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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文化印记反哺流行元素
■本报记者 诸葛漪

海明威说：“如果你有幸在年轻时到过
巴黎，那么以后不管你到哪里去，它都会跟
着你一生一世。巴黎就是一场流动的盛宴。”

这句话套用在江南，完全适用。作家金庸安
排郭靖从塞外千里南归， 江南有桃花岛、有
叫花鸡，到了他的另一本书《白马啸西风》，

漠北长大的女主角李文秀同样对江南充满
向往，因为“江南有杨柳、桃花，有燕子、金
鱼”。

文化记忆传承于血脉。小时候听外婆讲
的传说，大一些看小说、影视剧和风细雨般滋
润，不觉成为脑海里潜藏的片段，比如沈万三
聚宝盆，《红楼梦》与真实曹家，电视剧《大明
王朝 1566》与江南织造局。到了时下红火的
游戏《江南百景图》，从文徵明到唐伯虎、徐文
长，以及电影《唐伯虎点秋香》、电视剧《狂生
徐文长》……记忆画了一个圆，又回到起点，

江南文化印记反哺于最时髦的游戏。

最近，《江南百景图》手机游戏因为某种
童年情怀， 迅速变得可亲。 当代人寻找的江
南，并不满足于动动手指，而是有更多选择。

比如在江南园林里听戏。西北、西南实景演出
讲求人多势众，场面震撼，到了江南，必得小
而美，有个小亭子、小楼，三四位演员足矣。

常驻苏州沧浪亭的沉浸式昆曲《浮生六
记》，先后亮相法国巴黎与阿维尼翁戏剧节，

却比不得在苏州老家最有滋味。 作为书的
《浮生六记》，以文人沈复与妻子芸娘的家居
生活、浪游见闻为内容，素有“小红楼梦”之
誉。作为昆曲的《浮生六记》，取苏州布、苏州
衣、苏州菜、苏州的馄饨担，撰为四折“布衣
菜饭”。有演员说：“一年四季，温度不一样，

演的时候感受不一样。深秋时，风吹在树叶
发出沙沙声，和夏天蝉鸣又有所不同。”今年
《浮生六记》来上海参加 2020表演艺术新天
地， 厅堂版又结合上海老洋房的独特环境，

可谓另辟蹊径。与环境共生的戏，沾染了江
南湿漉漉的绿色。北方戏多依仗锣鼓，配合
黄土烈风，而在江南幽色中，笛箫足矣。昆剧
演员张军在上海青浦朱家角课植园演了数
年园林版《牡丹亭》。今年，张军结束宅居生
活来到久违的课植园，那里一片新绿、草木
抽芽。“去年 11月园林版《牡丹亭》演出季在
课植园结束时，天气冷了，植物颓败。今年万
物复苏，让我比任何一回演出都感触深刻。”

张军说，这样的青葱生机，在繁复紧凑的江
南园林体会最深。

江南之美除了环境符号，还在于江南的
人。有趣的是，受到新媒体青睐的并非传统
意义的柔情之美， 更多带着离经叛道的不
羁，很难想象这是温顺的江南。比如去年《王
者荣耀》找到浙江越剧名家茅威涛，《王者荣
耀》角色“上官婉儿”跨次元“拜师”茅威涛，

从外观形象、技能特效到语音设计，“上官婉
儿”众多细节融入浓厚的越剧《梁山伯与祝
英台》元素。茅威涛穿上有光标点的动作捕
捉服装，将潇洒飘逸的越剧女小生身段一一
记录，与之对应，上官婉儿手持折扇代替笔
墨在峡谷闯荡，蓝色戏衣以蝴蝶翅膀的虚幻
感再现。

近日，安徽黄梅戏名家韩再芬为经典剧
目《女驸马》推出同名国风漫画作品，登陆 B

?漫画、快看漫画、腾讯动漫、爱奇艺漫画等
平台。在这个上海与安徽联手的新媒体案例
中，女驸马冯素珍与祝英台一样经历了女扮
男装，只不过她的故事更传奇，包括冒名赶
考、偶中状元、被招为驸马等近乎网络小说
的情节。江南女子内在的韧性与传奇，给了
从古到今的创作者们无数想象空间。

少有人知，著名沪剧《芦荡火种》也经历
过再创作。《芦荡火种》执笔者文牧是上海人
民沪剧团的老编剧，创作最初取材于崔左夫
为解放军建军 30周年所写的报告文学 《血
染着的姓名》。《芦荡火种》中，大名鼎鼎的阿
庆嫂，原型是崔左夫文中江苏沙家浜东来茶
馆老板胡广兴。由于《芦荡火种》男角色太
多，文牧把茶馆老板改为老板娘，由著名演
员丁是娥来演。 原来茶馆老板起名阿兴，改
为老板娘，只能称阿兴嫂。又为了叫得响，把
“兴”改成“庆”，索性让她叫阿庆嫂。要写老
板娘，如果老板也在场，戏不免分散笔力，于

是文牧打发阿庆去了上海。 阿庆嫂是个女
的，如果孤身一人，要和胡司令、刁德一、刘
副官和天子九这些人周旋又不太方便，于是
设计了阿庆嫂曾救过胡司令的往事，把他们
的关系拉近一些。有勇有谋的阿庆嫂诞生在
沪剧舞台，让人信服。从戏文到现实再到影
视剧， 江南文化都足够孵化出传奇女性，这
里有过锦江饭店创始人董竹君、《上海一家
人》李若男，她们的世界不止于孩子、丈夫、

爸妈。

当然江南文化并非十全十美，吴越方言对
长三角以外受众的门槛客观存在，除了耳熟能
详的故事、角色自带解说功能，每个新故事都
要挖掘新的讲述方式。七夕时，上海评弹团演
员陆锦花邀请西北民谣歌手张尕怂合作《花儿
与少年·穿越银河遇见你》， 一个是轻弹浅唱，

一个是高亢豪迈；一个是琵琶，一个是三弦。江
南和西北文化艺术多了一种全新的 “打开方

式”。“没有了方言，这就不是评弹，但是现在人
方言不会讲了，甚至听不懂了，那听得懂评弹
的人也会越来越少了。”陆锦花以江南音乐、传
统评弹作为根基，加入爵士、摇滚、电子音乐元
素。电视剧《都挺好》中，正午阳光用了几段评
弹点缀，江南外的人借评弹氤氲出小桥流水之
气，而真正在江南的人如评弹演员、戏曲演员
们也在接力各种新媒体、新伙伴，将艺术枝蔓
伸向江南之外。

今年夏天，当评弹遇上弹幕
让那些经久而闪光的江南图腾奔向大江大海

庞小漪

今年夏天，我那个“说书先生”父亲，每
天早上 6点半从郊区的家出门， 坐公交车，

转两条地铁，历时两个小时，去上海市中心
的雅庐书场演出。到那儿 8点半，换上长衫，

简单梳理头发，闭目凝神，9点准时上书台。

下面一个观众也没有，只有摄像师对着
舞台，一举手，开讲，半小时后一举手，“下回
分解”。年轻的摄像师也许听不懂苏州话，录
制过程中，一直在看手机、玩游戏。

父亲是个评弹艺人。受疫情影响，沪苏浙
地区只开了约 30%的书场。为了满足不能出
门的书迷，一部分书场开始转战“线上”。以半
小时为一回， 让演员把 15天的长篇录制完
毕， 每天下午线上连载一小时。 通过扫二维
码，书迷们可在手机上直接观看。我有好多年
没有见过父亲在台上的风采， 他讲的故事怎
么样？他的表演精彩吗？还真是好奇。可是我
几乎没有时间踏进他的书场， 这么多年我们
各自在自己的领域忙碌。我期待一个月后“云
书场” 父亲专场的上线， 也许可以在下班途
中、陪读时、临睡前，听一出好戏。我会把他的
表演推送给朋友、同事，让他们了解评弹这门
古老艺术。想到这里，觉得隐隐地激动。

“云书场”长篇连载发端于电视书场，只
是屏幕转移到了手机，更自由。B站、优酷等
视频网站早就有各式各样的名家选段、 弹唱
资源，随时打开，便一脚踏进上世纪八九十年
代的书场，听厌了直接关窗换频道。唯一纠结

的是，关于弹幕，开还是不开？一开弹幕，你会收
到来自天南地北奇奇怪怪的举手发言。

“这是什么乐器？”

“也太好听了！”

“唱的什么意思？”

“这是谁？”

“我爱江南文化！”

“什么玩意儿？听不懂!”

年轻人的“童言无忌”，如果视频里的蒋月
泉老先生听到了，不知道该当是如何地无奈又
好笑。还是关了弹幕吧，静静地欣赏一阙《莺莺
操琴》，感受吴侬软语的涓涓流淌。可是不对，

又好像觉得少了点什么。没错，门帘一掀，找张
仿红木椅子坐下，和隔壁老王、老张打个招呼，

呷一口粗茶，先生醒木一敲，喧闹的书场瞬时
鸦雀无声， 这才是江南书场该有的打开方式，

一个人对着手机算是怎么回事呢？罢了，还是
把弹幕打开来吧，至少，嘈杂热闹的气氛有的，

不同的是，身边换了些用弹幕表达的年轻人。

“云书场”本是希望给老听客更多的听书
便利，却把更多的年轻人引进来，这些年轻人
像是突然闯入了一个古老的村落， 茫然无措，

只觉得新鲜。而评弹这个古老的江南图腾也像
一个老夫子， 机缘巧合闯入了年轻人的密林，

正低头思忖要不要端上传统文化的架子。他们
互相窥探，试着进入彼此的生活，这种碰撞，还
真让人惊喜。

或者是一部电视剧， 带红了苏州 “同德
里”；抑或是苏州在疫情过后打造的“姑苏八点
半”文旅夜经济中的江南小剧场，昆曲、评弹、

滑稽戏……你方唱罢我登场，俨然一出《东京
梦华录》，吸引到了夜游年轻人的驻足。如今，

一部分年轻人从手游、漫画里熟悉历史，从影
视剧里了解传统， 从夜生活中领略文化的妙
处。甚至我自己，也唯有借助手机，才能更多了
解父亲对事业的执着深情。

无怪“见人见物见生活”成为非遗保护的
一个重要理念。 当一件物事离开生活太久，它
也就不复鲜活， 就像扇子之于夏天，“汤婆子”

之于冬天，随着空调横空出世，统统淡出现代
人视线，也许不久将面临消失。而这个夏天江
南文化的激活，回到年轻人的生活视野，让它
被看见、被认识是最为重要的一件事。

那个玩游戏的摄像师，也许在玩“江南百
景图”；那些弹幕背后的年轻人，随手关注了这
个发评弹视频的账号；而来苏州的“过路人”被
热闹的江南夜市吸引而成了“过夜人”……不
用担心， 年轻人会用自己的方式去亲近美好，

而一切源自“它撞进了我的生活被我所见”。

又哪来这么多的巧遇，无非是有人每天来
回四小时去一个没有观众的书场表演；有人比
照着《清明上河图》《女驸马》一笔一画绘制游
戏背景、 设计漫画造型；“柳梦梅”“杜丽娘”们
水袖生风奔波在姑苏的夜色江南小剧里。他们
深知，这个夏天时不我待，唯有汇入大众的生
活河流， 那些经久而闪光的东西才能顺流而
下，奔向大江大海。

“只有生活，才有生意。”这句某视频网站的
口号，或者可以把“生意”理解为生动的意义。唯
有生活，才能给予一种文化不竭的“生意”。

杭州秋天的圆满“小”味道肖于

辛弃疾说：“觉人间、万事到秋来，都
摇落。”专门感慨了秋天的寥落。可江南
的秋天是繁盛的季节， 平凡人家餐食茶
酒里都能找到笃定的幸福， 桂花的甜腻、榨
菜月饼的鲜香、湖蟹的肥美，“小”味道里都
是圆满。

桐乡人丰子恺的漫画很有特色，寥寥数
笔勾勒出人间百态，触动你的心弦。有一幅漫
画，画中两人并坐，一人披着衣服摇蒲扇，一
人赤膊，只看画就感觉到热得厉害，汗淋淋，

黏搭搭， 不爽快的热。 这画的题目是 “桂花
蒸”。秋老虎在江南发威，天气闷热，桂花香得
缥缈又浓郁，这个时节就是桂花蒸。

夏秋拉拉扯扯，燠热恼人的天气，扳着指
头数一数，没几天就会过去了。清风送爽，桂
花都一夜间醒透了，开得大鸣大放，满城都
浸泡在桂香中。

桂花香的时候，就是吃榨菜月饼的时候
了。我和一个苏州长大、在上海定居的朋友
说，?州人最喜欢榨菜月饼。她非常惊奇，说
从来没听说过榨菜月饼。

我不晓得，榨菜和猪腿肉是何时被包进
月饼里去的，是谁的发明，是什么时候受到
追捧的。毕竟知味观、楼外楼、五味和等老字
号的椒盐、黑芝麻、百果口味月饼都是好吃
的。可秋风一起，?州人的味蕾就惦念榨菜
月饼了，不惜排队几十米，去等候热乎乎的
榨菜月饼。

在?州，超市里、点心店里，甚至各单位
的食堂里， 入秋以后都会供应榨菜月饼。我
曾在朋友圈晒出单位食堂制作的榨菜月饼，

没想到是变相“施压”。吃货们的舆论压力让
同系统各单位食堂负责人纷纷推陈出新，不
制作榨菜月饼的食堂不是合格的食堂。榨菜
月饼的“网红”地位可见一斑。

秋天来了，雄霸?州人朋友圈“网红”地
位的还有桂花。不论你喜欢不喜欢，桂花会长
期出现在朋友圈的秋季。 ?州人赏桂地点颇
多，最多的地方肯定是小区楼下，最著名的地

方一定是满觉陇的“满陇桂雨”。那里桂花密集，

风吹过会摇落成雨， 那一带有 3000余株桂花
树。除了金桂、银桂、丹桂以外，满觉陇还有些珍
稀品种，比如玉帘银丝、醉肌红……醉肌红是啥
意思，据说花色像吃醉酒的少女肌肤。

其实想看“桂花雨”，也不必那么麻烦，桂
花作为?州的市花，遍植全城。桂花开到盛极
而衰，微风轻摇，雨一样的花朵就会落……路
边厚厚一层淡黄色、淡橘色的花朵，很是常见。

赏桂的同时，?州人也爱吃桂花，桂花糯米
藕、桂花龙井茶、桂花糖年糕、桂花酒酿圆子、桂
花酒……糕点、甜汤、窨茶、酒酿，似乎都离不开
桂花的“点睛之笔”。年糕、酒酿圆子，本是平实
的点心，因了这甜蜜的桂香，变得动人起来。就
连龙井和烧酒，添了桂花，也变了性情，清冽、猛
烈里透出温柔来了。 到了秋天， 你想不关心桂
花，是做不到的。

桂花开到落下了，就是吃湖蟹的季节了。丰

腴、肥美的蟹肉、蟹黄勾出?州人的馋虫
来。来自阳澄湖、太湖的湖蟹是?州人餐
桌上的大爱，家家餐桌都要搞几只吃吃。

苏浙人爱蟹古已有之，最为好笑的是
金华人李渔。300多年前，李渔在《闲情偶

寄》中表达了对湖蟹的喜爱———予嗜此一生。他
嗜吃螃蟹，被人取笑拿螃蟹当命，不仅把买螃蟹
的钱叫作“买命钱”，还将秋季螃蟹上市的日子
称为“蟹秋”。

湖蟹的魅力，从古至今，始终不减。?州的
“湖蟹趴”丰简由君，可以豪吃，也可以雅吃。?
州有一家黑珍珠餐厅专做太湖蟹， 蟹粉豆腐、

蟹酿橙、醉蟹、蒸蟹、蟹粉小笼、蟹粉馄饨……

道道鲜。 据说蟹酿橙是按照宋朝的食谱制作
的，G20?州峰会期间， 这道菜也作为特色菜
出现在国宴上。

要说雅吃，最喜欢朋友家的湖蟹宴。朋友
家住在山脚下的小区，露台就对着葱茏的玉屏
山。家宴摆在植满月季的露台上，几只湖蟹、七
八个石榴，再加上刚上市的西溪火柿，全是当
季最鲜。围在桌边闲话家常，远望西湖群山，一
边大吃湖蟹……这哪里是吃味道，这是浮生半
日闲啊。

明清江南绣女
文脉静水深流

杨 舒

今夏，露香园历史文化中心（万竹街 41号
保护改造工程）跻身首届上海市建筑遗产保护
利用 15个示范项目，与上海历史博物馆、徐家
汇天主教堂、武康大楼等同列。露香园，明代上
海三大名园之一，大名鼎鼎的顾绣发源地。

顾绣源于明嘉靖年间上海县名士顾名世
家族之女眷，题材含名画、山水、人物、花鸟等，

以“丝如毫、色如画、针如发”为三绝，被誉为
“画绣”。 明代大书画家董其昌语：“精工夺巧，

同侪不能望其项背。” 明清时期顾绣已风靡全
国，一绣难求。清《上海县志·物产》将顾绣列为
上海八大著名服用物产之一，徐树丕《识小录》

将其录作江南十大工业之一。 近代几经沉浮，

2006年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
录。

刚落幕的上海博物馆“春风千里———江南
文化艺术展”，顾绣藏品诠释了“南国古来风物
好”的雅意闲趣。而本月，“顾首江南———2020

露香园顾绣艺术精品展”又在外滩 8号接茬展
出。

顾绣，使刺绣从闺阁私赏变成绣画艺术而
终成名扬天下的典藏珍品，可算江南文化商业
化的滥觞之一，无价之宝的古典大 IP。

王安忆小说《天香》，讲的正是顾绣的发端
与流变，“天香园”对应“露香园”。初看只觉又
一部《红楼梦》，通读俨然华亭风物志，详解可
知江南商业传，细品更有女性成长史。眼前恍
然浮现一群惠心纨质的江南女子，在禁锢重重
的年代里，她们不仅有手艺、有学识、富审美，

更兼有魄力、有眼界、肯吃苦。恰如《红楼梦》中
言，“闺阁中本自历历有人”“堂堂须眉，诚不若
彼裙钗”。

几代江南女性，慧手锦心，起承转合，汇成
海上大家，潮起云涌。

起：缪瑞云，顾绣开山之人，传为顾名世子
顾箕英（汇海）之妾。姜绍书《无声诗史》云上海
顾汇海妾“刺绣人物，气运生动”，所绣成品栩
栩如生，时人惊叹“微风过处欲飘举”。上博江
南文化展上的“明代《顾绣竹石花鸟人物合册》

（共十开）”是目前存世作品中唯一的缪氏真迹
绣册，因太过珍贵，仅展出五开，开幕一个半月
后再换展。

承：韩希孟，将顾绣技艺推向巅峰的代表
性名家，开启画绣商品化历程之人，顾名世孙
顾寿潜之妻，又名韩媛。她曾倾心力，摹名画，

绣成《宋元名迹册》，将诗、书、画、印结合，更吸
收“松江画派”风格。董其昌阅后，惊道“技至此
乎！”“叹以为非人力也”。自韩希孟始，画绣作
品为达官贵人争相收藏，千金难得，顾家绣女
更被董其昌称为“针圣”。

转：顾兰玉，使顾绣走向市场的关键人物，

顾名世曾孙女，《天香》中的“蕙兰”。书里说“如
今阖家上下，全指着女红度生计”，到了蕙兰这
代，更因家道中落，为支撑门户必须大规模售
卖绣品，乃设帐授徒，凡 30 余年。王安忆用工
笔手法描绘了公开收徒传授绣艺“设幔”的历
史过程，从来闺阁消遣的绝技，飞入寻常百姓
家，渐成平民技能与市井商品。

合：绣女群体，其出现昭示着商品经济的
发展。顾绣的生产升级，带来尺寸、质量的突破
和艺术性、 经济价值的提升，“著色雅淡者，每
幅亦值银两许，大者倍之”“全幅高大者不啻数
金”。据说当时上海四乡多女子习顾绣为生，有
“百里之地无寒女”之说。正如复旦大学教授陈
思和的研究：“《天香》 描写的天香园盛衰以及
天香绣品从诞生到普及民间的故事，正是一部
商品经济的萌芽在中国江南出现的‘前史’。”

明代上海的物产代表是松江顾绣与云间
棉布，为明朝京官和士绅所珍。不知是偶然还
是必然， 二者的创立者、 传播者均为女子。此
外，近代顾绣虽式微，但引领了中国古典刺绣
的革命，影响了苏绣、湘绣、蜀绣等后世众多绣
派。商品经济、资本主义萌芽，神乎其技，青史
留名，都是女性主导，留下的遗产至今福泽后
人。借用朱丽霞教授的话：一针一丝、穿针引线
的过程中，展示了女性的才华，“她们找到了自
我的存在价值和自我价值实现的愉悦”。

绣女们用行动阐释， 女流中也有肝胆相
照。《天香》 中表现了明清时期以女红为中心，

结社授课传艺，收留孤残女子，互助共学，最终
弱女子们得以自立门厅、莲生天下。

多少江南名园草木楼阁说朽就朽，弱女子
留下的绣品却口口相传，代代相传。或许还因
为，“绣品之中，不止有艺，有诗书画，还有心，

多少人的心！”

明清江南的女子们，未必有乘风破浪的张
扬，却积攒下四百年文脉静水深流。

一手在绢布上，一手在绢布下，顾绣
是门真功夫。 张海峰 摄

拙政园一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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