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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十岁就参加工作了，在宁夏戏曲
训练班接受专业训练。学校是全封闭
的，准军事化管理，平时不允许学生回
家。虽然辛苦，但管吃管住，一年四季
都发衣服，还发零花钱，每月一块七毛
五分。

星期天回家，把钱交给妈。返回学
校时，妈给五分钱，让买一包油炸大豆
吃。我一路走着吃着，心里美滋滋的。

妈出身于宁夏银川西大街田家，算
是大户人家。外爷是镖师，家里有几院
房，在中山公园旁有几十亩地，还有几
挂大车，算是富户，在街面上是有头有
脸的人物，街坊邻居都叫他田大爷。如
遇上什么事，报上名号，啥麻烦都化解
了。

妈读过几年私塾，上过夜校，自学
能力极强。她知书达礼，做人正派，曾
在宁夏第一幼儿园任幼教。

妈当年追求进步，抗美援朝时，部
队在银川招收护士女兵，妈积极报名。
爸担心妈上前线有危险，极力反对。妈
每每提起这件事，总是满眼悔意，说：你
爸是有私心的，担心我远走高飞，把他
踹了！

妈会的多懂的也多。会剪窗花，逢
年过节，剪个福字喜字，剪个吉庆有余、
莲花生子、喜鹊报春什么的，一把剪刀，
几张红纸，就把家里搞得喜气洋洋的，
甚是好看。

她还会唱陕北民歌和宁夏花儿，什
么《走西口》《兰花花》，什么《宁夏川好
地方》《宁夏道情》，有腔有调，韵味十
足。她纳鞋底裱褙子时，低低吟唱着，
我和几个妹妹在旁边听着。那时，家里
六个孩子，爸一人工作养家。为补贴家
用，妈经常带领我们几个孩子到城郊大
田里，挖野菜、捡麦穗。

在东城门外，有一条南北走向的
渠，据说是唐朝修建的，叫红花渠。渠
两旁柳树成荫，繁花茂盛，是挖野菜的
好去处。渠坝上向阳面苦苦菜多，背阴
面甜苦菜多，翻找着，半天下来，能挖大
半布袋子。

回家后，在妈的张罗下，头一步是
先摘去黄叶和根茎，抖掉土屑，用清水
反复把野菜冲洗干净。然后再在滚水
中焯一下，挤干水分。待野菜微凉，放
少许盐和醋。油是金贵的，家里经常没
油吃。但妈有办法，她把家里盛油的小
罐放到炉口边上慢慢烤，一会儿工夫，
就变戏法似的从罐子里倒出几滴油点
缀在野菜上。我们被老妈的操作惊呆
了。

我们狼吞虎咽地吃着，嘴里流着绿
水，心里乐着。孩子嘛，只要今天肚里
有食，哪里又会想到明天是什么样子
呢？

妈会做许多我们喜欢的饭食。就
说她做的烩菜吧，河北叫熬菜，山西叫
大烩菜，东北叫乱炖，银川叫烩菜。这
种菜的做法大同小异，各有特色，但妈
做起来则别有味道。

平时家里是不吃肉的，到了星期
天，人最齐，那就是妈做烩菜的时候。

买肉往往是老爸的事，他是老商业
出身，当过银川市烟酒专卖公司的经
理、新城区商业分局的局长什么的。街
上常有人打招呼，叫他“潘经理”。因为
熟人多，也熟悉肉的部位和成色，买肉
时别人一般不敢骗他。

买回的五花肉，先要洗净切块。然
后在锅里翻炒，炒到出油后把肉取出，
在油里放少许红糖，炒出糖稀来。这时
放入肉翻炒上色，进而放入葱姜蒜，继
续煸炒，直至炒出色泽，炒出香味来，这

叫原油炒原肉。然后倒入滚开水，加桂
皮香叶大料和白酒。先大火煮后小火
炖，煮四五十分钟。待肉熟汤浓时，在
锅里分别放入土豆、圆辣椒、韭菜、豆
腐、粉条、白菜等，蔬菜要按位置集中放
置，不能乱。顺序有先有后，颇有讲
究。最后放盐调味。此时，锅虽然盖
着，但香味飘动，肉的鲜汁包容着蔬菜，
蔬菜生发出固有的鲜味，红的肉、绿的
韭菜、白的豆腐、黄的土豆，与点缀其间
的香菜交错，视觉的美感和嗅觉的香味
让人直流口水。

开饭了，一家人围在方桌周围，中
间一大盘热气腾腾的烩菜。我们端着
饭，吃着菜，拉着家常。妈和爸看着我
们吃，不时给这个搛块肉，给那个搛一
筷菜，其乐融融。

古朴的饮食习惯和家人悲欢共度
的情结，让我们对老妈有深深的依恋。

后来，我外出读书，始终感觉妈还
是在身边的。妈在电话中，在书信里，
传递着无尽的关怀……

平时给我写信都是妈或者爸口述，
由妹妹们代笔。记得妈曾经给我亲笔
写过唯一的一封信，那是当年看了电影
《闪闪的红星》，里面有个孩子叫潘冬
子。妈可能触景生情，就动手给我写
信。她问我衣服够穿吗？学校的饭能
吃饱吗？上海的气候能适应吗？虽有
别字，但我还是看懂了，有妈惦记着，心
里是暖的。

孩子就是那天上的风筝，妈就是那
拉风筝的人。风筝飘到哪里，总是要回
来的。当年，我先是在中国作家协会工
作，因搞文化经营需要出差，经常下海
南跑广东……后来，我又调到珠海出版
社。当时这是一家新成立的综合出版
单位，底子薄弱，生存压力大，同事们都

勤奋工作着。我和大家一样忙，熬夜加
班、策划选题、审读书稿、跑图书市场。
那时经常与老妈联系的就是电话，一两
个月打一次。爸耳背，接电话是妈的
事。每每打通，好像妈就在电话机旁边
等着似的，长一句短一句，报个平安。

有一次在电话中，我随意说：过几
天回去一趟吧！话说完了，并没有往心
里去。后来与小妹秋玲聊天，她说，那
年夏天，每到下午5点左右，妈总站在
窗口，向楼下胡同口望着。妈说：看着
点、看着点，你哥会从那个胡同口走回
来的。当时，北京到银川的43次直快

列车下午4点多到站，我一般5点后可
到家。那年我一直没有回去。

听到小妹的叙述后，一瞬间，我不
禁流下泪来，后悔与自责涌上心间。

后来，妈去世了。我经常感到心里
空落落的，妈在家就在，妈走了家就没
有了。人活在世上，是有许多牵挂的。
有一种爱是从不索取，只有养育你、牵
挂你、关爱你，甚至为你流泪流血拼命，
这就是妈妈的爱，无私而伟大！

有一次，在梦中我见到妈，她还是
那模样，那神情，微笑着不说话。我醒
了，枕边有泪，四周静谧。

文体

新华社香港6月8日电 在香港，“刘
德华”这个名字已无需添加更多定语，但
如果非要贴上一个标签的话，“我可以认
认真真地和大家说，我是中国人”，刘德
华说。

上世纪60年代，刘德华在香港大埔
农村出生。在回归前，他始终有一种关
于身份的焦虑，“我们到国外工作或旅游
时，有时会被人问是不是英国人。”

直到香港回归祖国提上日程。刘德
华记得：“那个时候大家都非常兴奋，虽
然还有一点点彷徨，因为没有人经历
过。”

而他属于有信心的那一群人。
1982 年，刘德华第一次到海南拍

戏。三个多月下来，“没有什么不同，感
觉非常亲切”。

1997年 4月，单曲《中国人》发行。
为了拍这首歌的MV，刘德华登上了长
城。中式白衫，红旗漫舞，他站在烽火台
上唱：五千年的风和雨啊，藏了多少梦。

“我嘴巴在唱，眼睛在看，真的会想
到几千年来我们中国人的苦难。”他说，
当时“用尽了自己最深的那口气”。

从狮子山下到长城之上，刘德华第
一次真正感受到，可以用香港人的身份，
跟大家说自己是中国人。

香港回归后，他选择留下。在之后
的25年里，他成为人们口中的“获奖专业
户”“劳模”和“常青树”。

刘德华的故事，开始变得丰富和多
元。练书法、学篆刻，他自觉是一个很东
方的人。

“我的表演里不时会出现一些比较
中国风的东西。”刘德华说，他最不愿意
看到的情景是，“当全世界都喜欢中国风
时，我们才跟进”。

他更频密地往来香港与内地。1997
年后，他数次回到籍贯所在地广东江门，

“就像回到家一样，是一种血脉相连的感
觉”。

2008年汶川地震后，刘德华在香港
召集义演进行筹款，并赴救灾前线慰问，

想“让他们知道身后有着全国人民的支
持”。

他积极投身香港与内地电影合作，
不仅做演员，也投资扶持新人。“很多导
演或幕后工作人员介入不同类型的电影
中，可以慢慢让香港和内地的作品彼此
融合，互相靠近。”

在2015年上映的电影《失孤》中，刘
德华演绎一名坚持寻子十多年的内地农
民，这缘于他被故事内核所深深打动。
那次突破“偶像”光环的表演背后，有着
深刻的情感上的连接。

经历了香港电影和音乐的黄金时
代，刘德华坦言，艺术形式的接受度总会
上上下下、起起落落，“但不能只考虑商
业价值，还要考虑文化的传承和保护”。
他有计划拍一部关于粤剧的电影，“不是
我演，是找年轻人”。

公益活动，也成为其人生的重要部
分。从探望老人、照顾孤儿到临终关怀，
刘德华说，传递爱的工作一定要延续下
去。

今年春节刚过，第五波新冠肺炎疫
情袭击香港，香港演艺界开始筹备一个
行动，把经典歌曲《狮子山下》重新填词，
通过艺人献唱，给市民打气。

“当时我在深圳，离开香港已有一段
时间。”刘德华说，收到歌词后就在自己
房间开始录，“需要我的能量时，我就可
以给，不管多忙或者在世界的哪一个角
落”。

这是刘德华对香港的承担，也是对
自己的要求。

“我家有六个兄弟姐妹，而现在的家
庭很多只有一到两个孩子。”成为一名父
亲后，刘德华觉得应该为年轻人负更多
责任。

对当下香港面临的房屋和青年发展
等问题，他并不回避：“需要给年轻人提
供一个比较好的空间和环境，去迎接他
们的未来。”

未来的香港，的确有着无限可能。
国家“十四五”规划纲要里对香港“中外
文化艺术交流中心”的定位，正是刘德华

思量已久的。
“我年轻时，香港每一年的艺术节都

是重要的时间，很早就要开始找票，因为
我们需要看到世界。”谈及艺术，他语气
坚定——在香港建设中外文化艺术交流
中心的过程中，自己绝对会是其中的重
要一员。

这种坚定，与他对香港和国家的信
心系出同源。

“我在各种不同的地方都说，对香港
前途充满信心。”刘德华说，不止如此，

“25年来，香港人的家国情怀也越来越
深”。他相信，中国人只会越来越团结。

去年7月，刘德华办了一场网络直
播，冠名“这平常的一天”。开始演艺生
涯以来，正是每一个平常日子的叠加，成
就了现在的刘德华。

“在这机遇面前，希望面前，好好地锻
炼。”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25周年主题曲
《前》的MV中，刘德华唱道。

他说，我们要把今天过好，把每一件
事做好。这很重要。

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香港故事

中国人，刘德华 新华社伦敦6月7日电 现
中国网球头号女单张帅7日直
落两盘闯过诺丁汉公开赛首
关，美网冠军拉杜卡努则又一
次因伤退赛。

在作为温网热身赛的这一
草场赛事中，张帅去年曾打入
决赛，今年以4号种子身份出
战。面对西班牙的资格赛选手
布萨，世界排名第41的张帅第
一盘与对手纠缠至抢七局，而
后以7∶4胜出。第二盘张帅则
赢得相对干脆，6∶3拿下。她将
在16强之战面对英国本土选手
布雷奇。

布雷奇当日直落两盘淘汰

中国选手朱琳。王蔷和王欣瑜
也都止步首轮。

同日，世界排名第11的英
国小将拉杜卡努又一次在比
赛中途因伤退赛。自去年美
网一举夺魁之后，本赛季才算
正经体验巡回赛强度的拉杜
卡努已3次因比赛中受伤“半
途而废”。

19岁的她表示，这一次自
己感觉是拉伤了，但还需要扫描
检测才能判断。依照计划，拉杜
卡努在温网开赛前还要到伯明
翰公开赛的草场上找一找感觉，
但她现在坦言自己并不确定能
在本月底开赛的温网前伤愈。

诺丁汉公开赛拉杜卡努再次因伤退赛

中国头号女单张帅进16强

新华社巴西利亚6月7日
电 在2022年世界男排联赛巴
西利亚站的首场比赛中，中国队
以1∶3不敌伊朗队。

近两年来极少现身国际比
赛的中国队开局进入状态较慢，
首局比分一直处于落后、追赶状
态，以15∶25失掉首局；第二局
中国队状态有所恢复，经过开局
阶段的比分交替上升后，中国队
在中局始终保持5至6分的领
先优势，最终以25∶19拿下此局
扳平比分；第三局的比赛激烈而
胶着，双方在中局从14平战至
20 平，然后由伊朗队打破均
势，以25∶22取得这一关键局
的胜利；第四局，中国队开局便
以0∶5落后，此后一直未能缩小
分差，最终以15∶25失利。

按照赛程安排，中国男排还
将在未来5天内先后对战亚洲
老对手日本队、欧洲劲旅斯洛文

尼亚队和主场作战的世界强队
巴西队。

自6月7日起，需守住世界
排名以保证能参加奥运资格赛
的中国男排，将参加至少长达两
月、横跨多个大洲的全球赛事。
对中国队而言，这既意味着争取
奥运门票的机遇，也是对竞技
水平、心理素质、后勤保障的全
方位考验。

据悉，巴黎奥运会排球比赛
资格获取路径相较东京奥运周
期有很大变化。根据新规则，目
前最紧迫的时间节点是2022年
9月12日，国际排联将在这一天
确定巴黎奥运会资格赛的参赛
名单。目前中国队世界排名第
22位，而除东道主法国队之外
只有24支排名靠前的球队能参
加奥运资格赛，而无缘资格赛的
队伍之后也还得依靠世界排名
去争取剩余的5个奥运席位。

世界男排联赛中国队首战失利
未来5天将连遇强手

简介：潘自强 编辑，出版人，
1950 年 2 月 14 日出生于宁夏银
川。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中文
系、中国鲁迅文学院编辑专业。
曾任《朔方》文学杂志社主编、珠
海出版社总编辑、珠海特区音像
出版社社长。编辑出版优秀图书
百余种，有二十多种图书获国家、
省、地区级优秀图书出版奖及“五
个一工程奖”。获“为宁夏社会科
学事业发展作出贡献”荣誉证书、

“为广东省出版事业作出突出贡
献”荣誉证书。

作者（左一）出席珠海出版社《珠海年鉴2003年版》首发仪式。 资料图片

刘德华《中国人》单曲封面。
刘德华在电影《失孤》中的造型。 资料图片

刘德华近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