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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贺加贝都想搞清

楚，昨晚万大莲和廖俊卿到底演

了一折啥戏。 首先得弄清，万大

莲是什么时间离开房间的。他明

明看见万大莲排完戏，端着茶缸

回去了，咋能不在房里呢？ 难道

就在自己蹲厕所那阵儿， 她出

去了？ 出去为啥不锁门？ 天快

黑时，廖俊卿轻轻一推就进去

了， 并且一钻进去就是一夜 。

真是撞着鬼了。 后来证实，万

大莲那晚的确没在。 她排完戏

回房 ，洗了一把脸 ，就跟另外

几个女演员急急火火出去了 。

说是郊县一个歌舞厅开业，请

她们去暖场 ， 凌晨五点才结

束，赶回来刚好上班。 贺加贝

在另外几个女演员那里也得

到了证实。 一整天排练，她们

都是晕头转向的不入戏，一下

场就打瞌睡。 导演骂她们是被

鬼缠住了。 再骂，她们都在一

起叽叽咕咕地笑 。 贺加贝听

见，她们昨晚好像一人挣了一

百块，而万大莲挣了二百。 那

阵儿一两百块可不是个小钱 。

她们好像商量着还要去。

只要弄清楚万大莲昨晚没

在房间， 贺加贝的心里就踏实

了。 至于廖俊卿进去怎么没出

来，那只是吃了只死苍蝇的事。

不过他严重感冒了， 高烧到三

十九度五。 毕竟是深秋，风把一

蓬蓬冬青一次次刮趴下， 又一

次次刮起来，要不是妒火中烧，

他可能早就冻得心凉如冰了。

可直到万大莲出现， 他都没觉

得有多冷。 就是气憋得受不了，

心脑供血始终处于过激状态 ，

眼睛也在吐火舌。 一旦解除警

报，他才发现这次病得不轻。 吃

不下一口，也喝不下一口，走路

都得扶墙摸壁。 他妈喊叫要打

吊针，说只有吊针，才能把这么

重的病扳过来。

他爹火烧天倒是冷静。 贺加

贝躺在床上说胡话， 他还在对着

镜子练他的 “斗鸡眼” 和 “毛辫

功”。 火烧天头上寸草不生，长得

奇险诡谲， 是前抓金后抓银的形

貌。所谓“前抓金”，就是额颅前倾

如瓠瓢；“后抓银”，是后脑勺凸出

似倭瓜。 整个头型是南北随意强

调，各顾各的自由突出。关键是在

南北分界线上， 又异军突起地棱

起两道十分抢眼的骨骼线， 最终

把一颗脑袋， 就结构成了可以直

接用来讲物理、 天体、 数学的菱

形。加之他嘴大、耳大、鼻子大，眼

睛却小如绿豆，只要一出场，几乎

啥动作、表情不用做，掌声、拍椅

子板凳声就响成一片了。 他要再

把双耳上下耸几耸， 两片大嘴左

右错几错，绿豆眼睛来回睃几睃，

立马，剧场顶盖就能被掌声掀翻。

有那笑点低的，出出溜溜，就乐呵

得肚子抽筋， 端直溜到椅子底下

不敢再看他了。

可火烧天从来不笑，连生活

中好像也不大会笑。 冷不丁蹦出

一句笑话来， 别人都笑得捶胸打

背的，他还是那副“老苦瓜脸”不

变色。单位集合开会，他的确没乱

说乱动过，最多自个儿练练“斗

鸡眼”，对着墙壁，咧咧“血盆大

口”而已。可他待的地方，就老是

出现骚动。 尤其年轻人，特别爱

朝他跟前钻。领导就觉得他不严

肃，爱搞怪。 正经场合，几乎也从

来没表扬过他。有人还故意煽惑

说，领导咋不见表扬你哩？ 他会

淡淡地说：组织忙，咱就不烦劳

了！ 人哪，其实多做些自我表扬

是一样的。 大家就笑得喷饭了。

他在家里，也从不跟两个儿子开

玩笑， 更不跟老婆草环胡搭讪。

他单独有间房，是专门用来练戏

的。 那些上台要用的特殊道具，

都是他自己琢磨出来的。放在那

儿，也不许任何人乱摸乱动。 他

老婆即使要打扫卫生， 也都只把

那间房的地面掠一掠。 两个儿子

的丑角戏，全是他教的。 火烧天会

定期让贺加贝、 贺火炬进自己的

房，给他们过几招：或是几个眼神，

或是一段唱，或是几句道白，再就

是讲丑角上台所需把握的特殊要

领。 兄弟俩初学丑，有了几个咧嘴

扯耳的动作，就爱出去卖弄，屡屡

被火烧天骂个狗血喷头。 说这几

下小儿科，就值得出门显摆了？ 那

是杂耍，是猴戏，是卖大力丸的在

暖场子勾扯人。 火烧天对两个儿

子有严格规定：既然唱丑，平常就

不能嘻嘻哈哈。 不嘻哈，别人都觉

得你在嘻哈，再一嘻哈，就嫑想

做人了，谁都想在你头上摸一把。

尤其是他们父子仨， 长得就跟克

隆人似的，一起出行，见了没有不

笑弯腰的。因此，火烧天平常也不

跟儿子出去。即使在家里，气氛也

是异常沉闷， 沉闷得草环老要打

开所有门窗， 哪怕是听院子里的

狗咬、蛐蛐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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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环张罗了半天，说要给贺

加贝打吊瓶，加贝却死不去。她让

火烧天劝劝，火烧天说：“劝啥？一

整夜在大风地里吃炒面， 能不伤

风感冒。 我看他脑子是让门缝夹

了。 ”火烧天一边说着，一边还在

练他的“毛辫功”。 那是一根细溜

溜的毛发辫子， 用酒精胶粘在了

后脑勺上。不知头皮使的啥力，辫

子竟能一翘一翘地竖起来。

草环喊叫：“娃都快烧糊涂

了，你还练烂毛辫子！ ”

“弄湿毛巾擦一擦，降降温就

行了，没啥大毛病。看他以后还胡

踅摸不。 那都是你的菜？ ”

草环不明白地问：“你说啥？”

“说啥他自己知道。 啥脚穿

啥鞋，嫑胡思乱想，就啥都美美

儿的。 一胡思乱想，就啥都鬼鬼

儿的。 ”

贺加贝爱上万大莲的事，火

烧天早就看出了几分端倪。 秦腔

团人有句话说： 别看火烧天是绿

豆王八眼，可世上的事，还没有他

看不明白的。儿子那点小九九，岂
能逃过他的法眼。 他也早明敲暗

打过几次了。可爱情这玩意儿，一

旦上道， 又有谁能挣脱那种像是

鬼魂附体般的魔咒呢。 一个万大

莲， 几乎把一团的男人都搅得神

魂颠倒了：这个说她像玛丽莲·梦

露；那个说她像山口百惠；至于国

内和港台明星，几乎哪个红，就说

她像哪个。总之，就是脸盘盘长得

“祸水”突出，害人不浅呗。老的少

的都有些魂不守舍。 一些领导看

戏也跑得勤了； 财政拨款也不像

过去那么难了。 看来一个漂亮女

人， 是真的能让世界天翻地覆慨

而慷的。贺加贝去凑这热闹，实在

是蚂蚁驮缸———自不量力。 何况

螳螂捕蝉黄雀还在后。 昨晚贺加

贝在冬青蓬里就近蹲守， 更有上

心上肝， 又在他后边布景棚里加

设暗哨的。 还有人在对面南楼上

架了高倍望远镜，整夜观察着“前

沿阵地”的所有动静。万大莲倒是

没逮住，贺加贝的蹲守，却比廖俊

卿的笑话还整得生动传神、 活灵

活现。火烧天一早到团上集合，就

听到了风声。他自己的绿豆眼，也

观察到了各种嘲弄的神情。 后来

见贺加贝呕吐发烧，胡话连天，二

儿子贺火炬， 又进一步报告了外

面听来的添盐加醋细节， 他就决

定，是得给贺加贝上一堂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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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加贝吃了药，草环又物理

降温，烧很快就退下来了。毕竟年

轻，烧一退，就想出去走动，被火

烧天叫住了。

火烧天关了小房门，单刀直

入地说：“还想去蹲守，是吧？ ”

贺加贝愣住了。

火烧天：“丢人不？万大莲岂

是你能夹进碗里的菜？你看操她

心的有多少人？ 戏里老唱：金童

配玉女，才子配佳人。 你是金童？

你是才子？ 也没拿镜子照照，人

家能看上你个唱丑的？ ”

贺加贝不高兴了：“我也没

想唱丑。 ”

火烧天说：“你就这样， 还能

唱啥？ ”

气得贺加贝就想说：我长这样

难道是我的错？ 你也没拿镜子照照

自己的模样。

“我老实跟你说，把万大莲的

念想断了。 老子是怕你折腾出大

毛病来。 ”火烧天说着，还磕了磕

桌子沿，“我唱了一辈子戏， 知道

这里边的套扯。太过漂亮的旦角，

一辈子都别想安生。 不是她不想

安生，是世道不让她安生。她就是

守身如玉、固若金汤、有金刚不坏

之身， 也会被各种坚船利炮打得

遍体鳞伤。更别说角儿身边，本来

就会招惹一些死缠滥打的货色

了。 她一生只会把自己活成乱麻

一团，没得选择的。 你要安生，就

得远离。 何况万大莲把你朝眼里

眨过一下吗？根本不可能的事，又

何必上赶子动气，要死要活的。你

看你妈，跟我过一辈子多美肖！多

棱锃！ 妥妥帖帖、稳稳当当、全全

和和的。都说你妈丑，漂亮能当饭

吃？福在丑人边，懂不懂？你懂不

懂！ ”他又敲了敲桌子。

说起他妈草环，贺加贝无法

跟火烧天对答，那毕竟是他妈。可

这个妈，真的是长得太过丑了点。

儿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他是不

能这样说，也不能这样想。可既然

话赶到这了， 贺加贝也在心里嘀

咕：难道让儿子也再找个丑媳妇，

两人一天说不上三句话， 还要早

早分床过一辈子不成？

贺加贝小小的出门时，他妈

一手牵着他一手牵着弟弟火炬，

走到哪里，都老见有人发笑。他也

不知笑啥。后来长大些才明白，是

笑他们母子丑得“集体、协调、整

单、生动传神”，这是团里一个老

编剧的名言。 老编剧还说：“贺家

四口， 把人间之丑算是一网打尽

了。 ”他爹火烧天也不饶人，有一

次看完老编剧写的新戏， 轻轻拍

着大腿说：“不容易，也是才华呀！

一出戏， 能把天下所有戏的毛病

都一绳子捆来， 烂柴火一样撂一

舞台，哪跟哪儿都不沾，实在不易

啊！ 不过‘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

娟’两句伴唱还是写得不错的，很

有文采、很见功力嘛！ 除此之外，

好像可圈可点之处， 还得拿放大

镜再找找。兴许我眼睛小，一时没

找见，对不起哦！ ”气得老编剧差

点没吐出血来。

贺加贝之所以要上赶子地

爱万大莲， 也正是想对贺家的

未来负点责任， 把土壤好好改

良一下。 他相信跟万大莲合作，

品种是会产生一种升级换代效

果的。 总不能再让自己的儿子，

也长成他爷、他爹、他叔的模样

吧。 至于他妈草环，那就完全是

个关中农村妇女的形象了。 进

城这么多年， 她还保持着头上

“戴帕帕”的习惯。陕西“八大怪”

里，就有一怪是“帕帕头上戴”。

那是农村灰尘大，旱原缺水，半

月洗不起一次头的产物。 现在，

他妈竟然把帕帕当作一种装饰

品了。 在住满了红男绿女的剧

团院子，顶出帕帕来，的确有点

异类。 贺加贝和贺火炬都极力

反对过。 但火烧天不这样看，他

说你妈顶着帕帕， 我才能找到

演喜剧的感觉，要不然，跟关中

戏窝子都活活脱节了。

火烧天给儿子上了半天课，

贺加贝脑子里还是想的万大莲。

那个美，要是弄不到手，还活啥呢

活。

火烧天一拍桌子：“你在想

啥？ 我说话你听见没？ ”

贺加贝咕叨了一声：“听着。”

火烧天：“从此刀割水洗，再

别胡思乱想， 知道不？ 想也是白

想。 谁想谁混账，谁想谁倒霉！ ”

贺加贝没吱声。

火烧天把粘在自己头上的

“毛辫子”噌地拔下来，想粘到贺

加贝光溜溜的后脑勺上去。

贺加贝头一歪：“我头晕。 ”

“练一下就不晕了。 把那蹲坑

守夜的闲工夫，用上一半，不定啥

功夫都练上身了。 ”说着，他用毛

笔蘸了些酒精胶， 硬把小辫子粘

在了贺加贝后脑勺上。

火烧天训示道：“关键是头

皮要起作用，牙关也得用力。 窍

道在咬肌上，看我咋用力的。 有

人弄一根细丝线偷偷朝上拉 ，

那是假的，是把戏。 翘咱就要翘

他个真辫子……”

火烧天的好多硬功， 都是

需要精气神高度集中， 才能练

习得有点名堂的绝活儿。 贺加

贝这阵儿心思全在万大莲身

上，尤其是那个廖俊卿，为啥就

能钻进她的房里， 一整夜都不

出来呢？ 这个不弄明白， 再闹

啥，他神情都是恍惚的。

火烧天照着儿子的菱形脑

袋，啪啪给了两下：“瓜呆笨种，

头顶粪桶。 你走啥神？ ”

（节选自陈彦长篇小说《喜
剧 》， 《人民文学 》2021 年第 2

期，配图自视觉中国）

继《装台》《主角》之后，作家
陈彦推出了“舞台三部曲”的第
三部《喜剧》，刊发于《人民文学》

杂志 2021年第 2期。小说以贺
氏一门父子两代人的生活和命
运为主线，在戏与人生的交相互
动中牵连出广阔的人间世各色
人等的生命情状，并于此间表达
了对戏曲与历史、时代和现实的
理解。如卷首语中所言，“古老朴
素的辩证智慧在命运与生活的
锐利处和无措时，扯出牵肠挂肚
的想象， 发出撕心裂肺的腔调，

流出嬉笑怒骂的台词，更敲打出
千回百转的质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