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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光满面，精神矍铄，腰板
挺直，说话时声如洪钟，很难相
信眼前的沈伐已经80岁！问他
80岁后的最大心愿，他转过身
望着身后墙壁上大写的“谐”
字，缓缓道出：“还是谐剧”。作
为谐剧第二代掌门人，沈伐从
拜师谐剧创始人王永梭先生以
来，他的艺术人生从未离开过
舞台。如今已是耄耋之年的沈
伐，叹气希望自己才30多岁。

“学生徒弟也收了不少，有很多
冒尖的，比如叮当已经是中国
曲协副主席，王迅也是很出名
的影视演员，其他像王磊、高木
木都很努力。”

但他也指出年轻一辈的
谐剧演员对谐剧的理解还不
够深入，“包括像叮当他们，其
实都还是在一个学习的阶
段。”而且，当下像谐剧这样的
传统艺术，真正能够沉下心潜
心钻研的年轻人，并不多。“我
们那些年，并没有考虑太多名
和利的东西。我个人荣誉很
多，所以很满足，还总觉得自
己付出太少，收获太多。这样
也促使我要为谐剧做出更多
的贡献。我自己还能演，就会
继续培养学生。”沈伐笑着告
诉记者，“就像李伯清说的，不
能我们走了之后就剩下一个
空荡荡的舞台。长江后浪推前
浪，说不定后浪还要把我们打
在沙滩上呢，哈哈哈。”

在沈伐看来，一人独演，
一人上台满堂生辉的谐剧，传
统不能丢，“多人出演就是话
剧，不是谐剧。”但必须要不断
前进。“不能再像原来一样单
打独斗，因为时代在进步。在
谐剧的内容上，舞台表现上，
是需要不断改进的。”沈伐坚

定地认为，在传统上加以发
展，这样谐剧才能得到新生。
比如沈伐和好搭档、曲艺编
剧包德宾，就一起深入人物、
深入生活，创作过很多好作
品。“大家都说我们是黄金搭
档，我 80%的作品都是他创
作的。但是期间有一些小矛
盾，加上当时的不成熟，让我
们近十年没有合作。我们和
好如初后都非常后悔，为自己
的不成熟而给谐剧造成的损
失，让我们泪目。”

用“德艺双馨”来形容沈
伐，不为过。从艺道路上硕果累
累，他也从未忘记所有人的帮
助。他会每个月把自己的政府
特殊津贴打给王永梭老师的爱
人江老师，江老师去世后，就分
成两份打给当初舞蹈学校录取
他的两位老师。“这些我都不愿
意说，因为是我该做的。逢年过
节都要去问候我的老师们。我
是一个很有孝心的人。老吾老
以及人之老，谁都有老的这一
天。也是给我的徒弟们看到，老
师是怎么对待自己的老师的。”
沈伐感慨道。

演了一辈子戏的沈伐，初
心不改。“谐剧出来的徒弟还
是不多，要把它普及起来，把
徒弟再一次培养起来。”之前
沈伐一直想做一个谐剧班，
如今他期待能把谐剧推到社
区。“社区的很多爱好者也很
关心，现在（谐剧）观众在不
断流失。我老了，就寄希望于
叮当他们那一辈，把我们四
川这个独有的艺术形式发扬
光大，这样才不愧于一个谐
剧的传承人，不愧于一个谐
剧演员，我想他们能够完成这
个任务。”

有人说，夏天是个热烈的
季节，烈日炎炎，汗流浃背；有
人说，夏天是个焦躁的季节，
昼蝉夜蛙；还有人说，夏天是
一个清凉的季节，冰凉凉的雪
糕让人享受。而我眼中，夏天
是这样的……

就说夏天的雨，春天的雨
是细细密密的，秋天的是萧瑟
的，冬天的是刺骨的，而夏天
的雨是活跃的，它很有意思，

“龙王”酝酿一下，深吸一口
气，将水吐出，瞬间狂风骤雨，
打得树叶摇摇欲坠，晒得干裂
的土地，被雨点把缝充满后变
得湿润起来，还有空气也被打
湿了。它来得快去得也快，很
是爽快！

夏 天 最 美 的 装 饰 是 植
物，五彩斑斓煞是好看。在我
妈妈这样的“植物杀手”下，
我家阳台上的香水百合，玫
瑰也开出了生命之花，平添

了不少颜色。太阳初升，路边
露珠挂上一朵已经绽开的
花，这花便是牵牛花。只是牵
牛花十分短命，午后便已萎
靡不振。相比而言荷花的婀
娜更被众多名家歌颂书写。
夜晚月光倾泻在荷叶，花瓣
泛着红晕，绿油油的荷叶为
它搭建起最好的舞台，鱼儿
在水下嬉戏，不时撞得荷叶
轻轻摇晃。这画面真迷人。

夏季还有最美的味道。“咔
嚓”一声，是外公在切西瓜，这
声音让我忍不住舔舔嘴唇，想
要拿一大块。吃着西瓜，清凉传
遍全身。无聊的大人们总是一
边吃着，一边唬小孩：不把籽吐
出来，会从嘴巴里长根西瓜苗
出来哦！

夏天就是这样一个有活
力、有趣的季节。过了这个夏
天，我也在期待着一个更美好
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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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暑假
到来，夏天也
悄然而至。有
人觉得夏天是
多姿多彩的，
也有人因为有
炎热的天气而
不喜欢夏天。

小朋友喜
欢夏天吗？他
们是在哪里发
现夏天已经来
临的呢？在夏
天里，他们最
喜欢做什么事
呢……

柠檬水打翻的瞬间
我看到了夏
夏是何颜色

我不知从哪说起
冰凉的西瓜
璀璨的星空

还是空调房里的你我他
不 这都不是夏

因为我们身处盛夏
所以何处不是夏

夏 并非仅仅一个颜色
眼望窗台的那盆花 都是夏

夏天，是我最喜欢的季节。因
为在两个月无忧无虑的暑假中，
我可以在灿烂的阳光下，畅游泳
池；在大汗淋漓之后，来一支爽口
的冰棍。

而去年暑假的经历，更是让
我在这个火热的季节，有了一段
不一样的回忆。

“百年百杰致敬长廊”，是四
川科技馆的一个展厅，去年暑假
我荣幸地担任本次展馆的小小解
说员。经过了一个多月的认真练
习后，我终于迎来了解说的日子。
前往科技馆的路上，我一想到要
面对这么多的观众，心就怦怦直
跳。来到科技馆，我带上了扩音
器，只轻轻嘀咕了一声，声音就被
放大了好几倍。我心里一颤，这么
大的声音，如果说错了，别人可都
听得清清楚楚，那可怎么办啊？我
心里更是多了一份担忧。

我在展厅里走来走去，终于迎
来了第一个观众。这位叔叔个子高
高的，戴着一副眼镜，板着脸有些
严肃。我鼓起勇气向他走过去，小
声地说：“叔叔好，我叫徐子昂，我
来给你讲解一下，好吗？”叔叔爽快
地说：“行啊！”于是我开始细致地
讲解起来。因为我过度紧张，表情
僵硬，说话也有些结结巴巴，语言
更是干巴巴的，跟机器人儿说话似
的，有时还会出现一些非常明显的
错误。可叔叔非但没有生气，还一
边微笑着点头，一边若有所思地听
着。等我讲完，他用欣赏的目光看
着我，还表扬道：“你讲得真好，继
续加油！”我可真走运，遇到了这么
理解我的人，这给了我极大的鼓
励，让我的心里暖暖的。

在爸爸妈妈和指导老师的鼓
励下，我越讲越自信，僵硬的脸也
慢慢放松，微笑起来。这次担任解
说员的活动，锻炼了我的胆量，又
增强了我的自信，也为那一年的夏
天涂抹上不一样的色彩。

春生夏长秋收冬藏，这就是一年
四季的变化，有人喜爱万物复苏的春
天，有人钟爱秋高气爽的秋天，有人
向往寒风呼啸的冬天，而我却独爱那
骄阳似火的夏天。

早晨，一轮火红的太阳挂在东
边。哇！太阳是那样红，红得娇嫩，红
得迷人，我望向窗外，一只只鸟儿叽
叽喳喳地四处搜寻着虫子。有的在空
中盘旋，一下子俯冲而下；有的站在
房檐顶上，向下四处张望；还有的在
地上奔跑着，弯着腰搜寻着……草地
上，一滴滴晶莹剔透的露珠在小草身
上滑过，划过草尖儿，掉入草丛中，还
帮小草洗了个澡。

到了晌午，烈日炎炎，蝉立在树枝
上“吱吱”叫着，刚吃完午饭的人们只
觉得身体十分困乏，加上蝉优美的鸣
叫，一下子便进入了梦乡。鱼儿们潜在
池塘下，这时的荷叶如同一把大绿伞，
荷花如同一个个娇小可爱的仙子，用
粉白色的裙摆挡住阳光的照射。

进入傍晚，天空一下子变了脸，
顿时乌云密布，天也黑沉沉的，仿佛
随时都要压下来，风也在街上四处游
荡，人们刚意识到不对，一场暴雨就
已经从天而降。老人家立马将扇子插
入腰间，快步走到屋檐下；下班的人
们将包放在头上，小跑着回到室内；
小朋友们立马乱成一片，奔跑在回家
路上……

夜幕降临，这场大暴雨总算停了，
灰尘已全被洗净，空气变得非常清新。
一家老小来到公园悠闲地散步，小朋
友们在水坑中蹦来蹦去，宠物们也兴
奋地跑来跑去……总算到了“音乐会”
表演的时间，只听见“呱——呱”，那是
青蛙在领唱；又听到“啾啾”两声，那是
蟋蟀在伴唱；再听“嗡嗡——”，那是蜜
蜂也飞来助唱了。

虽然夏天没有春天那样生机盎
然，秋天那样硕果累累和冬天那样白
雪皑皑，但它也有自己独特的迷人风
光，让我不禁陶醉在这夏日情怀之中。

夏天
□ 草堂小学西区二年级3班 李梦朵

夏天
来了

有趣的夏天
□ 芳草小学六年级3班 刘墨

那个不一样的夏天
□ 棕北小学四年级3班 徐子昂

指导教师：任然

夏
□ 迎宾路小学五年级1班 杨云熙

指导教师：余莉

夏日情怀
□ 成都双语实验学校四年级1班

梁奕欣

“王保长”沈伐办八十寿辰
三喜临门还有这样一个心愿……

头戴礼帽，满脸麻子，
穿上保长服，笑起来眯着
双眼，眉毛像弯弯的月亮。
喜感十足的两撇八字胡，
用浓重的卷舌音软绵绵来
了一句：“三嫂子，你跟我
走！”末了，还摇头晃脑地
笑出声来。这是说的哪
个？“王保长”沈伐，他马
上就80岁了！从1976年
开始，沈伐就开始扮演“王
保长”这个角色，一直演到
现在。“王保长这个人物已
融入了我的生命。”沈伐回
忆说，“我在演王保长的过
程中，时常出现时空幻觉，
分不清楚我是他，还是他
是我，我下意识地用他的
语言、神态、动作进行一种
常态的生活。”

7月9日，沈伐八十寿
辰暨从艺65周年嘉乐会
在华侨城举行，包括李伯
清在内的亲朋好友一同见
证这一时刻。平时不懂浪
漫的沈伐，给了相濡以沫
54年的妻子黄家惠一个
最盛大的金婚纪念仪式，
感谢她一路走来的默默支
持。“前些年我的身体很不
好，我的爱人付出了很大
的努力，把她的命都搭在
我的身上这样在照顾。”一
旁的黄家惠满脸幸福，笑
而不语，这就是婚姻最好
的模样吧。

沈伐与妻子黄家惠的恩爱，
早已为人所津津乐道。走进沈伐
的家，精心装裱的夫妻合照，印
着两人头像的抱枕……幸福随
处可见。“那是她年轻时的照片，
当时是一名优秀的川剧演员。”
沈伐目光之所及，是挂在墙上的
一张黑白照：标准的鹅蛋脸，大
眼睛清澈灵动，年轻时的黄家惠
非常漂亮。

沈伐和黄家惠是在 1968 年
结婚，至今沈伐还记得当时收到
的礼金，一共 30 多块钱，买了一
床纯棉的被子，一直用到现在。

“你给师娘做过最浪漫的事情是
什么？”面对记者的疑问，沈伐流
露出少年的羞涩，“她相夫教子，
我在艺术上冲刺，其实没有什么
浪漫的事情，就是在过日子。”黄
家惠也在一旁乐呵呵地望着他，

“当然我们也有吵架的时候，最后
都是我‘投降’，四川男人都是耙
耳朵的嘛，哈哈。”

就是这种平淡生活中的同甘
共苦，才让老两口在漫漫人生中一
路披荆斩棘。前几年，沈伐遭遇了
一场重病，让所有至亲好友都非常
担心。“现在身体很好了，还可以演
出。很感谢医护人员，他们救了我
一条命。”面对疾病，沈伐甚至连一
滴眼泪都没掉过。“我的爱人付出
了很大的努力，把她的命都搭在我
的身上这样在照顾。”也因此，大病
之后，沈伐把最爱的烟酒戒了。

沈伐很感谢有黄家惠一路的
陪伴，“我很感谢她，没有她就没
有我们这个家庭。她本来是川剧
演员，因为我一直在外面奔波，她
舍弃了自己的事业，才有了现在
这个和睦的家庭。”如今，四世同
堂的一大家子其乐融融，“两个儿
子很争气，都在从事音乐方面的
工作。我现在曾孙女都四岁了，我
很满足了。”

“黄老师，你最喜欢沈老师哪
一点？”黄家惠很爱笑，望着沈伐，
脱口而出：“哪点都喜欢。”

正是因为黄家惠为家庭默默奉献，才
能让沈伐登上事业巅峰，成为谐剧第二代
掌门人，全国知名的笑星。早在 1986 年，
沈伐便带着谐剧《零点七》参加央视春节
联欢晚会，成为四川第一位把四川方言艺
术带上春晚舞台的演员。随后在1988年，
沈伐又与岳红合作，再次登上央视春晚舞
台，表演《接妻》。

但在大众心目中，“王保长”才是沈
伐最经典的作品。从四川人艺重排

经典剧目《抓壮丁》开始，到后
来的电视剧《王保长歪传》，还

有《王保长后传》《王保长今
传》，在沈伐几十年的舞台
生涯中，再也离不开“王
保长”。“人艺的《抓壮
丁》在全川演了20多场，
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对
我来说是非常珍贵的一
次学习过程。作为艺术
的殿堂，四川人艺在表演
方面要求很严格。我不是

戏剧专业出身，是学舞蹈
的。只有自己下苦功夫，天天

练，琢磨台词，才能真正演活这
个角色。”

“王保长”这个角色的成功，也弥补

了沈伐的一个遗憾。当年，沈伐、李伯清、
刘德一“桃园三结义”，结拜为兄弟。三人
当中，年纪最大的沈伐反而知名度略逊一
筹：“刘德一有‘傻儿师长’；李伯清有‘散
打评书’，我差一个叫得响的代表角色。”
最终，“王保长”成为了沈伐的代表作。

沈伐潜心研究和塑造王保长人物形
象已40余年，对人物的理解、行为的表现
方式、语言的表达都有自己的独创性。“王
保长这个人物已融入了我的生命。”沈伐
回忆说，“我在演王保长的过程中，时常出
现时空幻觉，分不清楚我是他，还是他是
我，我下意识地用他的语言、神态、动作进
行一种常态的生活。”甚至，只要沈伐一扮
上王保长，身边的人都不会叫他的本名，

“都是叫我‘王大爷’，还要问候一句‘三嫂
子呢’？”

“王保长”，沈伐在舞台上已经演了
3000多场，难道不会烦？“恰恰不会，越演
越喜欢。”沈伐笑着告诉记者，“因为演员
是很需要新鲜感的，如果你自己都觉得
厌烦了，那观众怎么能得到新的东西
呢？”一个人在台上摸爬滚打，又哭又闹，
是很需要功夫的。“我从来没有疲劳过，
一直到现在。包括现在让我去演出，首选
都是‘王保长’这个节目。”沈伐语气中没
有丝毫犹豫。

耄耋之年的沈伐有心愿耄耋之年的沈伐有心愿

希望自己才30多岁
还要继续教学生

““王保长王保长””演了演了30003000多场多场

分不清我是他
还是他是我

不懂浪漫不懂浪漫的沈伐的沈伐

给妻子一个
最盛大的
金婚纪念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任宏伟
实习生 何艳玲 摄影 王欢

沈
伐
与
妻
子
黄
家
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