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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图说

结缘评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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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心课堂
爱心之花
■少

敏

好友难得一聚

职场人

■ 陈伯新

潘玉莲在辅导孩子们
[ 看 图 ]一位普通的老人，善良、淳朴，
一件平凡的事情，高尚、感人，日前，浏览
网页，不经意间，看到一篇《爱心课堂》的
图片新闻，讲述一位汉族老人主动义务为
社区居民看管辅导孩子的先进事迹，瞬
间，心底氤氲起深深的感动！
老人叫潘玉莲，年逾古稀，新疆喀什
人，25年前， 她看到邻居的孩子放学后没
人照管，贪玩惹事、不安全，便萌生一个想
法：辅导孩子们做功课，督促完成作业!
爱心课堂一办就是25年， 充满爱意，
浇灌心田， 让2000多名儿童学有所成，众
多孩子考上内地的中学、大学，走向广阔
的天地。
[ 说 缘 ]这位慈祥、平和的老人一生风
雨坎坷，高中时因病辍学，到西藏等地干
过泥瓦工、当过俄语翻译、从事过餐饮；丈
夫早逝，唯一的儿子半身不遂。或缘于此，
有高中知识基础的她，勤奋好学，不仅精
通汉语、维吾尔语，还会英语、俄语和藏语
等语种， 为她辅导孩子提供了聪明才智。
她拒绝高薪聘请，25年如一日， 辅导照管
社区居民的孩子， 像对待自家的孩子一
样，在孩子的心目中，爱心课堂就是乐园，
潘奶奶就是最好的老师！
真情感动社区，爱心铸造和谐。 潘玉
莲老人那份对孩子们无微不至的关爱之
情， 赢得居民们的高度评价和一致赞许，
居民们看到她生活艰难，会一声不响地送
来柴和煤， 从门缝中放入50元、100元钱。
她用爱心和无私奉献谱写出一曲优美动
听的民族团结之歌！
爱心课堂装着孩子们的过去和童真，
也承载着他们美好的未来和憧憬。维吾尔
族有条谚语： 好人走过的地方会开满鲜
花。相信在潘玉莲老人用心血和爱精心培
植的爱心课堂里，爱心之花定会开出更加
艳丽的花朵，蓬勃而绚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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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10年底， 江苏淮棉有限公司改
制以后， 我们车间办公室的兄弟姐妹一
直没有聚在一起叙叙旧。 直到七年后的
今年7月8日晚上， 在当年聚餐最多的地
方蔡四饭店相聚。 虽然到场只有六个人，
少四个人，但难得的小聚，大家还是充满
着甜蜜的欢笑， 回忆那些陈年烂芝麻的
故事都激动不已。
作为倡议者，我从家里带了酒，大家
喝得都很开心。 聚宴结束后，五个人争着
买单，谁知老板说，爱莲早买了。 开始有
人建议AA制，但最后争着买单，这么动
人的场景， 体现了那永不凋谢的友情和
缘分，在时间的推延中不仅没有淡化，反
而不断的升华。
大玉、老丁、爱莲三人都成了爷爷奶
奶。 自然席间少不了他们那些天伦之乐
的趣事。 大玉说，小宝一天十几个小时跟
着她，屁颠屁颠的。 老丁说，他家孙女劲
特大，比她大两三岁小孩，都敢欺负，对
手都无还手之力。 爱莲说她上班，孙女基
本是儿媳带的，她反正比他们轻松。
过去办公室里的故事自然是谈话的

一大主题。 大玉的一对虎牙，在老丁、大
明眼里就是巩俐虎牙的化身， 有点情人
眼里出西施的味道。 过去在一起时，都是
夸不完的大虎牙， 现在依然重复当年的
不了情。
在叙谈改制下岗后的辛酸时， 面对
复杂多变的经济大潮，大明、爱莲、育红
返聘民企欣明集团，继续从事棉纺行业；
老丁在几家三产企业打工； 大玉曾经在
饭店打杂工；我干过房地产，现在农村电
商。 大家的工作都没有过去在一起时的
那么快乐着。 但经受过风霜雪雨的洗礼，
变得更加坚强自信，更加欢悦激荡。 爱莲
说，最佩服大明现在啥事都干，干得都很
出色。 大玉当时饭店洗碗刷锅，脏事累活
抢着做。 老丁四份工作十分辛苦。 我也闯
荡江湖精疲力尽，疲惫不堪。
辛酸使得我们这帮下岗职工骨头更
坚强，劳累让我们这群老纺织人更幸福。
生活虽然充满坎坷荆棘， 但幸福永远洋
溢在我们兄弟姐妹们的面庞， 各自的人
生依然绽放得美丽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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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盼对老公各种抱怨，细细揣摩，概
括如下：身子瘦薄，看起来委琐不堪，啥
衣服都敢穿， 自以为走在了时尚的最前
端，却谁都看得出与时尚貌合神离。 一遇
事儿， 急得头筋饱绽， 嘴唇乱动无休无
止。 想不通当初在他面前一颗心怎么就
似小鹿儿乱撞“扑腾、扑腾”狂跳，一寸芳
心竟在刹那间暗许！
早知道嫁给苏了。 苏玉树临风，虽安
全系数低，但傍在他身旁，她完全可以把
追逐他的热辣辣的目光理直气壮地甩
掉，甩得对方骨头骨脑都痛，简直是大快
人心。 嫁给杭也不错。 杭城府深些，不知
其内心想的是什么， 控制起来有一定难
度，但这样的男人嚼起来才有劲。 再不济
些嫁给路吧，路言行举止粗俗，可口袋鼓
鼓的，鼓得人心驰神往，脑子里很清晰地
涌进了各色各样的奢侈品， 戚戚悲怀瞬

间无了踪影。
事实是，嫁了苏、杭、路又如何？ 且
看：婚后的苏，家庭观念淡薄，常对妻实
施冷暴力，妻憔悴不堪，扑簌簌泪珠儿不
知堕落几许。 杭女友无数，换女友的速度
远远快于翻书，越翻越污。 还有路，婚后
没几日就颇不安分， 渴盼在婚外威风凛
凛地飘几面旗帜， 但怕妻一怒之下以离
婚收场，财产被活生生瓜分，才略微收敛
点，但那颗心始终在蠢蠢欲动。
所以不嫁苏、杭、路决不算是一局输
了的棋，而是一个明智的选择。
女人其实嫁给谁都会有点后悔，但
嫁得后悔不代表嫁得很差劲。 譬如说杨
盼吧，她老公那些缺点确实是他的短板，
可那短板并不致命， 充其量是完整的他
身上的一些枝枝丫丫， 属于可以修修剪
剪的范畴。

澜

小时候家住淮安河下，这里曾是明清淮北
盐集散地，鼎盛时期有
“
扬州千载繁华景，移至
西湖嘴上头”之美誉。 这座经由盐商财富积累
起来的古镇， 在运河时代一度与扬州相媲美。
在河下众多名人中， 文学家除吴承恩之外，邱
心如的名字很早就刻在我的脑海中。 这位创作
了长篇弹词《笔生花》的女史，或许与我今天研
究的苏州评弹有一些关联。 但严格来说，弹词
《笔生花》并不能算作真正意义上的苏州弹词，
因为
“
不合于演唱，故只流行于闺阁之中，为一
般识字的少女所爱阅”（谭正璧语）， 并未曾演
出于江南的书场码头。
如果说常熟的那山、那水给了我对江南的
感官体悟，那么在上海师范大学硕博连读的五
年，让我对江南有了更多的理性思考。 当然，能
够去上海读研，也是因缘际会。
2011年9月， 我正式进入上海师大跟随唐
力行教授读书。 从入门之日起，唐老师就嘱我
进入评弹与江南社会的研究中去。 我知晓，选
择这一领域既有挑战，也有优势。 挑战在于，当
时唐老师已经开展这一新文化史研究好几年
了，先后出版了《别梦依稀：我的评弹生涯》《技
艺与性别：晚清以来江南女弹词研究》《晚清以
来苏州评弹与苏州社会： 以书场为中心的研
究》等著作，如何开辟新的研究视角、突破已有
成果是值得深思的。 而优势就在于，现成的研
究专著提供了理论和方法的指导，并且唐老师
带领的团队已经积累了众多评弹社会史资料，
这就为进一步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基础。 再
加上我在常熟读书四年，具备了一定的
“
听”吴
方言的能力，研究评弹基本不会遇到语言不通
的问题。
经过反复思考，我最终选择评弹中的苏州
评话为主攻方向。 众所周知，苏州评弹是由苏
州弹词和苏州评话两个曲种组成的，在苏州评
弹日益式微的今天，苏州评话的境况更加不如
苏州弹词，要知道过去的苏州评话最起码是与
苏州弹词平分秋色的。 我的研究不仅仅局限在
简单的考察苏州评话的发展历史，更要找出在
社会变迁的历史进程中苏州评话由盛而衰的
深层次原因。 为开展研究的方便，我从苏州评
话人物研究着手。 为此，发愿为苏州评话名家
唐耿良先生写传。 写作艺人传记，与我的博士
论文是相得益彰的。 写好前者，以人物为中心，
可以为我研究苏州评话兴衰起伏提供参考。 写
好后者，进行苏州评话的整体研究，对于历史
的、辩证的看待艺人也会起到帮助。 经过三年
的努力和众多师友的帮助，终于完成28万字的
《醒木一声驻流年：唐耿良传》，近日已由上海
人民出版社出版。 我对唐先生的总体评价，可
以引用陆游的一句诗来表达： 双鬓多年作雪，
寸心至死如丹。 在写作《唐耿良传》的同时，我
的博士论文也如期完成。
“
评话是战场，只是
苏州诗人车前子说过：
战场上也有春梦；弹词是情场，只是情场上也
有斗志。 评话是历史社会的个人注解，弹词是
人情世故的公共关系，评话话到云深处，弹词
弹出数峰青。 ”寒来暑往，最难忘在上海求学的
五年期间， 每每捧读早已泛黄的民国报刊、聆
听前辈评弹艺人灌制的唱片录音， 总有一种
“
尊前谈笑人依旧”之感，总能给身处繁华浮躁
都市中的我一丝宁静， 这正如曾经有人说：听
苏州弹词名家周玉泉先生的说唱，在酷暑时节
亦不觉炎热。
结缘评弹，真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