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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人秘书：感人的文字应与大家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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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郦亮“ 病床上妈

妈的躯体已经缩得比从前小。但我心
里明白，我一生最大的勇敢，都来自
她。”这些日子，著名学者余秋雨的
母亲已“ 走在人生的边上”，余秋雨
推掉一切工作，从北京赶回上海陪病
危的母亲走最后一程。

他每日看着母亲，想到母子往
事，便写成“ 伺母日记”发在微博上，
引发了网友的极大关注。余秋雨私人
秘书金克林昨天对本报记者说，公开

“ 伺母日记” 是他建议的，“ 这样感
人的文字应该与大家分享。”

“ 请你们给我一个机会，
我只有一个母亲”

金克林昨天告诉本报，余秋雨的
母亲已91岁高龄，日前突发中风，失
去知觉，现在每天只能靠营养液维持
生命体征。“ 余先生和母亲的感情很
深，母亲的病牵动了他的心。”

余秋雨11月中旬决定与妻子马
兰立刻从久居的北京赶回上海陪伴
母亲。在11月18日第一篇“ 伺母日
记”中，余秋雨透露向教授课程所在
的学校告假的过程———“ 对方说：

‘ 这门课，很难调，请尽量给我们一
个机会。’我回答：‘ 也请你们给我一
个机会，我只有一个母亲。我这门课，
没法调。’”

据金克林昨天介绍，最近这段时
间，66岁的余秋雨始终守在91岁老母
亲的病床旁。“ 余先生的母亲一直在
昏睡，她自己已经没有感觉，只剩下
生命的体征了。但是余先生看着睡着
的母亲，每天都会想到过去和母亲生
活的一幕幕，并将这些想法记录下
来。”这便是“ 伺母日记”的雏形。

“ 妈妈好些天已经不能进食，用
鼻饲的方式维持生命。我妻子定时用
棉花签蘸清水湿润她的嘴唇。从她小
小的嘴，我想起，她一辈子最大的事
业，就是在一个个极端困难的灾难
中，竭力让全家那么多张嘴，还有一
点点东西可以吞咽。这个事业，极为
悲壮。”在11月20日的“ 伺母日记”
中余秋雨的文字透着抚今追昔时的
心如刀绞。

记者注意到，从11月18日开始，
余秋雨的日记几乎不曾中断。大多数
时间他是在记述母亲温情的往事，但
有时也会透露对于将来的打算，“ 让
母亲走得体面和干净。即便在最艰难
的那些日子，服装永远干净，表情永
远典雅，语言永远平和。到了晚年他
走出来还是个‘ 漂亮老太’。为了体
面，她宁可少活多少年，哪里在乎一
两个星期？”

“ 这样感人的文字
应该与大家分享”

余秋雨的“ 伺母日记”在微博上
一公布，立刻引起网友的强烈反响。
几乎每一条日记后面都有几百条评
论，转发1000余次。不少网友留言为
余秋雨的母亲祈祷，但也有不少人为
那些情深意长的文字所感动，并开始
反思自己陪伴父母的时间太少。

当然，就像过去很多时候那样，
也有一些人对余秋雨公布“ 伺母日
记”背后的想法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有人甚至使用了“ 炒作”一词。金克
林昨天对本报记者说，在微博上公布

“ 伺母日记”是他建议的，因为他觉
得“ 这样感人的文字应该与关心余
先生的读者分享”。

金克林透露，余秋雨是个孝子，
平时对母亲非常好，那些文字完全是
真情流露。余秋雨平时不上网，日记
都写在纸上，金克林看到了就建议公
布，他把一部分日记交给了负责余秋
雨微博的管理员，由他们传上网络。

《 红尘客栈》仍是由周杰伦与
方文山这对金牌搭档创作，音乐内
容就像是一部音乐武侠爱情片，侠
客为了美人封刀隐没，在寻常人家
东篱之下过着“ 远离人间尘嚣”的
饮茶作画生活。

该 曲 加 入 了 中 国 的“ 侠 文
化”，并用古筝与巴乌（ 簧管乐
器，流行于云南彝、苗、哈尼等民
族中），交织西方的钢琴与弦乐奏
出古典的味道，透出一种莫名的
无奈与淡淡的哀伤。而周杰伦更
以时而潇洒、时而感叹、时而悲壮
的唱腔，吟诵这生死气阔的“ 侠骨
柔肠”。

用周杰伦的话说，从之前的
《 东 风 破 》、《 青 花 瓷 》、《 发 如

雪》、《 菊花台》、《 千里之外》等到
现在的《 红尘客栈》，他要让大家
听到最原汁原味的“ 周式中国风歌
曲”。但《 红尘客栈》是否真的“ 原
汁原味”，还须大家听过之后来做
评断。

网友“ 文科生的医学生”听过
该曲30秒的试听版后，按捺不住激
动之情，脱口高呼：“ 我杰伦的《 红
尘客栈》太好听了，杰伦的感觉回
来了，我泪奔了！”

而网友“ Echo”则把听完后的
内心波动，以及对于《 红尘客栈》
词曲内涵的思考，通过微博与大
家分享：“ 听了一下周杰伦新歌

《 红尘客栈》的30秒试听版，就忽
然有了一种爱是绝望的感觉，似
乎他的歌都是一种无奈，一种万
般的无奈！”

但对《 红尘客栈》最为追捧的
当属网友“ 童芸de微笑”，在刚听
过两句试听后，该网友就表示瞬间
被征服了，并断言：“《 红尘客栈》
超越《 烟花易冷》指日可待！”

在周杰伦的作曲与演唱广受
赞誉之后，《 红尘客栈》 的歌词网
友是否买账？对方大才子的又一力
作———《 红尘客栈》，网友们又都
有着怎样的评价？

网友“ 不会唱歌”拜读完《 红
尘客栈》的歌词后，兴奋得舌头都
打了结：“ 这，这，这，歌词逆天了！
期待杰伦首播主打歌！”

而网友“ 情系温布顿”则从中
读出了怀旧的味道：“ 天涯的尽头
是风沙, 红尘的故事叫牵挂⋯⋯这
小段歌词，怎么有点《 东风破》、

《 发如雪》的感觉？”
另外，网友“ honeyLadycoco”

对于方文山将《 天净沙·秋思》的
意境化用到歌词中（ 过荒村野桥，
寻世外，古道） 也予以了好评：

“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
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
在天涯。看了方老师的《 红尘客
栈》 第一感觉就让我想起这首词
了。凄美！”

不过在诗词方面有着一定造
诣的网友却认为《 红尘客栈》的
歌词写得并不怎么样。网友“ I-
am-Neo” 失望地痛喊道：“ 文山
哪，《 红尘客栈》 词真心不太好
啊！在古风圈里以及各种诗词里
那些意境词出现得太频繁了，看
起来就像是各种诗词的诗眼、词
眼集合！”

而网友“ 诗官” 也万分哀叹
道：“ 看着文山老大这词，我心里
凉了。还记得《 青花瓷》、《 东风
破》 带 给 我 意 境 与 文 学 手 法 的
震惊。还记得《 兰亭序》、《 烟花
易 冷 》 带 给 我 的 细 腻 、凄 绝 的
美 。从《 山 水 合 璧 》到《 刀锋偏
冷》再到如今的《 红尘客栈》，我
的心越来越凉了。你的词越来越倒
退至平庸了⋯⋯如今，文山老矣，
尚能饭否？”

上海话剧中心
获六座金狮大奖

本报讯 记者 闵慧 2012全国戏
剧文化奖话剧金狮奖颁奖盛典日前
在武汉举行，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共获
得包括剧目奖、小剧场剧目奖、编剧
奖、导演奖、表演奖、经营管理奖等在
内的6项大奖，展现了近三年来上海
话剧的蓬勃发展。

中国话剧金狮奖创立于1989年，
是我国规模最大、最具权威性的话剧
艺术评奖活动，也是中国唯一的一项
话剧大奖，是以鼓励长期以来从事话
剧艺术工作并作出显著成绩的优秀
话剧工作者的最高奖项。

在本届的话剧金狮奖颁奖典礼
中，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制作出品的话
剧《 钢的琴》获剧目奖，《 活性炭》获
小剧场奖。在个人奖项方面，李容获
编剧奖，雷国华获导演奖，著名演员
徐幸、李建华、徐峥获表演奖，高文琪
获经营管理奖。

“ 海上话剧工场”
千万基金扶持原创

本报讯 记者 闵慧 近年来，北
京人艺、开心麻花、戏逍堂、台湾表演
工作坊等中国各大城市的或官方或
民间的品牌话剧团体，以集团军的面
目涌入申城。但尴尬的是，上海自身
却缺少卖座又叫好的原创本土剧，而
真正具有海派艺术风格兼具思想性
的作品更是少之又少。

为了弥补这一缺憾，又一家沪
上民营话剧机构“ 海上话剧工场”
应运而生。艺术总监葛宏伟豪气地
表示，正如这个名字，“ 海上话剧工
场”的成立，正是抱着打破这种局面
的气魄，以期常年良性运营、弘扬本
土文化，不断为上海奉献优秀原创
剧目。

“ 我们想要做成北京‘ 开心麻
花’那样的民营话剧机构，有自己的
独特风格，有自己的经典剧目，我们
要成为上海的‘ 开心麻花’！”葛宏
伟告诉记者，“ 海上话剧工场做的是
票房、口碑双赢的话剧，这是我们前
进的方向，就像北京人艺的《 四世同
堂》、《 茶馆》一样，我们今后也要有
自己的一两部经典保留剧目。”

葛宏伟告诉记者，他们的海上话
剧工场创作专项基金已经融资到了
1000万，将会用来资助有想法、有能
力的话剧创作者。

据记者了解，海上话剧工场的开
业大戏《 最白雇员》将于明年夏天在
沪首演，该剧将由素有“ 百老汇华裔
第一人”之称的王洛勇主演，是海上
话剧工场跟国家大剧院等院团的强
强联合之作。

少图馆启动
头脑风暴活动

本报讯 记者 郦亮 集益智性和
娱乐性为一体的“ 少儿头脑风暴活
动”近日在上海少年儿童图书馆“ 少
图讲坛”拉开帷幕。在活动中，“ 头脑
风暴指引员” 现场向小读者提出涵
盖历史、地理、文学、生活常识的题
目，而面对这些开放式的问题，小读
者们可以发挥自己的无穷想象，互相
启发，相互激励。

本报讯 记者 闵慧 据台湾媒
体报道，庾澄庆(哈林)和吴莫愁因
选秀节目《 中国好声音》 结缘师
徒。近日，庾澄庆还特地为吴莫愁
量身打造合唱歌曲《 我要给你》。

2人日前在台湾拍摄MV，庾澄
庆还尽地主之谊招待吴莫愁去台
菜餐厅享用料理，并意外发现她
爱吃鸡，最后每顿饭都点鸡肉给
吴莫愁品尝，吴莫愁开心之余，

不 忘 评 价 ：“ 脆皮春鸡看起来挺
风骚的。”

吴莫愁在参赛时争议颇多，但
却被慧眼独具的庾澄庆当作至宝，
甚至传出暧昧，他坦言：“ 就是欣赏
她的怪。” 虽然最后吴莫愁仅拿到
亚军，但她的独树一帜的歌声也让
庾澄庆甘心写曲力挺。庾澄庆笑
言，他们俩都怪，就是非人类想像
的音乐组合。

周杰伦新专辑单曲《 红尘客栈》今首播
古典诗词融入“ 侠文化”惹热议

今 天 是 周 杰 伦
《 十二新作》首发单曲
《 红尘客栈》全球首播

的日子，也是周杰伦能
否摆脱“ 周郎才尽”标
签的关键性时刻。在有

《 东风破》、《 青花瓷》
等珠玉在前，《 红尘客
栈》能否成功接棒，掀
起新的一股“ 中国风”
浪潮？日前网上流传出
来的30秒试听版已经
吊足了歌迷的胃口。

本报记者 闵慧

庾澄庆请吴莫愁台湾顿顿吃鸡

剑出鞘，恩怨了，谁笑。我只求今朝，拥你入怀抱!———周杰伦《 红尘客栈》。

》文娱速递

庾澄庆吴莫愁师徒情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