的
自我意识萌发，爱漂亮的、
追求个性的、喜欢独树一帜
的，在青少年中蓬勃。青春
期的我，上学经过镇里的主
街。街上聚着些青年男子，
大多是大人口中的“小混
混”，书不读没正经工作，穿
红戴绿喇叭裤哗哗响。有
漂亮姑娘经过，忙煞眼睛，
口哨声此起彼伏……口哨
代表了轻薄和调笑，为大家
不齿。

我那时长得含糊，短发
矮个儿瘦小，缺乏女性特
征，内心已朦胧生出被“轻
薄”的厌恶和羡慕——是青
春的虚荣和传统观念在相
互撕扯，满怀罪恶暗地却期
待我走过时，身后也能有口
哨声响起，哪怕只是稀稀拉
拉，如树下的阳光，稀疏的
斑驳和明亮，闪烁着唤醒我
似有若无的美好。

没能如愿。头发过耳
了，胸前隆起两瘦弱的团
子，眉梢带亮腰肚凹进，父
母的关照多了。阳光中，打
量着镜中的少女，为青春的
蓬勃动容，突然想：多好，为
什么不为这样的自己喝彩？

无师自通，我偷着学吹
口哨：舌尖前抵下牙龈，舌
面微隆，双唇收拢做圆筒
状，一股气流由胸腔至口腔

压榨而出——是尖利如蛇
般的嘶嘶声，比听到的暗哑
比正常的明亮。我暗喜，就
这形势，只要加以练习，也
能吹出清透悠长的哨声。

此后，我不再羡慕长发
飘飘前凸后翘的姑娘，街上
含糊其辞的哨声只是声音，
和自行车的叮铃摊贩的叫
卖无异。美是多样性的，来
自自我的认同，远比他人似
有若无的赞赏好。每当碰
到困难，我会在胸中吹响倔
强的哨音，鼓励自己前行；
每当取得成绩，我会牵起嘴
角，在心里吹响一个欢快的
口哨，肯定自己的努力；每
当需要战斗，我就吹响披荆
斩棘的号角，一路奋勇……
我的哨声从不明目张胆，但
我的喝彩，一直响彻云霄。

年过不惑，人生的束缚
越发少了。究其一生，我们
要用各种不同的方式，来充
实愉悦日子，使人生变得有
意义。身边，我还没能看到
谁在公开场合堂而皇之吹
响口哨，街上只有行色匆匆
的路人，公园里只有循规蹈
矩的老人，学校里的孩子埋
头书本……舞台上，也鲜少
见到“口哨”作为节目，理直
气壮吹奏出一首首乐曲。

常在路上边走边吹响
口哨，长音短音顿音，变着
花样锻炼唇舌和气流；我求
教能吹出曲调的高手，期待
有一天能在舞台上吹响。
我为自己赞许：吹吧吹吧，
堂堂正正吹响口哨，为四季
的变幻、生活的美好，为那
人生的不平，为那日子重复
又重复毫无止境的跌跌又
荡荡……

真好，悠扬的口哨常出
现在我的生活中，因为所有
的一切都能用来欣赏和赞
美。若干年后，我就是那个
边散步边吹口哨的中国老
太太，趾高气扬，哨声悠扬。

好而高贵的人性，她那珠落
玉盘的唱腔里，寄寓着纯粹
而热烈的情感。世俗烟火，
时代前进，但只要心头还有
着一丝柔软，你就会被那一
段家常的流水打动内心：

“苏三离了洪洞县，将身来
在大街前……”

在近四十年的听戏经
历中，我喜欢过《四郎探母·
坐宫》中花旦的流水板“听
他言吓得我浑身是汗”；喜
欢过《三家店》中老生的“将
身儿来至在大街口”；也喜
欢过《打龙袍》中老旦的“一
见皇儿跪埃尘”；还喜欢过
《李逵下山》“在山寨宋大哥
对我言讲”这段花脸行当的
流水板……

一段段流水，是淋漓，
是倾泻；是催逼，是消磨；
是风飒飒，是水切切；是虎
虎生风，如歌如泣，是长歌
当哭，悲喜滂沱；是随心所
欲不逾矩，是情深冲天的
壮烈……或亢亮，或低转，
沾惹尘世的烟尘，道尽天地
间的磋磨。

周末或假日，我爱在厨
房里做这做那，耳畔总是响
着喜欢的西皮二黄。马连良、
于魁智、梅兰芳、程砚秋……
每当急板流水晃荡起满屋
子的色香味，我总感到畅畅
的惴惴的，心间荡漾着闲闲
丰腴的幸福。这样的流水
日子，可不可以伴我天长地
久？

作为一个写作者，我最
喜欢的是《锁麟囊》中那段
脍炙人口的“一霎时”。富
家女薛湘灵哀婉感叹：一霎
时把七情俱已昧尽，参透了
酸辛处泪湿衣襟。我只道
铁富贵一生注定，又谁知人

生数顷刻分明。想当年我
也曾撒娇使性，到今朝只落
得旧衣破裙。这也是老天
爷一番教训，他叫我收余
恨，免娇嗔，且自新，改性
情，休恋逝水，苦海回生，早
悟兰因。

每每于午后闲坐中，聆
听程砚秋或张火丁的“一霎
时”，只觉微风拂面，心间平
衡。日子里的爱痛悲欢，都
被那恣意舒展的流水暗暗
刷去。尤其“忙把梅香低声
叫”，末尾那个碎玉玲珑的
拖腔，每次都让我神魂颠
倒，不知身在何方。实际生
活中不乏鲜花着锦、烈火烹
油的喧嚷，但到底在这流水
板的静凉里，落得了一个大
清净。

世事无常，人生难料。
贫富死生，阴阳转换。薛湘
灵是要告诫自己，要看透世
事因果，放下过往烦忧，转
变心态，过好当下。这一番
流水板，也让人省悟：人在
年轻时，可能会被繁华、热
烈所迷惑，但当生命的姿势
被大风袭击，还能像芦苇一
样挺立水岸，那份历练后的
风骨、豁达与知性，更美好。

戏里一瞬，人间百年。
爱恨情仇转瞬去，是非成败
掉头东。西皮流水迷人醉，
慢板二黄仙乐鸣。且放下
万般，让我在这“流水”酣畅
的倾诉里，快意一场再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