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年时间尼康，徕卡等各大品牌的老旧相
机被分门别类的藏在40个收纳箱里。

打开冰箱，里面全是他珍藏的上百卷胶片。

2016年2月19日，李康凭借自己拍摄
的这张照片获得尼康全球内部系统摄
影比赛中国区唯一大奖。

泡茶馆、烫火锅、听川戏，少了哪一样都不得行……

这个“秀才”我喜欢
□赵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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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下的阿强、阿芳进城了。
这对年轻夫妻住上城里的楼

房，吃上城里的自来水，一切都和城
里人差多了，但他们总感到还有什
么和城里人不一样的地方。

他们经常走到广场看跳坝坝舞的人，
他们从来没想过自已会有勇气去参加。

他们看见有些分明是农村刚进
城不久的女人居然也敢在坝坝里跳
舞。他们心动了，他们互相勉励说，
再不跳怕被人说老土。

对，这跳舞也不是城里人的专
利，何况我们如今也成了城里人。

他们听说城里还有好几处在屋内
跳舞的地方，也便宜，三元钱一个人还
有一杯茶。为了怕熟人看见，他们选择
了一处叫“不夜城”的舞厅。

他们坐下喝茶。他们看见不少男子
邀请女子跳。

阿强从没跳过舞，就更谈不上
去邀请别人跳。舞厅里禁止吸烟，
他只有不断地喝茶。

有个男子来邀阿芳跳舞。阿芳其
实会跳三步、四步，那是读书时学会的，
只不过在农村成家后从没机会跳罢了。

阿芳将眼光投向阿强。阿强一
副男子汉气慨，边点头边小声道：

“去跳吧！”
阿芳和那男子在舞池中欢快地

旋转着，从舞池的这边旋转到那边，
又从那边旋转到这边。舞池的灯光
扑朔迷离，人影儿时隐时现。

阿强睁大眼睛看着阿芳和那男子
跳。他的眼睛不是盯阿芳和那男子的
脚步，而是紧盯着他们的姿态。阿强

本不会跳舞，他应该多盯人家的步伐，
从中学习、体会舞步才对。而他却去
注视别人的姿态，这就注定今晚难有
好心情。阿强总觉得那男子和自己的
妻子的胸部贴得太近了。

阿强开始烦躁不安，他不知道
阿芳跳动时胸部是否碰撞到人家的
胸部了。他此时还想起了一篇文章
说女子最敏感的地方是手和腰，而
现在，一个认都不认识的男子竟然
握着阿芳的手和搂着阿芳的腰！并
且，阿芳的手也搭在人家的肩上。
他又想起那句“勾肩搭背”的话来。
阿芳可是自己的老婆呵，他后悔不
该 支 持 阿 芳
跳，把阿芳推
向别人，让别
人去搂抱。

更要命的
是，舞厅里的灯
光忽然暗淡下
来。最后居然
全黑了！

“ 我 的
天 ！ 阿 芳 此
刻 和 那 男 子
会干啥？”

阿 强 的
心跳加快了，
待 到 灯 光 又

亮时，他“呼”地站起来，冲向舞池，
一把拖起阿芳，不容阿芳询问，匆匆
离开了舞场。

回到家后，阿强虎着脸，审问阿
芳刚才跳舞时和那男的胸部究竟接
触到没有？问阿芳跳舞时是啥感
觉？想些什么？等等。

阿芳怎么说也说不清楚。
“我发誓这辈子不再跳舞了！”

阿芳最后说。
第二年，阿强、阿芳在舞厅，主

要是夫妻两人跳，阿强也学会了三
步、四步。偶尔阿芳受邀与别人跳，
阿强也是安祥喝茶、看人家的舞步。

第三年，阿强、阿芳在舞厅，阿
强去邀别的女人跳。他的快三步已
很熟练。他挽着别人从这边旋到那
边。他在旋转中体味着新生活。原
来，自己想多了。阿强这样检讨。

他在旋转中体味着新生活

男人的心眼儿
□傅全章

前不久，四川省川剧院又一次上
演《巴山秀才》，我和戏里的秀才孟登
科在沉沉的暮色中又一次相逢。

过去的这些年，我和这位迂腐可爱
的老秀才已经成了老相识。然而，这一
次的重新聚首，那剧中的一波一折、一
腔一调、一招一式、一板一眼，却还像以
往那样，不断的带给我欣喜和激动。说
起来，这都是三十多年前创作的剧目，
称得上是一出老戏，经过不断的打磨和
改进，那紧凑的故事，生动的人物，优美
的唱腔，依旧那么精彩动人。

要我说呢，川剧本来就是一种贴
近社会、贴近现实、贴近生活的大众艺
术，接地气。

小时候，家住在华兴街锦江剧场旁
边，那里是川剧的老窝子。有一年上演

《杜鹃山》，剧中男一号赤卫队长雷刚的
一句“嚯哟，那不是要把我老雷的脚杆
打断咯”，台下我们一群小娃儿被逗得
哈哈大笑，都说这川剧还硬是好看。

后来川剧重登舞台，一时名角荟
萃，群星闪耀。《迎贤店》中周企何演的
尖酸刻薄的店妈，《柜中缘》里唐云峰演
的瓜兮兮、憨痴痴的淘气，笑非饰演的

《秋江》中那位诙谐风趣的老艄公，晓艇
在《乔老爷上轿》里儒雅俊秀的书生乔

溪的扮相，还有陈书舫在《柳荫记》、竞
华在《思凡》中婉转清亮的唱腔……

不过，好看是好看，时间长了，面
对满台的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总归又
觉得陈旧了些，老套了些。直到遇见
那个迂夫子老秀才，才彻底改变了我
对川剧的印象。

啥子老秀才？客官莫急，听我慢
慢道来。

我遇到秀才的那一天，天上乌云
翻滚，四野狂风大作，光秃秃的树枝在
寒风中瑟瑟发抖，到处是一派肃杀凄
凉的景象，远远地就看见秀才领着娘
子紧赶慢赶在前头逃命，后面官兵提
刀飞叉叉的追起来，那情形真是万分
危急啊。

啥子我在乱说哦，我说的是川剧《巴
山秀才》剧中的情景——这边厢，娘子催
秀才赶紧跑，快到成都去赴考，那一头，秀
才又丢不下娘子，莫得个抓拿心里头焦。

帮腔响起来：“夫莫悲，妻莫哭，带
着娘子上成都”。

秀才一听，击节叫好：“呃，这一腔
帮得好嘞”。

在台下看得津津有味的我觉得
有些发懵，弄半天，川剧还可以这个样
子唱嗦？

这都还不算哦，你看，秀才孟登科
是咋个粉墨登场的。一声悠长的“子
曰”，未见其人，先闻其声，那股酸溜溜
的味道实在是让人忍不住笑出声来，
紧跟倒就来了一段“一到十”的经典唱
段，把老秀才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
读圣贤书的心态，硬是唱得来春风得
意、神采翩翩，实在是精彩：

“一声春雷报高中，
两朵金花步蟾宫，
三杯御酒皇恩宠，
四川又出状元公，
……
九彩凤冠妻受用，
十全十美满堂红。”
后来，目睹了巴山血案，侥幸逃过官

兵追杀的书呆子秀才幡然醒悟，费尽周折
跑到省城总督府告状，哪晓得又没有搞懂
官场的水有好深，白眉白眼的误入了虎
口，挨了晃事，差点把命都丢了。可是，即
便是把脑壳都要耍脱了，还是不忘咬文嚼
字，硬要扭倒总督肇一盘，“堂堂总督大人
竟然念错别字”，“头可断，血可流，错别字
不可不纠”，哦哟，硬是曰得来有盐有味
的。如何，这位秀才该是可爱哈。

泡茶馆、烫火锅、打麻将、听川戏，少
了哪一样，你这个四川人要打些折扣哦。

最老的是一台1934-36年产的德国蔡司
依康Baldur Box方厢式相机，两档快门。

这些相机和镜头在保
留的时间越长，越用越
有感情。

每台相机收藏回来，他都要做详细的
背景查询和记录。

痴迷相机
10年收藏300多台

2007年还在西南交大读测控技术与仪
器专业的成都80后小伙子李康收藏下了人
生的第一台胶片相机，一台几乎全新的美能
达 XGM（1981 年日产的经典胶片单反相
机）。2016年12月，在新加坡旅游的李康又
收藏下一台美能达XG-M。“真是有缘，我收
的第一台机器和现在最后收的居然是一样。”

10年时间尼康，徕卡，禄来，美能达，康
泰克斯，蔡司等各大品牌的老旧相机，被李
康分门别类的藏在40个收纳箱里。

最老的是一台1934-36年产的德国蔡
司依康Baldur Box方厢式相机，只有两档
快门。其间他还专门从国外淘来专用胶
片拍摄过，李康沉醉的就是那种情怀，寻
求在现代社会用一台80多年前的相机记
录当下的那份独有穿越感。

收藏相机
体会工匠精神传承

“真要感谢这个时代！在这个数码和
胶片相机更替的时代，才可能让我有机会
收藏到这么多经典的机械‘爱人’。”10年
收藏，李康访遍了欧洲的二手相机网店和
国内、亚洲国家的二手相机实体店。

他最喜欢收藏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
代的相机，它们制作都很古典、精致、带有
非常强烈的时代设计感，价格也还不贵。

成色，价格，机会，缘分这是李康自己
总结的收藏铁律。收藏这几百台些机器只
花费了不到10万元。他最捡漏的一次是在
上海，三台功能全好，成色很新的奥林巴
斯、宾得SV、美能达SRT101老板开口只要
350元。“当时真感觉老板是疯了。”一台76
年德国生产的银色限量版徕卡R3，全球只
有500台，这也仅仅花费了李康几千元。

每台相机收藏回来，他都要做详细的背
景查询和记录。每个收纳盒里摆放什么机
器，放在什么位置都要登记造册，以便日后查
询把玩。李康在收藏过程中细细揣摩，“老相
机和胶片的魅力就是你用台50年前的双镜
头相机放到当下也能拍出那么精致的照片，
真是震撼人心。这是工匠精神的最好传承。”

梦想用“宝贝”
出一本画册

今天的数码相机拍一张图片只是瞬间
完成的事，而老式胶片相机拍摄一张照片则
需经历漫长的拍摄过程。许多人难以想像
在170年前的法国，皇室贵族们会在太阳底
下站上30分钟才能得到一张自己的照片；更
难以想象1825年法国人尼埃普斯拍摄世界
上第一张照片时用了8个小时。

读大学时，李康就爱上了摄影。2016年
2月19日，李康有幸获得尼康全球内部系统
摄影比赛中国区唯一大奖，这更鼓励了出差
在外要背三台相机带两个脚架的他。

打开他家的冰箱，里面全是他珍藏的上
百卷胶片，这些都他的宝贝。“国内好多胶卷
都买不到了，看到好货就只有屯起来。”

他说，他有个最大的梦想，就是用100
台不同的传统老相机，搭配100种胶片，拍下
100张照片，给自己留下一本摄影集。

“娃娃莫着急，哥哥帮你。”

吃百家饭的孩子
□张小毛

自打记事起，就晓得村里有个傻子
叫事挨，自己一晃都做了父亲，却感觉
不到事挨有什么变化，仿佛每年他都是
那副模样，夏天一双烂拖鞋，冬天一件
旧大衣。这，成了事挨的常规打扮。

前几天电话里跟母亲聊家常，母亲
突然告诉我：“事挨死了，是冻死的。”

这着实让我吃了一惊，且从母亲
的口吻里也听出了惋惜和怜悯之
情。原来，隔壁村庄一户人家有酒
宴，事挨翻过两座山跑去“蹭酒”，酒
桌上喝高了，回村的路上由于雨雪路
滑摔下山坡，在方圆十里且了无人烟
的深山里，挣扎了几个小时后，伤痛
加上寒冷，就这样事挨没能熬到前去
寻找他的亲属，便停止了呼吸……

因我常年在外工作，关于事挨依稀
有点记忆，他的身世有点迷离，在村里
只晓得他似乎有几个亲属，但都不是直
系的。事挨个头偏小，智商迟钝，唯一
喜好烟酒，平时都是东家一顿，西边一
餐，适逢谁家有红白喜事，事挨必定准
时到场，乡亲邻里都晓得事挨的情况，
每每对于他的“光临”，主人家从不反感，
都会立刻安排厨房打好饭菜大鱼大肉

的端给他，另外烟酒都给他配起。
按我们老家的习俗，不管红白

喜事各种酒宴，如有事挨之类的“人
物”到场，就预示着是一个好兆头。
于是都没把他当外人。

当然事挨也不是吃了白吃，他酒足
饭饱后，会干些力所能及的活路，比如劈
柴火，挑水桶，守夜打更等。这些不需要
太动脑筋的事儿，都是他干得比较称职的
工作。村里的孩子们，也喜欢逗逗他，从
他身上找到快乐。有一次，有个孩子爬到
树上掏鸟窝，居然下不来，哭得哇哇叫。
事挨仰头安慰那孩子：“娃娃莫着急，哥哥
帮你。”他跑开几分钟，不知从哪里抱来一
堆干草垛，自己猴子般灵动地爬上树，硬
是小心翼翼地把那孩子安全地接下来。

记得有一次傍晚，我从镇里办事
回家，在一个岔路口隐约看到一个走
路微微颤颤的人，近了一看是事挨，
晓得他是回村里，我马上靠边并给他

拉开车门，上车后事挨刚开始并没认
出我，过一会他突然冒出一句：“你是
五队功文的崽？”（功文是我父亲
名）。我点点头，并把车上一堆散烟
顺手抓给他，他伸出满是褶皱布满纹
路的双手接住，且嘴不停的连声说着

“捞外啊捞外（意指：谢谢），有事喊到
我哈。”可见，事挨并不傻。

尽管事挨身世贫苦，次于常人，但
他正常的生活起居是有保障的，这得
益于政府的好政策，事挨每个月都有
几百元的低保困难补助，且镇养老院
也有他的固定住所。只是事挨几乎从
不会去光顾，可能他觉得生活在村里，
看着熟悉的面孔，吃着百家的饭菜，会
让他觉得更安全，更踏实。

今晨母亲打来电话，说最近连
日冷风雨雪，但今天晴空万里，阳光
普照，是不是老天对事挨的眷顾，因
为今天事挨“上山”（意指：出殡）。

对啊，事挨一生清寒，孤苦伶
仃，没有寄托，更没有牵挂，待到

“走”时上苍赐予些阳光的温暖是多
么的应该，也是多么的及时！

走好，事挨兄弟。

一个人的成长，有时候是和丢人
现眼绑在一起的。

浩子两年前大学毕业成了我公司
一同事。小伙子是典型的燕见燕舞、鱼
见鱼跃的大帅，他有近1米9的身高，更
有一张古希腊雕塑般的面孔，高高的鼻
梁，深邃的眼眸，一瞥一笑，怪迷人的。

浩子到公司报到的当天晚上，办公
室哥儿姐儿们决定凑钱请他吃成都味道
最巴适的串串香，虽然是“苍蝇馆子”和

“鬼饮食”，我们这一传统已坚持好些年。
但凡有新成员加入，都要凑份子去打平
伙。

路上，浩子拽住我们说：“哥，我是
新人。这单必须我来买，今后的单也必
须由我买哈。”

看来，浩子不光是超帅，更是耿直的兄
弟伙，也是千里难寻的酒友。大家暗喜。

跨进串串店，两个美眉顿时停住
了咀嚼，她们把目光齐刷刷地射过来
——这些眉目流盼、桃腮带笑的小妹儿
们，如果不是鹤立鸡群的浩公子驾到，
你们哪会正眼瞄一眼头顶飞机场、个头
如冬瓜、肚皮像土豆的我们嘛。

刚一落座，浩子便为大伙儿选菜、
打油碟、放调料，好家伙，这小子不仅

有一个玉树临风的形象，更有一套善
解人意的本领，事无巨细，体贴入微，
给我们倒酒夹菜，搞得在旁边服务员
无聊之极，只有摸出手机玩儿。

不仅帅，会处事，但不知道酒量
如何。大伙儿正思忖，浩子缓缓地
站起来，“各位前辈，我单独敬你们
三杯。”大伙恭敬不如从命。

他倒酒、端杯、碰杯、吞酒，一气呵
成。周围尖叫声、掌声不绝于耳。

但他刚敬到第四个人，那张轮
廓分明的脸，白里透着红，红里透着
青。他坐在椅子上大口喘着气，挥
动手臂，豪言壮语，“东风吹，战鼓
擂，今天喝酒谁怕谁，前辈们继续喝
起走！”

接到喝。浩子突然站起来，用脚
哐吱一下把凳子蹬开，从钱包里摸出一
摞百元大钞，拍在桌子上，“继续走起，
今晚在这里吃饭的单全部我买！”

哟喂，大家纷纷放下杯筷，仰望着

疏财仗义的浩子。
突然，浩子猛一转身，一大口秽

物从厚唇里如火山岩浆般喷涌而
出，不偏不倚地喷进邻座那口扑通
扑通翻腾的火锅里……

“妈呀！”两个美女一声尖叫，一脸
惊愕，杏眼圆睁。瞬间，喧嚣的串串店
里回归到了我们之前进店时的寂静，
只剩下火锅里咕噜咕噜翻滚的声音。

“丢人现眼的家伙，喝不得就少
喝个嘛，又没人硬往你嘴里倒，咋这
副德行呐！”俩美女恼羞成怒，玉手
指着浩子怒斥。

还等啥？我们赶紧打躬作揖，赔
了两个美女400大钞，拖着还嚷嚷接到
喝的浩子落荒而逃。

浩子的这次闪亮登场，是以“二傻
子”的面目时时作为办公室的谈资扬名
的。

那以后，大帅哥缄默多了。
如今的浩子，已经是公司里的老员工

了，他从刚来时青涩的帅变成了成熟的帅，
超过了当年那位帅得不要不要的裘德洛。

但，自从上次给他接风后，哥几
个再也没邀约他出去吃饭了。

害怕他再来个鹤立鸡群。

害怕他再来个鹤立鸡群

大帅哥是个“二傻子”
□魏言

1 万张 135 底片面积大小的灰色
地毯，摆满自己收藏的 210 台古老相
机，就为给它们拍张全家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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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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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
天
来
张

腾空整个
客厅，整理 40
个收纳箱，铺1
万张 135 底片
面积大小的灰
色地毯，摆满
自 己 收 藏 的
210 台古老相
机，就为给它
们拍张“全家
福 ”——2015
年 10 月，李康
精选了30台不
同 品 牌 的 相
机，拍了张照
片来纪念自己
的 30 岁生日。
2017年他决定
选 210 台拍张
超大全家福纪
念自己收藏相
机 10 周年，因
为他太爱相机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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