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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小喜欢唱歌跳舞。人到中年我
又学习旗袍走秀。经过两年的刻苦训练
和舞台表演，我的身体、形体得到了很
大的锻炼和改善，同时也增强了对美的
追求。但是对于古典音乐，我总觉得它
深不可测，一直没有勇气去探索。恰在
今年初，国内一个从小受到古典音乐熏
陶的好友鼓励我，并作为老师指导我学
习聆听古典音乐。后来洛杉矶的一位文
友也给予我很多指导和帮助。

万事开头难，当第一支曲子贝多芬
《F大调第二小提琴浪漫曲》通过微信发
给我时，我看着手机画面听乐曲，听着
听着就走神。为了能集中注意力，我就
跟着曲子唱。开始，每个礼拜我只听一
支曲子，每天将一支曲子听10遍，当听
完了莫扎特 《G 大调弦乐小夜曲》 第
一、二乐章时，我可以品味出第一乐章
节奏鲜明，旋律流畅优美，第二乐章十
分柔美抒情。尽管我并没有完全理解这
个曲子，但是我觉得好听，老师说：觉
得好听就是起步的开始。当我听贝多芬

《春天奏鸣曲》时，对古典音乐第一次产
生了联觉，我觉得自己仿佛奔跑在绿色
的原野上，花香鸟鸣，无比欢畅。一个月
下来我集中精力在音乐的鉴赏上，边吃

饭 ，边 听 莫 扎 特 《A 大 调 单 簧 管 协 奏
曲》，心却在乐曲中而忘记了吃饭。就
这样一点一点地磨练，巴赫 《G 弦上的
咏叹调》、德沃夏克 《幽默曲》、圣桑

《天 鹅》、 舒 伯 特 《圣 母 颂》 和 苏 曼
《梦幻曲》、约翰斯特劳斯 《皇帝圆舞
曲》、柴可夫斯基 《如歌的行板》 都成
为余音绕梁听后难忘的精神享受。9 个
月下来，我先慢后快，共听了 200 多首
古典音乐的经典曲目，我对音乐的联觉
从感受大自然到逐渐入心，有了心灵的
共鸣，我的精神也得到了升华。

入门时听唯美的古典音乐曲目，这
对培养好感是必要的。但生活并非只有

“岁月静好”的“诗和远方”。贝多芬的
《埃格蒙特序曲》，一支具有强烈戏剧性

场景和矛盾冲突的经典作品。埃格蒙特
是中古时代西欧某国的民族英雄，带领
民众抗击异族压迫并取得胜利。从曲中
我们可以听到挥舞的皮鞭、民众的哀鸣。

古典音乐的每一个音符、每一段旋
律中都隐含着作曲家的心语；他们内心
的激情、热情、爱恋或不屈不挠向命运
的抗争，都随着音乐展示出来。听着不
同的曲目会有不同的感受：你会觉得在
蔚蓝色的天空翱翔；你会看到奔腾的江
河在入海口波浪冲天的壮观；你会体验
到与亲爱的恋人不能相守的苦痛；你还
会听到对命运悲怆的抗争；你会被不屈
不挠的英雄气概所深深震撼。由此而
来，我的内心消除了对疾病的恐惧，对
宇宙、地球、人类、人世间有了更深刻

的理解与认识，而感情世界变得更加充
盈，满心都是爱、同情、怜悯以致想去
拥抱一切善良的人们！

当语言穷尽的时候，音乐便开始扬
帆起航。音乐的弦外之音，不但只可意
会不可言传，而且巧妙入微，深不见
底。每次聆听大师们的曲子，我仿佛穿
越到20世纪以前，与大师们进行心灵对
话，产生灵魂感应。因此古典音乐对我
的文学创作也有深刻的启发。比如：快
板之后的慢板或柔板，重复与回旋，是
古典音乐鲜明的特色。乐章之间往往形
成反差与对比。这种对比与反差，有极
强烈的表现力；写文章，特别是写小
说，又何尝不应如此。例如，人物的对
话和举手投足的描写如能做到鲜明的对
比与反差，那么人物的性格就自然地勾
勒出来了，留给读者的印象一定是深刻
难忘的。

原来我只觉得文学是我心灵的伴
侣 ， 它 使我变得胸怀宽广 、 豁达开朗
并赋予我想象力和创造力。没想到新冠
肺炎疫情让我与古典音乐结缘，心底埋
下了博爱的种子。我无惧疫情的残酷，
坦然面对。有古典音乐为伴，我将受益
终生！

沙来左手托着一只酒盅大的
颜料碗，右手擎着一只笔尖细细
的画笔，高挺的鼻尖险些贴上了
面前的画布，而手上那些微小的
动作幅度却小得如同静止。下午
的阳光透过传习所的窗子照进
来，有一道明亮的弧线从头顶至
后背描绘出她凝然不动的轮廓。
远远看过去，仿佛是一尊雕像。

画布上是一幅已经近于完成
的唐卡。一点点金黄色的颜料正
从沙来的笔尖儿落在深暗的画面
上，宛若浩瀚的时间和无限的光
明正从背后照进沙来的身体和生
命，再由她的身体或内心注入她
手中的笔，最后从笔端溢出，凝
成画面上的色彩和线条。

这幅唐卡名为“财宝天王”。
画中本尊全身呈金质，色泽金黄，
一面二臂，头戴五佛宝冠，身穿黄
金铠甲，佩诸种珍宝璎珞，右手持
宝幢，左手持口吐各种珍宝的宝
鼠，坐于伏地白狮子背上，身上
放射出十万旭日之光……

沙来的唐卡尚未完成，早已
被人以高价订购。整整 10 年的研
习，整整1年多的潜心绘制，在这
个秋天到来之际，她终于欣喜地
看到唐卡这棵生长了两千年的艺术之树上结出了自己的心
愿之果。

10年前，已经25岁的沙来，做梦也没想到自己此生能
够有今天。在平均海拔3200米以上的壤塘，她作为一个11
口牧民之家的第八女，从小到大没有接受过任何系统教
育。从来没有离开过牛群和山谷的沙来并不知道大山之外
究竟是什么样子，也不知道世上除了上山的小路还有许许
多多的路可供选择。但是住在县城里的嘉阳乐住知道，他
不但知道，而且正在整合各方善缘为她以及和她一样的年
轻人搭建一条条从山地、高原通往大千世界的道路。

2009年，是嘉阳乐住以藏传佛教觉囊派第四十七代法
王的身份灌顶传法、收授弟子、开示法要的第十个年头。
10年来，他走遍壤塘的山川和乡镇，体察了6800平方公里
县境内的民情。在总体上游牧多于农耕的藏区，很多家庭
子女众多，不但人均资财很少，而且还出现人口过剩和相
对闲置。由于放牧所需劳力少，劳动强度低，只要一个女
孩子就可以应付，很多适龄男青年只能在春夏之际到山上
挖一些虫草和贝母为家庭增加些收入。冬天来临，大地被
冻成了“铁”，呆在家里的年轻人过剩的精力无处宣泄，便
聚在一起滋生事端。当嘉阳乐住发现这些现象之后，慈悲
心动，深深地为这些年轻人感到惋惜。

从这一年，嘉阳乐住开始四处奔波，找各种机构和朋友，
祈求大家向那些年轻人伸出援手，帮助他们从歧途上回归正
轨。然而，这些民间机构或个人解决这样的问题往往心有余
而力不逮。他决定自己亲自出手，通过开办唐卡、藏香、藏
药、雕刻、堆绣等具有民族特色的传习所，将这些年轻人吸引
到自己的身边，然后再用慈爱和艺术之火将他们的心灵一
点点温暖、照亮。

最初的传习所，是因陋就简，零星分散的。学员少的
专业可以在师傅家里开班，学员多的专业就根据实际需要
租用面积稍大的民居作为课堂。传习所的场租费、学员的食
宿和外出学习的费用都是由嘉阳乐住一个人出。为了更多
地吸引农牧子女特别是贫困家庭的青年，他还承诺为每一个
学员提供每月300元的资助费。为了开阔学员的艺术视野，
嘉阳乐住又求助、联络壤塘县在上海市青浦区金泽古镇建立
了传习基地，聘请著名高校的教授和专家为传习所的学员授
课。夏秋季节学员在壤塘学习，冬季就去上海基地接受培训
或进行深造。经过近10年的坚持和探索，传习所为藏区青年
的成长和走出经济困境积累了成熟的经验，提供了可供借鉴
的模式。最初参加传习所的60名学员如今都已成为壤塘县
县级艺术大师，其中有6人成为县级非遗传承人，学员们独
立创作的艺术作品被全国各地订购，特别是唐卡，在市场
上一幅最高可卖到400万元的高价，而且还一画难求。

2018年，壤塘县进一步重视和发扬传统文化的优势，抓
住“脱贫攻坚战”的历史机遇，确立文化扶贫为脱贫攻坚的重
要渠道，在原来传习所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大了投入，扩大了
规模。不但通过招商的方式在中壤塘镇建成了规模宏大的
壤巴拉非遗传习创业园，将唐卡、堆绣、刺绣、藏纸、藏
药、藏香、陶瓷等传习所都集中到一个园区之内，而且将

“文化+旅游+扶贫”的模式推广到壤塘县全境，共建立各
类传习所47个和18个飞地传习基地，带动3000余名青年以
文创产品实现了脱贫致富和人生境遇的改变。

2010年，受负责传习所管理工作的哥哥影响，沙来选
择了学习唐卡技艺。哥哥带着妹妹去请教嘉阳乐住。嘉阳
乐住能判断出来，眼前的沙来是一个聪慧、勤奋、刻苦的
人。她并不美丽，却天生一股清雅、沉静的气息，正是这
气息让嘉阳乐住看到了她的潜力和未来。嘉阳乐住微笑着
对沙来说：“孩子，你的选择是对的。”

最初的课程几乎让沙来失去信心和坚持下去的勇气。
老师的声音像天边的雷声，轰隆隆响个不停，她却听不懂
那声音所表达的意思。嘉阳乐住鼓励她不要气馁，咬紧牙
关挺过去，就能感受到胜利的喜悦。

靠坚强的意志度过理论学习关之后，沙来开始跟着师傅
按照唐卡的绘制程序一道道向下进展。制作画布、学习打
稿、熟悉颜料的特性和研磨制作、着色、勾线、拉金……

很快，她的绘画便进入着色阶段，这又是一个关键性
的大坎。嘉阳乐住开导说：“当你发现自己画不好的时候，
要反观自身，发现了障碍，然后消除障碍，你就通达了，
画画就是修行。”

多年后，沙来的一幅“财宝天王”宣告完成。嘉阳乐住闻
讯带人前往欣赏、评鉴。“这幅唐卡是同一个主题中极其独
特的一幅，构思巧妙，气韵通透，特别是对线条的理解以及
金线的运用，充分体现
了画师心性的成熟和
技艺的高超。”有专家
这样评价沙来的唐卡。

嘉阳乐住站在唐
卡前良久无言。这幅
唐卡完美告成，俨然是
一个小小的奇迹，带给
他的不仅是一个意外
惊喜，还是一个深深
的感动。

那天，他并没有
对那幅唐卡做任何评
价，可是当他转身离
开时，人们却从他眼
中看到了闪动的泪光。

绰尔，蒙古语，其含义有三解：一
解，石头多的河流；一解，水急浪大涛
声贯耳；一解，穿透之意。

到底何解呢？曰：穿狭而过的河
流。引申之意，也可释之：经历了困惑
和痛苦之后，一切美好如期而至。

——题记

蘑菇圈

大兴安岭林区绰尔林业局河中林
场。正是采蘑菇的季节。今年蘑菇巨
多，林子里尽是蘑菇圈。轰隆隆——几
声闷雷响过，蘑菇就醒了，花脸蘑、榛
蘑、松蘑、龙须菇、草菇、牛肝菌及各
种菌类就争先拱出地面，愣愣地打量着
世界，头上还带着乱蓬蓬的草叶、苔
藓。其实，蘑菇是有眼睛、有耳朵的，
虽然我们看不到，但能感觉到。眼睛忽
闪忽闪眨着，就有鸟语从空中震落下
来。长长的耳朵，360 度探听着，捕获
到的岂止是森林深处的声音呢。

通过细心地观察蘑菇，也许能完全
改变我们对世界的看法。

在森林里，只要向下看，就会不断
地有意外和惊喜出现。并非所有蘑菇都
能吃的，有的能食用，有的不能食用。
能食用的，就是山珍异宝；不能食用
的，就是有害的毒物。绰尔的朋友于霄
辉告诉我，越是漂亮的蘑菇，可能毒性
越大。千万不能被蘑菇漂亮的外表欺骗
了。剧毒的蘑菇食用后，能要人的命。
据说，早年间，林区的夏季，误食蘑菇
中毒致人死亡的事情经常发生。

蘑菇非草非木，它是另外一种有趣
的生命形态——菌类。地球上有 500 万
种以上的菌类，我们能够知晓的仅仅是
数量很少的一部分。蘑菇在土壤、腐殖
层、枯木、落叶上生长，它的使命和功
能就是消化和分解死去的植被。也可以
说，蘑菇是从腐败生物体上创造出的传
奇。它把所有养分回收至土壤中，滋养
草木，滋养生命。

在森林里，草木、动物与蘑菇及其
菌类是一种共生共存的关系。森林绝对
不仅仅是我们看到的那些树，它是一个
群落，即便看起来结构相对简单的森
林，可能也有成千上万种生物。森林的
自我修复能力是强大的，但这种强大很
大程度上取决于蘑菇及其真菌的分解力
和创造力。当腐败之物行将瓦解的时
候，蘑菇将一切消极的能量迅速转化，
靠自身的内聚和吐纳，建立起生态系统
中新的法则，新的秩序。

因之蘑菇，森林里的腐败之物获得
了新生。蘑菇，并非意味着生命的残
局，它恰恰是倒木、枯木、病木等存在
于森林中的价值和意义。在阴暗的角
落，它昂扬勃发，脆弱中似乎有着更为强
烈的东西要冲破一切。蘑菇提醒我们，
森林里从来没有剩余物，从来没有所谓
多余的荒凉，每一个孤独的灵魂，都在
孤独处找到了自己活下去的理由。

苇岸说，世界上的事物在速度上，
衰落胜于崛起。我要说不，蘑菇改写了
这样的说法——崛起终将取代衰落。蘑
菇的生物体结构至今无法破译，它与森
林里其他生物体的联系超出我们的想
象。一位生态学家说：“如果你不知道
森林里有什么，你就无法知道什么叫森
林生态系统。”然而，我们对森林的了解
如此之少，甚至，连哪些蘑菇有毒，哪些
蘑菇无毒，都没有完全搞清。没有蘑菇
及其菌类，森林中倒下的枯树就会层层
堆起，森林里的生命链条就会断掉。

认识蘑菇的同时，也让我们认识到

了生命万物的复杂性。
信步河中林场街头，只见家家户户

屋檐下都晾晒着蘑菇。有的摊在笸箩
里，有的摊在草席上。时不时用手翻一
翻，阳光便一点一点地把蘑菇上的水汽
吸去了。那水汽就成了天上的云。唉！
难怪天上的云朵都像蘑菇呢！

也有很张扬的人家，干脆把蘑菇穿
成一个一个长串，一嘟噜一嘟噜悬挂在
架杆上晾晒。微风中，荡荡悠悠。偶尔，
有鸟光顾，四下里望望，然后飞快地啄几
口晾晒着的蘑菇，又振翅飞往别处了。

河中林场，甚至连空气中也弥漫着
蘑菇的气味。于霄辉说：“今年雨水好，
响雷稠，蘑菇比往年多。年景差不了！”

我不解的是，蘑菇为何就喜欢听雷
声呢？没有雷声的季节，它是怎样蛰伏
在大地里？怎样积累自己的能量？蚯蚓
是它的同伴吗？

我们的欲望和念头太多，我们总是
企图按照我们的想法改变一切，控制一
切，却忽略了自然，忽略了一些微小的事
物。其实，布封所说的文明大厦的围栏
根本不堪一击，一朵蘑菇就可使其坍塌。
也许，毁灭与创造之间只隔着一朵蘑菇。

如果说控制自然，就是文明的话，
那么对于自然来说，也许它不需要这样
的文明。我们是不是应该重新认识文明
了，文明关注的到底是人和社会，还是
自然和地球呢？

大峡谷

绰尔大峡谷。“看，老雕窝就在那
上面！”于霄辉用手指了指劈面而立的
峭壁说。峡谷峭壁因岩石风化的程度，
时间的演变，以及所含矿物质的不同，
而呈现出不同的颜色。有的，一块一块
鲜红；有的，一块一块黝黑；有的，一
块一块淡紫；有的，一块一块铁灰。观
察的角度不同，看到的色彩也就不尽相
同，变幻莫测，气象万千。

我们翘首使劲往上看，在几十丈高
的崖壁顶端似乎有一堆柴悬在那里，

“那就是老雕窝吗？”
峡谷峭壁高度1280米，其上有一处

张着阔阔大口的石洞。洞口冷风嗖嗖，
寒气袭人。神秘的老雕窝就在洞口上端
的石臼里。也许，最危险之处，就是最
安全之所。老雕是一种猛禽，食肉动
物。早年间，曾经有老雕栖息在这里，
它们捕猎河里的鱼，叼到窝里喂养小
雕，也捕猎狍子、飞龙、老鼠、松鼠。
老雕窝下端的地面上，骸骨累累，一片
狼藉。老雕的影子一旦在空中出现，大
峡谷的各个角落，就簌簌地抖动，无数生
命各自逃遁了。

大峡谷纵长 37公里，横宽 4公里，最
窄处只有一箭地。谷深幽幽，峡谷谷底

流淌的河流叫莫柯河，河水平缓，少语寡
言。河里水草清晰可见，也有一种唤作

“柳根”的鱼集群游动。我们散乱的脚步
声，也许惊了它们，它们迅速转身，隐
入深水里，只有溅起的水花，还在水面
泛着涟漪。莫柯河在大峡谷狭口一端注
入了绰尔河，汩汩滔滔向东流去。

“丢溜溜！”老雕的唳声从峭壁上传
来。回音缥缈。

远古时期，大峡谷是活跃的火山喷
发带，色彩斑斓的遗迹至今尚存。重重
堆积的火山石，遍布峡谷南侧的山岭。
那些蜂窝状的火山石，历经岁月的剥蚀
和风雨侵袭，薄薄的苔藓覆盖其上，斑斑
驳驳的暗影里时常有地鼠和黄鼬出没。

老雕是绰尔大峡谷里的王。它统治
着这片森林，时不时，就有一团恐怖的
影子从空中划过。它以这种独有的方
式，展露自己的威严。因之老雕，森林
里的野生动物种群得到了优化。大峡谷
里充满了生命的律动。

树，很多。乔木有兴安落叶松、蒙
古栎、白桦、黑桦、甜杨，也有灌木红柳、
越桔、稠李子。野果都熟了，黑加仑像葡
萄，灯笼果像红豆，刺玫果像火柴头。绰
尔大峡谷是如此的丰饶啊！枯木也是有
的，它们或卧在林间，或躺在荒草中，
安然若之。落叶松生长在火山熔岩上，
根紧紧抓住能够抓住的一切，并深深扎
进熔岩缝隙间，吸取营养，稳固树体。
在我们眼睛看不到的地下，建立起复杂
的根脉体系。大树长了很多年，年轮叠
加着年轮。当大树长到尽头，就长不动
了，就坚韧地挺立着。直到有一天，油
锯嗡嗡作响，巨大的落叶松一棵一棵倒
下，森林里的秩序被喧嚣搅乱了。

“丢溜溜！”哀鸣声在峡谷里回荡，
那只老雕在峡谷的上空久久地盘旋，最
后它绝望地向大峡谷看了一眼，那团孤
独的影子就永远地消失了。

若干年前，绰尔林区开始实施天然
林保护工程，禁止所有采伐行为，给森
林以时间，让它充分地休养生息。春去
春又来。终于，残破的森林渐渐愈合，
传奇重现了。

绰尔大峡谷的森林，可能是大兴安
岭森林中最具代表性的。它的群落形态
不是最完美的，但对于人类而言，它一定
是最接近原始样貌、最具典型性的森林。

森林不修边幅，无需照料。厚厚的
松针和落叶，遮蔽了山路。是的，它既
能毁灭，也能重生。

“丢溜溜！”听到那熟悉的叫声，令人
欣喜不已。莫非那只老雕回来了？还是
它的后代又成为了这里新的王？

敖尼尔

傍晚，我们来到敖尼尔林场场部。

敖尼尔——鄂温克语，意思为兴旺发达
的土地。

林场职工过去都是伐木工人，大禁
伐后，成为了护林人。除了日常的巡山
护林外，家家户户搞起了民俗旅游和林
间养殖，收入相当可观。

当地作家何康红带着我们走进林场
职工苗亚娟的家里。好宽敞的院落呀！
院落的两侧是菜园，种着白菜、豆角、
西红柿、小葱、青椒。苗亚娟一家三口
人，养了 20 头牛，在林间草地散放，一头
牛年底能卖 13000 元，20 头牛一年能收
入多少，算一算就知道了。

苗亚娟是个快言快语的人。她告诉
我们，这几年，随着森林生态系统的逐渐
恢复，林子里的野生动物越来越多，黑熊
吃牛犊子的事每年都有发生。

“你家的牛犊子被吃过吗？”
“吃过，去年一年就有5头牛犊子被

黑熊咬伤。黑熊是国家保护野生动物，
牛犊子是我们私有的活物，也应该受法
律保护呀！”

“找林场论理了吗？”
“找了也白找，场长说，林子里是黑

熊的地界，不是牛犊子的地界，牛犊子闯
进黑熊地界吃草，本身就侵权了，黑熊吃
了白吃！”说完，苗亚娟自己也哈哈乐了。

举目满眼绿，移步全是景。敖尼尔
的村街两边摆满了花坛，花坛里是盛开
的菊花和鸡冠花。从那一张张笑脸上，
我们能感觉到，林区人是快乐和幸福的。

森林，是林区人的一切。
在这里，自然看起来遵循着丰富、繁

茂和多样的原则，森林并未被限制在单
一的结构中。森林，几乎没有空白之处，
如果有的话也会很快被填满。

于霄辉绘声绘色地讲述道，在敖尼
尔，也有野生动物混入牛群情况发生。
马鹿、狍子常跟牛群相伴相随，或者夹
杂在牛群中悠然地吃草。有一年春天，
林场一位职工家的母猪莫名其妙地丢
了，到处找找不到。次年 7 月份的一
天，那头母猪居然自己回来了，还带回
了12头花腰小野猪崽呢。

受此启发，后来林场职工每到母猪
发情期，干脆把母猪赶进山林，任其自由
恋爱。只是在林间空地撒些黄豆和盐
粒，供母猪与野猪享用。如此这般，母猪
欢喜，野猪欢喜。人也欢喜呀！

生态涵养美德，美德亦能涵养自然
无限生机。

林中小语

“山为锦屏何须画，水作琴声不用
弦。”在绰尔期间，林区朋友赵春雨说：

“绿色是绰尔的底色，也是最大的财富和
后劲。从增绿护绿到用绿，在绿水青山
间，绰尔找到了一条生态建设和生态经
济的可持续发展之路。”另一位朋友宋永
利则说：“绿色发展需要绿色思维。绰尔
正在着力打造森林康养基地、森林小
镇、森林人家、森林步道等林区品牌，
大力发展生态旅游业。”

林区告别了伐木时代，正在掀开绿
与美的崭新篇章。

森林，需要空间的分布，也需要时
间的积累。

自然界有自己的秩序。差异和不平
等对于秩序来说，是完全必要的。事物
的多样性决定了事物的差异性。如此，
才能形成一个具有复杂层级和复杂形态
的稳定的生态系统。

什么是森林？什么是生态？置身大
兴安岭广袤的林海中，倾听着那阵阵松
涛之声，这还是问题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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