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老宅门前的
梅葆玖先生

小区的南门外，有个气派

规整的大四合院，是早年间梅

兰芳先生置下的老宅。梅老板

去世后，传给了儿子梅葆玖。梅

家的宅院不止这一处，而梅葆

玖先生头些年似乎在干面胡同

居多，并没有在这里常住。虽然

从小区的位置论起来，我们或

许可以算做“街坊”，但实际上

遇见他的次数，也极有限。

有一年夏天我们外出，恰

好碰见他站大门口的槐树底下

跟人聊天儿。旁边有工人推着

小车往院里送沙子水泥，看样

子，他好像是回来装修房子。初

夏的早上清风拂面，他笑盈盈

地站在光影斑驳的树荫里，休

闲短裤上面配了件短袖的沙滩

衬衣，雪白的底子上印着翠蓝

的棕榈。面色红润、身材高直，

头发梳得干净齐整，言语间神

采灵动。

我那阵子刚好正爱梅先生

的《梨花颂》，出来进去咿咿呀

呀地学着唱，迷得不行。偶一

抬头，看见真人版的“贵妃娘

娘”就在眼前，心里一高兴，居

然一改平素的矜持和胆怯，破

天荒地搭讪了一句“梅先生

好”，并且顺势点了一下头，算

做施礼。

没承想反倒是梅先生对

我，认认真真地鞠了个躬还礼。

然后颇熟络，甚至家常地问了

一句：“您好您好。您出去呀？”

我当时很有点尴尬———这

么郑重的礼节，或许是梨园行

的规矩，也或许纯粹是先生的

个人修养。不管怎么说，一位年

纪比我大了那么多的长者，礼

数上却如此周全而诚恳，还是

让我觉得很不好意思。

简短的寒暄过后，我们接

着往前走，他跟那个人继续聊。

我故意放慢了脚步，支愣起耳

朵听着他俩的谈话———好像也

是位偶遇的戏迷，说自己是个

票友，唱着梅先生的戏参加比

赛得了奖，梅先生一高兴，声音

也亮了起来：“哎呦哎您真棒！

唱的哪段儿啊？”

我们一家人听到这儿，相

视而笑：所谓一曲知音，便是如

此了吧？

还有一回是冬天，西北风

呜呜地打着呼哨，刮在人的脸

冬夜听雨
初冬是个徘徊的季节。艳

大襟袄缅裆裤
前几日，我们几个同事在

一起吃饭，聊天中大家从《右玉

和她的县委书记们》说起，又谈

到了当时人们穿的大襟袄和缅

裆裤。这时候老罗说：“三哥哥，

你写上一篇缅裆裤的文章哇？

算是给现在的娃娃们普及一下

那个年代的服饰打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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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重现

◎◎往事情怀

上冰冷生疼。我从小区南门的

早市路过，看见有个老头，正坐

在梅家门洞的台阶上避风取

暖，旁边的板车上，乌青的旧棉

被盖着半车没卖完的菜。估计

是站在风口里苦等没有主顾，

又不甘心把菜拉回家去，想多

等一会儿碰碰运气，多卖一点

是一点。

刚好这时候大门开了，老

头的身子让斜靠的大门晃了一

下，有点往里仰，却还是兵荒马

乱地急着想站起来。梅先生一

把扶住他：您坐您坐。便拉开另

外一扇们，抬脚迈出来———没

有戒备，没有嫌恶，也没有多余

的寒暄和伪善，那面带微笑的

“您坐您坐”，是不露声色又恰

到好处的尊重和悲悯。

那时候梅先生已经七十多

岁，可是看上去身体和状态都

很好，除了带学生教学，时常还

在梅兰芳大剧院演出。碰巧遇

见他这两回以后，我念叨了好

几次，找时间要去剧场，近距离

地听听梅先生的戏、给他叫叫

好儿，可是这事那事一拖再拖，

终于没有成行。2016年的春天，

我正在外地出差，在网上看到

了梅葆玖先生突然病逝的消

息，心里很是惆怅失落了一阵

子———世间所有的演出都是过

时不候，再想看他在舞台上绽

放的风华光彩，是永无机会了。

文/阿 简

◎◎人生絮语◎◎人生絮语

阳照，天湛蓝，旷野高远，四周

满木金黄，说是初冬，还没寒

意深，字里行间总流露对深秋

的偏爱。非得一场雨来，寒意

陡起，才在心中默许冬的开

始。

一场冬雨，湿透了房檐小

瓦，乌黑铮亮。山前一颗古银

杏，风一吹，抖落大半叶子，洒

了一地。雨水浸透，失了晴日

里泛着光泽的亮黄。也不耀

眼，隐隐着，在这初冬雨中暗

自旧黄。

树下寺院，在冬雨中，半掩

橙黄的门，从院门探出棕黄僧

衣。被冬雨洗透的阶石，在青灰

与黝黑之间转换。还是前日高

调着的山景，一片片明晃晃的

色彩，几乎眩目。被一场冬雨浇

透，瓦灰天空下，开始低调，色

彩忧郁般浓厚。

冬雨中，有着一种如释负

重，有了一种久违况味。

前些日子，读一位台湾作

家的散文，随想起《冬季到台北

来看雨》老歌。作家文字着一个

故事，年轻时候，他暗恋邻居她

许久。在一年冬雨时，男生随父

母移居国外，天各一方。男生惦

念不已。多年后，当他回到台

北，迫不及待打听。再见时，看

到她的女儿，像极了年轻时的

她。而她，已于去年初冬因病离

去。在台北一场冬雨里，他痛彻

心扉。

似乎早已渡过恩爱相加

的文艺年代，就像远离了当年

的琼瑶式怀想。偶然一个冬雨

夜，无意捧读一篇冬雨里的故

事，像是邂逅旧景，虽已模糊，

仍暗隐一份怀念的心。

去年时，想起皖南。每年

银杏叶黄，总挂念起徽州秋

景。于是，跨江而去，想象次

日清晨，薄雾淡淡，袅袅云

烟，一抹晨色里，山川叶黄。

可是半夜里，听见淅淅沥沥

的雨声。算算日子，果然已进

初冬。白日里举着伞，在青砖

白墙下踱步。落尽银杏叶下，

被一群五颜六色的伞挤兑

着。那些原本闲逸的地方，早

不安静。

归途中，舍弃了高速公路，

一路翻山越岭。雨后云雾，飘渺

之间，恍若画里人家，漂净般色

彩，水墨着江南，一路算是喂饱

了镜头。收获常在意料外，不经

意间。

想起宋人范成大诗句“

何事冬来雨打窗，夜声滴滴晓

声淙。”一场冬雨，还是凭窗夜

坐，沏茶暖手。倘有友人，淡酒

一壶，天马行空随心而聊。也不

激烈，谈到会心处，举杯过喉，

也是一番畅快。

茶过三分，冬雨守在楼外，

小院竹林哗然有声，催发睡意，

书卷落在床毯。于是缩身滑入

暖被，浅梦早已迫不及待浮在

近前。 文/杨 钧

其实，对于缅裆裤和大襟

袄我并不是很熟悉，只是儿时

的记忆中，左右邻居的一些老

爷爷和老奶奶们都是穿的这种

看似根本不符合现代审美的服

饰。我没有穿过缅裆裤和大襟

袄，起码是从我有记忆的开始

起，也没有见过父母亲他们穿

过这种服饰，倒是我爷爷和大

爹、大姑他们都是穿着这种缅

裆裤和大襟袄。但这并不能代

表我对缅裆裤和大襟袄就一点

儿也不知道，更不能说我就对

这些服饰没有一点儿好感，因

为它是很长一段时间里服饰审

美的记忆和烙印。

小时候在姥姥家的时候，

几乎村子里的人都是穿着这种

缅裆裤和大襟袄，走起路来圪

蜷圪蜷的，给人感觉裤裆里好

像藏的什么值钱的东西了。我

在史料上查阅得知，从清代到

民国，以至上世纪六十年代前，

大襟袄、缅裆裤，是我们家乡以

及全国好多地方农村最常见的

装束，曾数百年引领服装潮流。

虽然随着时代的变迁和进步，

大襟袄与缅裆裤早已淡出人们

的视线，但小时候人们穿着各

色大襟袄和臃肿的缅裆裤过新

年的情景常常浮现眼前。

老绥远韩氏在一篇文章中

说：“大襟袄，顾名思义，两侧的

衣襟一大一小，是不对称的。男

人左开襟，女人右开襟。穿它

时，大襟覆盖小襟，并一直延长

到小襟一侧的腋窝下边系扣。

扣子也不是现在我们衣服上的

那种纽扣，而是自己制作的盘

扣。扣门有九扣的、有七扣的，

最常见的是五扣的。扣门的个

数绝对不能缝成双数，那叫“四

六不成人”。意思是如果扣门是

四个或六个这样的双数，那这

人一辈子也不会有出息。虽然

说起来有些荒诞和毫无根据，

但已约定俗成，无人敢不遵循。

其中之奥秘我至今揣摩不透。

严格意义上说，大襟袄这

种装束，更注重的是实用效果。

在缺吃少穿的年代，不具备现

在里三层外三层的御寒条件。

一件光板棉袄大人穿过改改给

孩子穿，甚至男人穿过改改给

女人穿。冬天能有棉衣棉裤穿，

那已是很幸运的事了，至于布

料、颜色、款式、做工，就更没那

么多讲究了。

冬天寒风凛冽，冷风会直

接冲击胸口。人不仅容易受寒，

更容易得病，大襟袄很好地解

决了这个问题。宽阔的大襟，正

好把整个胸腹部包裹起来。再

大、再冷的风也不能直接侵蚀

人的身体了。这种着装看似人

们的无奈之举，但仔细想来，却

是先辈们为适应大自然环境，

聪明才智淋漓尽致的发挥。

缅裆裤，又称勉裆裤、棉裆

裤，是一种裤管很宽、裆裤很

大、裤腰很高、下扎绑腿带、上

系裤腰带的裤子，有单裤和棉

裤之分，人们常说的“缅裆裤”

一般是指棉裤。电影《红高粱》

中出嫁坐轿的九儿和那些光着

膀子、抬着轿子的男人们，下身

穿的就是缅裆裤。与大襟袄一

样，缅裆裤的面料和色彩非常

单一，多是黑色或藏青色的扎

染土布和棉布；裤前是没有开

门、男女不分。

听一些长者说：缝制缅裆裤

不用量体裁衣，只要大致估算一

下腿长就行了，腰围臀围皆不用

考虑。缝制缅裆裤的工艺流程

是：先用粉块在粗布上画出裤子

的轮廓，然后用针线把剪下来的

四张裤片缝在一起，主体就算完

成了。然后再在腰部接上四五寸

宽的白布作为裤腰，一方面是便

于系裤腰带，更重要的是有利于

腰部保暖。穿着时，把腰部多余

的部分向中间折过来，用腰带扎

紧。再用布条将腿部扎紧，防止

风从裤管里灌进来。这样，再冷

的天、再大的风都难以直接侵袭

身体了。

裤腰肥大是缅裆裤的传统

风格。那么缅裆裤的裤腰到底

能肥大到什么程度呢？听说裤

腰可长及胳肢窝；至于裤腰有

多肥？老绥远韩氏在文中讲了

一个故事差点儿把我失笑死

了。“那时的社员们都是集体出

工，一群人在一起干活时就免

不了闲聊、开玩笑。一天，一个

社员犯了众怒，几个社员悄悄

地嘀咕了几句，突然间一起动

手把他摁倒在地上。解开他的

腰带、扯开他的裤腰、拧住胳膊

让他上身前屈，强行把他的脑

袋摁进裤裆，用腰带穿过腿弯，

再把裤腰紧紧地缯住，然后任

由着这人挣扎叫喊，大家则是

站在一旁拍手大笑。”试想，要

是裤裆小了能摁得进去吗？

别看缅裆裤“方便”时不方

便，也穿不出形体美来。不过那

可是传统“国服”，已被咱们的

老祖宗们穿了数百年了。听说

新版《红高粱》一火，缅裆裤也

跟着火了，“九儿”同款网上卖

到了上千元。不得不说，我们的

祖先再一次引领了时尚。

家里那个传女子给我买了

两条改良后的缅裆裤，单位的

猴娃娃们说：“三大爷真时尚

了。” 文/杜洪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