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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雪，没有飘雪。
大雪，没有飘雪。
冬至，还是没有飘雪。
风，随着意思吹，吹起了黄河千

层浪。
居在金城的人，都期待着一场

雪，银装素裹，洗尽铅华。
冬雪罕至，有的只是零零星星的，

还没落地就已融化，轻描淡写，虚无缥
缈。偶尔看到山巅上的雾凇，抑或在
寒冷的山间瞥见雪凌花，欢喜得不得
了。瞬间，仿佛觉得眉毛上凝成霜，冷
透心，都开始期待一场开打的雪仗。

没雪的日子，蛰居的人们只好逐
着一场梦，来到滑雪场。在人造雪
上，变着法儿撒欢。但总觉得缺失了
一种天籁的韵味。

终于，一场雪飘然而至。白雪覆
盖了大河上下。

这是春雪，从天而降，来自于空
灵，归宿在大地，轻盈明媚地覆盖，不
拒绝脚印，不拒绝炊烟，不拒绝广场与
蛮野，俗生俗事娓娓道来，氤氲成体温
的熙攘，人群是最有生命气息的所在。

喧闹的年代如风一般远去，那颗
经过生活磨砺的心，却已变得沉静柔
软，撒下了温情的种子，萌生出平和
的心境。不再去追逐一场繁华，知道
时光是把无情剑，会消遣世上的一切，
好花也难免缤纷一地，盛景也有暗淡
的一天。只有那平淡的岁月，伴随我
们质朴的生命，眺望黄河东流，闻听河
水汤汤，一起走到人生的尽头。

可雪落人群，也是孤寂的。纵然
食遍人间烟火，也好似一枚遗世而独
立的雪。这精灵从银碗里起舞，柔软
的美，禅意的美，美到惊艳。每一场雪
来，飘在我心间的，不是雪，而是一个
邂逅或者是一场如饥似渴的约会。

我静静地坐在窗前，捧着岁月清
幽，真想捧雪煮茶，让心情安然，让
一本茶事、书事、诗事融化于一盏盏
香气氤氲中。茶无贵贱之分，而分合
在于人心。是的，只要心静坦然，用
大碗盛茶，也会喝出雪的味道。透
彻、光洁、玲珑剔透，直抵心间。

雪，静静落在黄河上。大河远
去，带走的不仅仅是雪花，而是一个
个故事。时光之河缓缓流淌，思绪引
航，或顺或逆，或停或行，道法自然。

雪飘着，一下子又将我的思绪牵
引回了儿时——

儿时的冬天，残留在记忆中最多
的莫过于下雪了。一进入冬季，居住
在河西的我们就盼望着下雪，漫天的
雪花飘飘，那才是冬天的景象，没有
雪的冬天还是冬天吗？那时，冬天隔
三差五就会落下一场雪，或大或小。

于是不经意间在某个清晨起来，
你就会看到地上已经落了厚厚的一层

雪，那漫天的小精灵依然在纷纷扬扬
地飘落。压抑住自己欣喜的心情，顾
不上欣赏这美妙的雪景，拿起扫帚就
扫起院落里的雪。

这是儿时雪天在家里我最爱干的
一件事了。从我记事起，好像每年冬
天扫雪全让我给承包了，从不让父母
亲和家人插手。虽然每次扫雪手脚都
冻得冰凉，可浑身却冒着热气流着
汗，这种乐趣没有亲身体验是很难体
会的。那时家大院落也大，从大门外
到后门外足足有五六十米长，要扫完
需要花费些时间。

我们先扫出一条路来，然后按照
先前院、再后院、最后打扫大门外的
顺序，将里外的雪打扫个干干净净，
堆积在院子里每棵树的周围。院门
外，还是各扫门前雪，家家户户扫着
扫着就联在一起。

等我扫完雪时，母亲的早饭也做
好了，我洗把脸吃完早饭，就和小伙
伴们满世界疯去了。滑雪、打雪仗、
堆雪人、雪地逮麻雀，不玩个昏天暗
地才不肯罢休呢！直到母亲满世界地
扯着嗓子喊着吃饭了，我们才依依不
舍地分别回家。

记忆中，儿时故乡的雪每次都下
得很大。有时接连下几天，而且每次
都埋过脚踝骨。记得上中学时，去学
校要经过大片的树林。一个雪天的早
晨，我去上学，疯下了一晚上的大雪
将路淹没了，天地间白茫茫一片。我
跌跌撞撞地踩着前面的脚印走，放学
回家时天放亮了，才发现原来第一个
走的人走岔路了，后面的人也都跟着
走出了一条弯弯曲曲的路。

踏在雪上，咯吱咯吱的声响，至
今犹在耳畔。

一场雪，飘飘洒洒，让大河上下顿
时变得简洁明了。黄河像一条银色的
飘带明净酣畅。河边的树木，琼枝玉
花。万籁俱寂，任河水东流而去。流
去的是时光，流不走的是记忆。一条
流动的河，让时空开朗。

雪落黄河，四野苍茫。此时，不
禁想起了泰戈尔“死如秋叶之静美”的
诗句。秋叶是一片叶子最后的风景，
死亡是生命结束的时刻，死亡来临还
要保持美的状态，未免过于凄美，却震
撼着人们的心灵。当然，“质本洁来
还洁去”，当面对死亡之时，让自己
的灵魂保持美丽，不仅是趋于高尚的
人生，也是趋于美好的人生。静美涵
养着一股内气，注重自己的内心修
为，更多是一种精神的写照。

每个人的心灵都需要滋养。在这
个孕育的时节，我会迎着风，沿着蜿
蜒的小路，来到旷野，在河边发呆。
清新的空气扑面而来，融融的暖意流
遍全身，一种美好的情愫在心中悄然

滋长。倘若遇上雨雪潇潇的日子，会
选择一个僻静之处，屏气凝神，倚窗
听雪，那轻盈的雪，宛如古筝弹奏出的
旋律，清越悠长，丝丝入耳，让人荡起
悠悠的情怀，享受一段美妙的时光。

夜深人静，一丝微弱的光线从窗
口透进室内，在地上撒上了几许清
辉。习惯在无声的世界里，将自己的
心事铺开，用有色温暖的文字，记录一
段缱绻的情怀。人生在世，难得的是
那份自在和悠闲，那份可心和舒坦。
雪在飘，思绪满天飞。

没有雪的冬天还叫什么冬天呢？
没有冬天的岁月叫什么岁月呢？总有
南方的朋友带着炫耀的口吻说：“我
们那里四季如春呢！”我听了一点也
不羡慕，四季都不分明，那日子该有
多混沌，就像人生只有一种味道似
的，总有些乏味。有雪，冬天才有味
道，有风韵。最好是一场大雪，就是

“燕山雪花大如席”的那种，要不就
是“昨夜忽飞三尺雪”的那种。可
是，这座城市总是下点儿小雪，世界
只是薄薄地敷了一层粉。雪像个顽皮
的孩子，露了个影子就逃得无影无
踪。整整一个冬天，没有那几天大雪
封门的日子，就觉得时光太匆促了，
匆促得连脚印都留不下一个。春雪，
留下更多的是人们的喜悦和深呼吸。

生活是一面镜子，你对着它笑它
就笑，对着它哭它就哭。既然如此，
我们不妨一路微笑前行，悠然从容地
老去，惟愿岁月的静好长驻人间，如唇
边那抹恬淡的笑意，温馨如花，温情似
水，柔柔而和和，绵绵而长长……

等待大雪不期而至，偷得浮生半日
闲，在洁白的雪世界中重回单纯宁静，
回味悠长舒缓的旧时光，让心洗去尘
埃，得到休憩。等待大雪来临，不只为
看雪景，亦为了让雪把美好凝固。大
雪纷飞，覆盖一切丑陋，让世界纯净。

走出家门，来到黄河边。不仅仅
是为了雪。伫立风中，看着河边的
树，忽然间感到它们才是大自然中真
正的智者。内敛睿智，丢弃一切琐
碎，将生命的本质形态呈现出来，干
练、简单、磊落，面对雪雨风霜，精
气神十足，卓然屹立，更显骁勇刚劲。

你看硬朗的枝条上，因白雪堆
积，便柔润丰满了起来，洋洋洒洒，
恣意率性。在冬日的天幕上，勾勒出
一幅自然天成、意韵无穷的书法作
品，给人一种力量，昭示一种精神。
一棵树，只有经历过无数个冬天，才
能牢牢地扎根于大地，昂然挺立，独
自撑起一方绿荫，让风有了琴弦，可
以弹奏天籁之音；让鸟有了家园，可
以繁衍生息；让空旷的大地有了一个
醒目的标志。

在苍凉的背景下，体态魁梧或绰

约多姿的树，透出一种原始、质朴的
美。没有繁茂绿叶的妆点，抑或艳花
与硕果的牵累。繁华落尽，劲枝如剑
直指苍穹，生命的原貌真实地袒露在
天空下，凄凄冷风里彰显挺拔的风骨
与不屈的灵魂。河边的树此刻是线条
了，是国画了，那些线条里也表现了
它们感觉到的寒冷。大地好像沉睡，
仿佛正在做梦。天地静，人的心也
静，静得纷扰全无，杂念全无，烦恼
全无，心底一池清澈、明净！

雪，让世界增了色，添了柔。只是
一场出其不意的雪，就让人们把冷漠、
疲惫渐渐释放。快让我在雪地上撒点
儿野，与雪花撞个满怀。每个人有每个
人的酣畅，每个人有每个人隐秘的欢
乐。还有什么比在萧瑟中遭遇一场大
雪更令人心旌荡漾？沉睡的土地，被雪
花深情的拥吻惊醒，这是天与地的重
逢；春天就要来了，这是天与地的秘
语。白雪覆盖下，孕育着风情万种的美
丽色彩。雪花优雅从容，天地在看似安
静中萌动。土地深处的种子悄无声息
地发芽，汇聚成支撑天与地的震动。

雪落无声，甚至遁形。虚无缥
缈，只觉迎面湿润，沁人心脾。凝眸
处，雪花幻化成薄雾，远处氤氲，近
处只有呼吸。金城在悄无声息的飘雪
中，酣然入眠，漫长沉静。心跳的声
音逐渐明晰。雪花绽放，刺眼的白，
四周都是空的。风吹着雪，暮色苍
茫，一个个故事正在酝酿。

雪花飘呀飘，金城到处都是雪，
玉树琼枝，银楼玉宇，宛若仙境。黄
河边树上的雪越积越多，枝头还在簌
簌地往下落，花落一般美。再荒僻的
角落，也被雪厚厚地覆盖了。雪从来
不会厚此薄彼，带给人间的是同样的
洁白。一层一层，雪让世界突然间进
入一个童话世界。金城如此多娇，在
于兰山上，也在于白塔山上；在于大河
上下，也在于笑逐颜开。幸福会留在
人们心里，也会写在人们的脸上……
就像雪花飞舞，滋润着每个人的心。

不知是对冬天的眷恋，还是对春
天的热恋，一场春雪就这样飘然而
至。灯红雪白，中山桥静如处子一样，
千娇百艳……纯白和寂静，霎时，覆
盖了这个喧嚣的世界，如此静美！

“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
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雪落黄河
之时，静居一隅，可以一个人捧着一
杯酒，清点流光碎影，心也如雪一般
纯净安宁，也可以静静地在窗前欣赏
飞雪蹁跹，看银装素裹的世界，怀想一
些悠远的往事。若是邀上三五好友，
走进农家乐，温一壶酒，上几个菜，品
酒酌饮，谈古论今；或无需言语，只是
举杯聆听窗外雪花飘落的声音，凝眸
一笑，生活的乐趣也大抵如此！

大舅 90 岁生日，大舅的儿子、我
的表哥海山让我写点纪念文章。写什
么呢？大舅的生活点滴我并不熟知，
但大舅给我的印象却非常清晰……

听母亲说，我两三岁时去大舅家
住过一阵子。母亲这么一说，我仿佛
也想起了那个场景。在大舅家的宅院
里，我骑在大舅的脖子上，狗跟在大舅
的身后快乐地奔跑着……

姥姥姥爷共生了 10 个子女，活
了 8个，五女三男。大舅是长子。大
舅家在陕北定边，是老区，大舅也是
干过革命的。

听母亲说，大舅 15 岁时就成了
村上油坊的掌柜了。过去的油坊可是
财富的象征，掌管着油坊，就等于掌
握了一家人的命脉。方圆几十里，大
舅声名远扬，还有可能吸引了一大批
村中巧姑呢！

大舅好学，虽然没上几年学，但
书却读了不少，再加上家族遗风，大
舅上知天文，下熟地理，还是村上有
名的业余“郎中”。

大舅年轻时帮衬姥爷干革命，姥
爷外出打游击，大舅在家掌门。革命

成功后，弟弟妹妹去城里公干了，大
舅却仍然在家掌门。大家进城去享福
了，大舅却在种田。大舅心中多少有
些不悦。说起这些事，大舅常常慷慨
激昂，仿佛当年英气仍在，骨风正健。
但不论城乡，大舅依然是大舅，礼仪规
矩、程序正义，大舅仍然守护着他的掌
门风范，大家仍然长者为先。

大舅家族人都长寿。大姨去世时
84 岁，今年二姨 85 岁，二舅 82 岁，
小舅 80 岁，母亲 78 岁，四姨、小姨
都70多了，身体还都健康。

大舅前些年经常来兰州。第一次
来时正好我娶老婆，大舅来贺，对我
来说待遇极高了。在父母家中，父母
好酒好肉招待了大舅。那天我老婆陪
大舅喝酒，许是高兴吧，大舅只顾自
己喝，也全然不顾老婆用水相陪，还
一个劲地夸赞，“这娃能喝得很呀！”

大舅确是大舅，他的气质、风
度，带着长期养成的特有的王者霸
气。大舅在弟妹中是说一不二的人，
也是特立独行的人。过去兵荒马乱的
年代，造就了大舅特有的刚强和勇敢，
在弟妹中常常是领头羊。

大舅阅历丰富，走南闯北，见多识
广，天文地理、医药、养生饮食，凡其种
种，都有涉猎。有一次他来兰州，正好
赶上我习惯性肠炎犯了，大舅教我连
吃半月去疼片便去了根。

大舅 70多岁在村上还骑自行车，
高大的个头架在车上，远远就能在村
头上看见。串邻居，去镇上，趟地头，
逛集市，一次都落不下，直到有一次摔
倒，着实吓人不小。从此，大舅也就与
自行车无缘了。

我曾 3次陪母亲去过大舅家。定
边，陕北凹地，是戈壁沙漠、盐碱
地，却盛产石油。去大舅家要过定边
县城，第一次去可真不咋的。第二次，
特别是第三次真是变了样了。小表妹
由原来骑行的小摩托换成了小轿车，
老远就在高速路口接着。四姨、小姨
和姨夫们争相簇拥着母亲，母亲回家
的自豪感又平添了更多，原本很浓的
陕北话瞬间成了地道的定边话。

兄妹相见，格外亲热。话匣子一
打开，笑语连连。表嫂从地里回来，又
忙着为我们做饭，特意宰了羊，做羊
肉米饭。我打开了带去的好酒，大舅

兴致勃勃，还喝了几杯。不一会时
间，大舅在村上的儿子都回来了，大
表哥居然 60 多岁了，但在大舅面前
依然是犬子。我突然觉得中国古老的
文化就像在大舅一样普通的老百姓家
中悠久地传承着……

这一次见到大舅，比前些年苍老
了许多，但言谈举止间，不服输，不
认老，那股认死理、敢担当的劲儿却
仍不输当年风采。见到大舅，你真会
被折服，震憾。鲁迅先生讲的中国的
脊梁不都还在吗？

那次见到大舅，大舅说还要再来
兰州，去看他留在往昔的印象，回忆
那过去的情怀。人终有一老，但像大
舅这样睿智、聪慧、知书达理、富有
情商的先人还是健在着吧！

我常常想起大舅，要不是今年太
忙，真想去看看他。有时我在想，90
年在宇宙中太短暂了，但对一个人来
说，却还是漫长的。90 年的风风雨
雨，大舅要怎么应对呢？90 岁的大
舅，他的生日我都未赶上，但他的气
息、笑容以及淡定、果断、坚毅的品
质一直在我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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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居易的 《琵琶行》，我滚瓜
烂熟。

“老大嫁作商人妇”的琵琶
女，“江州司马青衫湿”的白乐
天，这一对“同是天涯沦落人”的
苦命人，因一夜相逢，谱写下了中
国音乐史上的著名篇章。

整首《琵琶行》中，琵琶手弹
奏的曲子，有名称的只有两首，

“初为霓裳后六幺”，一首是 《霓
裳》，一首是《六幺》。它们都是唐
代大曲，所谓大曲，往往歌、乐、
舞三位一体，连缀融合的综合艺
术，一般由散序、歌、破三部分组
成。

唐 代 崔 令 钦 的 笔 记 《教 坊
记》，详细列举了当时流行的46种
大曲名称，每一种曲，都有不同的
来历和故事，其中的“绿腰”，就
是“六幺”。

这里主要说《霓裳》。因为道教
是大唐国教，法曲自然是主旋律。

《霓裳》，全名《霓裳羽衣曲》，唐
明皇李隆基是此曲的创造者。

宋人李上交的笔记 《近事会
元》，卷四 《霓裳羽衣曲》 中，有
关于此曲的来历：

唐野史云，明皇开元中，道人
叶法善，引上入月宫。时秋，上苦
凄冷，不能久留。回于天半，尚闻
仙乐。及归，但记其半曲。遂篴中
写之。会西京都督杨敬述进《婆罗
门曲》，与其声调相符，遂以月中
所闻，为之散序，因敬述所进为曲
身，名《霓裳羽衣曲》也。

虽是野史，情节却相当完整。
开元年间，唐明皇由道士叶法

善引导上天，进了月宫。月宫的秋
天，天气清冷，在这样的环境里，
凡人是不能久待的，但是，月宫中
仙乐阵阵，让人飘浮，如在梦幻。
返回途中，隐隐的仙乐仍在耳边回
荡。等回到人间，只记得半支曲
子，赶紧找纸笔记下来。巧的是，
西京都督杨敬述，这时向唐明皇进
献了一首曲子，音乐专家李隆基一
看，声调和在月宫中听到的差不
多，于是，就将月宫中听到的作曲
子的序，杨敬述进献的作曲子主体
部分，两部分合在一起，起名《霓
裳羽衣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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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10 月 30 日，我到浙江
松阳，松阳作协主席鲁晓敏和当地
作家鬼鬼陪我爬卯山。卯山脚下，
是唐朝著名道人叶法善的出生地，
也是他去世后归葬的地方。

叶法善 （616—720），是和张
天师齐名的中国著名道士。在卯山
腰，有一座永宁观，观里供奉着叶
法善的塑像。四周有壁画，第一幅
就是“伴君游月”。

这是一个仙乐伴奏的宴会场
面。月圆形的画面上，唐明皇，叶
法善，五位仙女，都踩在五色祥云
上。一张矮地宽大茶几，上有各类
仙果和青花壶酒瓶，一仙女双手还
捧着一大盆仙果。唐明皇，身着明
黄亮丽龙袍，右手捏着酒杯，左手
打开一个笏板，似乎在阅读乐谱，
叶法师着鲜红道袍，拍打着双手，
似乎是在打节拍。一仙女抱着大琵
琶，正轻拢慢捻，三仙女围绕着唐
明皇左右伴舞，飞舞起的水袖，和
祥云互为云彩。

这个场面，大约就是唐代野史
和宋代诸多笔记描述的《霓裳羽衣
曲》来历的经典画面了。

基于李隆基的音乐天才，我情
愿将《霓裳羽衣曲》的来历，看作
是一场天才型的创作，这是一次灵
感大爆发。

我们登上卯山顶，这里是千年
道观通天观的遗址。

观破墙基在，卯山草木深。遗
址一片废墟，乱石，蓬蒿，杂树，
藤蔓缠绕。几百平方的山岗，千年
道观的屋基，石生青苔，有的还有
半人高。山岗中心甚至还有一口
井，探头望，深幽然，井中有水，
在强光的照射下，看上去黑黑的。
鲁晓敏说，通天观原是一座香火极
旺的千年道观，不知毁于什么朝
代，从现场的遗迹观察，颓败的年
份已经很久了。

不难想象通天观当年的盛景，
道事繁荣，仙乐飘荡，《霓裳羽衣
曲》一定是主题，因为它连着唐明
皇，连着叶天师。

叶法善活到105岁，在人均寿
命三十几岁的唐朝是个奇迹，人中
祥瑞。据当地传说，李隆基对叶天
师的丧事相当重视，命令唐朝有关
机构千里扶灵回松阳。

2016 年 ， 叶 法 善 诞 辰 1440
年，松阳当地仍以各种方式纪念着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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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基因，生存总是极其顽
强，如杂草，只要有些许阳光雨
露，它就会茁壮成长。

叶天师虽久居长安，也常衣锦

还乡。九十几岁回松阳时，他舍宅
为观，取名淳和观，唐玄宗赐名并
题写“淳和仙府”，且赐戏台一座。

2007 年 11 月，报纸报道了这
样的文化新闻：多年来流传的月宫
调，松阳人说很可能就是神秘的

《霓裳羽衣曲》。
演奏月宫调，至少得7人，两

人吹笛，两人拉二胡，另外鼓、
锣、板各一人。演奏时，锣鼓在
前，丝竹乐器在两边或者后面，打
竹板的在中间。演奏全曲大约需要
六七分钟。乐队队员说：我们这里
迎太保、搞庙会，都要演奏这个曲
子，也不知传了多少年了。

可以肯定，这并不是《霓裳羽衣
曲》的全部，或者真本，但一定有它
的遗传因子，因为松阳有叶法善。

还有让我惊奇的。
瓯江上游，这个偏僻的浙西南

深山县，至今有一种高腔在传唱，
松阳高腔，被赞为戏剧的活化石，
唱词无定格，曲牌连缀，音乐节奏
却自由，高亢，绵长，带着浓浓的
唐代法曲腔调。

我采访过松阳高腔的两位研
究者——松阳县高腔研究会的主
席刘建超、浙江丽水学院的音乐
学 副 教 授 王 建 武 。 据 他 们 的 研
究，松阳高腔是对道教音乐的糅
合。道士布道，很多庄严场合都
要用法曲，另外，松阳高腔的数代
艺人，基本都是道士出身。当然，
祖宗就是叶法善。

松阳高腔的嫡系传承人吴永
明，被称为“松阳高腔梅兰芳”，
我们有过一次简单的网上交流。

我问：松阳高腔的代表剧目有
哪些？

吴答：经过近几十年的挖掘，
我们已经整理出 40 多个传统剧
目，比如《夫人戏》《耕历山》《白
兔记》《买水记》《合珠记》等。

我问：这些剧目中，有明显的
《霓裳羽衣曲》痕迹吗？

吴答：《夫人戏》 就是道教
戏，主题音乐都由法曲构成。《贺
太平》中的砍柴调，我认为和月宫
调十分相似。

刘建超也非常肯定：松阳高腔
中的 《渔家乐》，和 《霓裳羽衣
曲》的相似度在80%以上，许多唱
腔中的骨干音，还有很浓的月宫调
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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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乐天让我们记住了技艺高超
的琵琶女，琵琶女带我们领略了唐
朝大曲的无限神韵。白乐天用文学
表现了音乐，琵琶女用琴声表现了
文学。诗就是琴声，琴声就是诗，

《琵琶行》 和琵琶女，构成了中国
古典文学史上一座伟大的丰碑。

琵琶溅起的声光碎影里，唐明
皇忘情击拍，杨贵妃婀娜弄舞，众臣
们整齐合掌，好一个大唐太平盛世。

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
衣曲。

长恨，长恨。
然而，千百年来，《霓裳》 的

旋律一直撩拨人心。无论多么辉煌
的物质文明，都会随尘而湮灭，但
大曲的精神内核，却永远百世流
芳。

初为霓裳后六幺。
《霓裳》 的种子，在中国，在

松阳，在广袤而绵长的千年时空
里，活跃而勃发。

雪落黄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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