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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中国画） 陈荫夫 作

谛听山与海的交响谛听山与海的交响
□□綦国瑞綦国瑞

狂舞的兰花
□何 安

5月13日上午，当我从报纸上获悉中国
音乐家协会副主席、二胡“皇后”闵惠芬因病
于 5 月 12 日 10 时 05 分于上海逝世的噩耗
时，我的心头便骤然凝集悲恸的云雾。心乱
如麻，心雨淅沥，然闵惠芬先生生前的音容
笑貌宛如眼前。

我与闵惠芬先生虽只一面之缘，但却记
忆犹新，挥之不去。2010 年 5 月 6 日，家乡
召开浙江省“上虞市二胡学会成立暨民间音
乐家孙文明纪念大会”。会议除了邀请音乐
家何占豪、王永德以及已故上虞籍民间盲人
音乐家孙文明的女儿、女婿外，还同时邀请
了一个特别的嘉宾，那就是我仰慕已久的二
胡演奏家闵惠芬。虽接触不多，却能感觉到
她的慈爱、温和、谦逊。

会议时间显然不短，可我发现坐在主席
台上的闵惠芬始终正襟危坐、笑容可掬，恍
如她平生拉喜庆二胡曲子的模样。会议结
束前，主持人邀其讲话，想不到，她的脸一下
变得严肃起来：“中国的音乐要走进寻常百
姓家，民族音乐与世界音乐要并驾齐驱。上
虞是孙文明的故乡，是最有音乐基础的地
方，希望能开出最鲜艳的花朵。”虽话语不
多，但字字披情，句句入理，当她那般高亢激
越而富磁性的话音刚落，台下便响起了雷鸣
般的掌声。

会议就要结束，想不到的是，会议竟还
安排了闵惠芬的二胡演奏表演。这于全体与会人员而
言，可谓喜出望外。毕竟，能现场聆听闵惠芬二胡演奏
的机会极为难得。

稍事准备，闵惠芬挟一把二胡就上场了。正式表
演前，她先试拉了一小段。我在台下嘀咕，闵惠芬老师
怎么这样认真呀，直接拉不就可以了吗。时至今日，我
才知道这是她一直以来保持的习惯。诚如古筝演奏家
罗小慈所说：“演奏《长城随想》，她甚至背了总谱，不仅
是二胡部分，她对每个声部都非常熟悉。”“每次演出，
她都像第一次登台般一丝不苟；每次演出前，她都会准
时来到排练厅排练。”在与会者欣喜而焦急的等待中，
当她告诉观众将演奏《洪湖人民的心愿》时，全场掌声
轰然响起，很快又复归肃静。

因为孩提时代就观看过电影《洪湖赤卫队》，所以
我对主题曲《洪湖人民的心愿》非常熟悉。在寂静的氛
围中，在闵惠芬稍稍调整气息后，二胡声终于响起。仅
仅只是那么一两声，我的心就被紧紧攫住。只见她静
静地端坐着，绷紧脸，抿起嘴，将满腹的爱恨情仇，将满
腔的热血斗志通过腕下的琴弦得到了尽情的宣泄。或
者说，此时此刻，她的二胡声早就将自己定格在她想象
中的洪湖赤卫队的战斗年代里，幻想着和那时的风雨、
枪炮的回声一起激荡，和那时的主人公韩英重逢。没
有丝毫的煽情，没有半点的矫揉造作和附庸风雅，一切
都从她的手指间时缓时急流淌而出。我并不懂音乐，
我亦难以述说其二胡演奏的种种细节魅力，但在闵惠

芬的演奏里，尤其是她对韩英柔中带刚性格
的想象和塑造，却让我分明觉得乐符一下变
得形象了，同时让我感受到了什么叫细腻，
什么叫抒情，什么叫冲天斗志，什么叫荡气
回肠。在整个演奏过程中，闵惠芬大师没有
将二胡之弓像蛇舞一样飞跳，没有让身姿像
风一样扭动，她只将二胡与弓和自己的身体
与心，连为一体。

坐在我旁边的一位与闵惠芬老师同来
的与会者告诉我，闵惠芬的身体不太好，
1981年身患癌症，历经数次大手术和十多次
化疗。可对二胡事业十分热爱，她一直为二
胡事业的发展奔走呼号，推动各界关注二
胡，关注民乐。但凡需要她出席的场合，即
便身体不适，她也从不推辞。这次莅虞前，
她就在家里养病，可一接到上虞成立二胡学
会和纪念孙文明的会议邀请，她二话不说就
来了。多么令人感动，多么难能可贵。

或许，是为了让我们尽快从悲愤的曲调
中排遣走出来，也或许是为了让我们欣赏不
同风格的二胡曲子，接下来，她拉起了《阿美
族舞曲》。我知道，在祖国宝岛台湾省高山
族群中阿美人是人口最多的一支，《阿美族
舞曲》即取自台湾民歌《阿美族的姑娘》。闵
惠芬以其优美、动听、抒情的二胡演奏，向我
们展示了台湾美丽的音乐风情画。与上一
首不同，听《阿美族舞曲》，总让我隐隐感到

在她的深情演奏里掺和着些许江南丝竹的韵味。如
今，才知她是江苏宜兴人，“那儿丝竹吹打、民谣小调、
甚至庙观道场都充满江南音乐的风格，这便形成了她
自幼对民间传统音乐的敏感和亲和。以后，无论经历
怎样的风吹雨打，她都按自己的生命轨迹成长着，直至
根深叶茂、顶天立地”（王甫建语）。说实话，听过许多
人演奏过《阿美族舞曲》，可谁也没能达到闵惠芬演奏
的高度。为何？是因为缺失了她那样真诚的、纯粹的、
自然的身心投入。她对音乐感情的纯粹，让她手下流
动的音符随之清澈动人。是啊，深湛的传统功底，超然
的艺术心境，令闵惠芬独辟蹊径、独树一帜。

“每个句头、每个呼吸都那么沉稳，每个装饰音、每
个运弓都那么细腻，没有多余的演奏动作，没有多余的
面部表情，一切都很自然，每个音都像是从内心唱出
来”，且让人惊觉原来渗透在音乐中的心灵距离，竟可
以近在咫尺。这就是闵惠芬二胡演奏给我留下的印
象。想起了《倾城之恋》结尾处张爱玲说过的话：“胡琴
咿咿呀呀拉着，在万盏灯光的夜晚，拉过来又拉过去，
说不尽的苍凉的故事——不问也罢！”欲罢不能，欲诉
还休。听闵惠芬拉二胡，你就能听到历史深处的回响，
除了苍凉，还有欢乐，还有壮阔，还有雄健……这是一
种无可替代的享受，一种让人“三月不知肉味”的诱惑。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从某种程度
上说，闵惠芬已经幻化成与“二胡”等同的文化符号。

“二胡”在，闵惠芬就在。

和陈荫夫交往20余年了。这位来自闽东的
老弟是个诗人气质浓郁、性格狂放不羁、真挚热
烈、纵情诗酒，又极有文人雅兴的人。每每相聚
小酌，常选择水榭游船，于波光水色、清空野林
之间饮品佳酿，听美女操琴，食珍馐异味，且时
备纸笔，兴致高远之时便淋漓挥洒一番，可谓入
芝兰之室，有如图画之中，天也水墨，湖也水墨，
山林楼船也水墨，纸笔佳人也水墨，进入天地人
神浑然一体的境界，意趣顿生，是饮酒也沉醉，
不饮酒也恍惚迷离，入沉醉之中了。

与陈荫夫初识，便知道他爱好书法。或许是
性格使然，荫夫喜狂草，是张旭、怀素的倾慕者。
善狂草者，首先性情中得有一个“狂”字，所谓内
得心源，性情巅狂，放浪不羁，才能使笔随心转，
意在笔先，才真正放得开。那是一种打破汉字方
块的豪气涌于笔端，在提按使转之中酣畅淋漓
地笔走龙蛇，乱石铺阶，风中兰草，在狂放之中
带着几分野性，看得出激奋飞跃之情景和得鱼
忘笙的洒脱。自然，不拘一格的形态并非不要法
度，在笔法、笔势和笔意之中，线条的圆润之中
有骨感，在重线、重形之中趋于笔意的超拔，方
为上乘之作。在荫夫最好的草书作品中，我已看
到了这种气象。这得益于他豪放、洒脱的性格，
亦得益于他多年研习经典所积累的功力。

令我诧异的是不记得从哪一天开始，荫夫
又画起了兰花。据我猜度，可能是他夫人名字中
有一个兰字，为表达情之深爱之切之故，便独钟
情于兰了。用他自己的话说，兰花的素雅“像一
位百看不厌的美人”，兰心蕙质，自屈灵君以来，
今古君子俦咸臣服拱之。他画的是兰花，也不是
兰花。花叶参差，龙须凤眼，千百年来画兰的名
家画尽了兰之幽雅、盎然的春意，而荫夫却将狂

草的笔法纳于兰花之中，倾注了对兰花之美的
近于疯狂的情感，故他笔下的兰花，是花卉，是
美人，也是他自己，是三位一体的幻象，是一种
再造的艺术。或许基于此，他的兰花才刚柔并
济，狂放中有优雅，锐利中有柔情，野气中有收
敛。他的兰花是荫夫独有的兰花，既有别于山野
的盆栽之兰，也有别于古今画兰者笔下之兰，其
独树一帜，已被业界称为陈氏兰，或可称之为

“荫夫兰”。
由诗，继而书法，再继之绘画，这看似各不

相同的领域，三者之间却有着本质上的内在联
系，它们创造的都是幻象，都是主观心象在纸上
留下的墨痕，都是人类情感符号的创造。只不
过，诗是重体验和想象力而达成经验的语言运
动体，而书法和绘画则是线条的运动体，但其都
是创造有意味的形式之艺术。因而，荫夫作为诗
人、书画家去画文人画中的兰花，可谓得天独
厚，顺理成章，其兰有诗的韵味，有书法的笔法
笔意，亦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

其实，汉字本身便源于图画的象形文字，写
字便是画字，汉字的每一笔，都称为“笔画”，而
中国文人画却称为“写意”，让画称写，写称画，

都表达的是汉字与文人画的根源。汉字是由点
画构成的“图”，图亦是由书法的线条构成的画，
从根本上说，画兰也是在写字。《说文解字系传·
疑义篇》中称：“鸟书、虫书、刻符、书之类，随笔
之制，同于图画”，可见字的来源，而“草书盛行
乃始有写意画”（徐渭语），亦可见文人画源于书
法中的“写”。从荫夫的兰花中，我们不难看出那
种飞动的线条，甚至有着狂舞的意味，其中蕴含
的气韵，灵动鲜活，洒脱柔美，又有着“折腰断臂
亦风流”的尖新与刚健。用笔的起运顿收，挥洒
自如，狂放肆意，疾速飘逸，给墨迹以淡雅，予刃
叶以强劲，寓草书以兰草之中，其迟速相宜、旋
移狂墨，都看得出他精熟的草书笔法。我尤为注
重他攒叶扭曲的剑兰，以及只寥寥数笔的小品，
不求形似求生韵，笔墨简而又简，那是真正的写
意，赋予兰花以精神品质，是心画，亦是心灵的
外化。这和诗人的以心观物是同理，并非“弄假
成真”，而是信以为真的洒脱，一种关于感觉性
质的超然的思考，在荫夫的笔下，则是感性与理
性复合体的兰花的意象。

荫夫兰呈现的，是一种生命的感觉。那种狂
草般飞舞的线条所构成的创造物，是生机勃发

的情感形式的产物。纵然他是在一张宣纸上的
墨迹，在一种静态的框架之内，但画面所形成的
运动感、盎然的生气、开花的状态，令人感知
可想象的变化以及画家给予它的永恒感。正是
这种“运动在永恒中”的双重性，创造了纯动
力的抽象，“创造了维持其形式的活力”（苏
珊·朗格语）。而“活的形式”是所有成功艺术
家的必然产物，画家画的是他自己的境界和乐
趣，亦是引起人兴趣的东西，那是一株株活的
兰花，有呼吸有情感的兰花，充溢着丝丝缕缕
爱意的兰花，甚至是一反常态如一团火焰般燃
烧的火红的兰花，与梅竹石相伴呈出尘之态的
兰花……一缕缕线条在纸上制造空间紧张并达
成平衡，每一根线条都是活的，通过幻象而展示
自身的生命，充满了表现力。因为画家明白——
把生命赋予艺术品无疑是真正艺术家最为主要
的任务。

我称荫夫为“狂舞的兰花”，那大概是狂草
的笔法，笔意融入兰花之中的缘故。张旭观公孙
大娘舞剑后草书大进，徐渭亦发现“舞中藏草
字”，虞世南也称草书如舞袖挥拂而萦纡，而深
得草书笔意的荫夫兰花，则表现的是兰纤秀锐
利之舞，含凤眼之花，于静态中旋舞，于无香里
生香，摇撼心旌，具有诗的意蕴，富有书法的线
条感和生机盎然的生命力，聚诗书画于一体，是
独特的开拓性的创造，难能可贵。

他的兰花，不仅仅是20余年勤奋的执著书
写，如果加上他习诗习字的数十载光阴，则是其
大半辈子功力的蕴含，如此尽心竭力，锲而不
舍，安能不开创出一个新的境界！

（注：该文2011年3月31日写于北京）

我要蜗牛
□红 孩

■生活质感

■土地与生长前不久，王蒙先生来烟台讲学，说到了他与烟台的大海
的一些趣事，让人忍俊不禁。杨朔、峻青、梁衡等人也都为这
里的大海写下过名篇。凡是来过烟台的人，都会对这里的大
海留下深刻的印象，认准这里是座碧波环抱的港城，其实那
是一水障目，不见青山。君不见市里有烟台山、毓璜顶、小黄
山、南山，更有岱山山脉，山山相连，如青龙游云，不绝于目。
城围山转，海围城绕，才是这里的真正地貎，烟台是在祖国版
图上那数目不多的有山有海的城市。有句广告词说，“爱在
烟台，难以离开”，说白了，在烟台既可畅饮甘甜的山风又可
细品清丽的海韵，有这样奢华的享受，谁还舍得离她而去呢。

记得，上世纪70年代末，我从莱州调到烟台，家就安
在毓西路上，这是一条南北路，长不过千米左右，它的南
面通着南山，北面就是毓璜顶，在这条路上还能踩到小黄
山的尾巴，闻到山上马尾松的清香。南山不是太高，土地
肥沃，解放前山上有美国人的苹果园，也有中国人的苹果
园，据说苹果苗先是由美国在烟台的传教士引进栽培，后
又经过福山人加以改良，是正宗的烟台苹果的发祥地。每
逢春季，漫山遍野苹果花开，洁白一片，繁盛无垠，像是
三月落雪。军政要员、商家士民、太太小姐，赏花之人，
从早至晚，不绝于路。解放后这里被辟为公园，建了亭台
楼阁，养了飞禽走兽，热闹非凡。但最吸引和打动我的还
苹果花开的时节，那花开得层层叠叠密不透风，那花开得
铺铺张张似雪压山川，那才是美得惊天动地，爱得失魂落
魄。在那些如痴如醉、疯疯颠颠、挤挤撞撞的看花人中总
少不了我和妻子、孩子的身影，我们一家人赏花、拍照、
合影，常常忘记了吃饭。弥漫着花香的晨曦，或者是晚霞
满天的傍晚，我也会去爬爬毓璜顶，那是市中心的制高
点，它的开发和建设始于元代，历经600年的打磨，已是钟

灵毓秀，人文荟萃。沿阶而上，亭廊台阁，迤逦相连，古
风习习，荡气回肠。路中的小蓬莱石坊上有一副对联：“天
下文章莫大于是，一时名士皆从其游”。它为清代地方长官
龚易图所书，他那霸气十足的口气，更让游人对被称为烟
台城市种子的毓璜顶多了几分敬重。每至山顶，清风拂
面，品古、观海、听涛，总觉意气昂扬。当年父母来探望
我，请他们去看的第一个地方就是毓璜顶。那天，我拿着
刚刚学会使用的120相机为父母拍摄了以毓璜阁为背景的黑
白照片。现在母亲还把这张照片摆放在桌子上，她是难忘
那海阔天蓝、高阁凌空的景色啊。这些年经济发展势如潮
涨，要金山银山，还是要绿树青山，成为摆脱不开的纠
结，在一次次几乎是你死我活的对撞中，留住祖宗留下的
青山的民众之心组成了最终无法逾越的城墙，政府划红
线、定底线，不但庇护了这些不可再生的资源，而且投巨
资，种树栽花，修亭建阁，把它们雕琢得愈加熠熠生辉，
光彩宜人。

傍山住了差不多十多年的时光，我又傍着第一海水浴场
选了一处房子。当我第一次住进新居的时候，凭窗就可见波
翻浪涌，依稀是住进了一艘不动的大船。在大船上，最激动

的时刻是看日出。清晨，推开窗户，一轮红日刚刚升起，一半
在空中，一半还在水里，此时的大海不是蓝色的，而是金色
的，变成了一汪正在溶化的金水，轻轻地闪荡着，这海中的金
黄与水中的金黄连成一片，构成了一幅旭日升东海的画卷，
这是天地间最壮丽、最激动人心的画卷。而且窗口的画总是
处在四时变动中：春天，大海抖落了冬日的灰色的外罩，换上
了湛蓝湛蓝的春衣，春风轻轻地鼓荡着它，掀起了层层涟渏，
如同仙子在轻柔地掀动着一块巨大的蓝色绸缎，美艳无比。
夏天是它最热烈奔放的日子，它敞开胸怀迎接来五洲四海的
宾朋，身着泳装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劈波斩浪，笑冲霄
汉。这个季节也是我同大海接触最亲密的日子，每天日落西
山之后，我都要穿上泳裤，披一袭长衫，来到它的身旁，投入
它的怀抱，如鱼得水，享受游泳带来的快乐。朝夕相处，耳鬓
厮磨，我感知了它的风貌和品格，感悟了它的胸怀和气魄，倾
听了它的细语和狂吼，也体味了它的痛苦和快乐，它教会了
我达观和包容，也教会了我勇敢和坚定。大海是给人以美的
艺术大师，是指引人前进的明灯。烟台人热情好客、乐于助
人、敢于进取，烟台涌现了刁娜、刘盛兰等那么多的好人，应
该都得益于它的无言的教诲吧。曾经有好多年，大海被严重

污染，海上漂满了塑料袋、烂树叶，脏水和油污常常让它浑身
污迹斑斑，这些年当地政府以壮士断腕的决心彻底整治，让
它时时都洋溢着清新和活力。

可是，人心常常是难以满足的，住山下的时候想大海，住
在海边的时候又想青山，总不能两全。后来我终于有个机会
搬到了东郊莱山区石沟屯的一所房子里，它是处在山和海之
间的一方宝地。我在这里享受到了人间的极乐。站在窗前
东望是烟波浩渺的黄海，伸入海中的黄海明珠日夜放射着光
芒。晴天的时刻牟平的养马岛历历在目。往西看，岱王山高
耸入云，山上雕塑的老寿星，有梅花鹿相伴，手持拐杖，笑看
云起云落。岱王山脉飘然南去，如苍龙飞奔。目光所及的凤
凰山上又建凤凰新阁，与海中的黄海明珠遥遥相望，使城市
更添亮色。5月时节，岱王山上槐花盛开，铺天盖地，香气阵
阵，连我的住所里也无处不飘荡着槐花的幽香。有一次，一
只蜜蜂循着香味嗡嗡嘤嘤地飞进来，我和夫人忙活了半天才
赶它出去。

天天左看海，右看山，谛听着山风与海涛的交响，总是喜
在心头，思绪禁不住如马脱缰，忽然就把苏东坡的词句“老夫
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改成了“左看海，右观山，老夫
也发少年狂”。

30 余年间，谛听着山与海的
交响，享受着山与海的恩赐，我
健康快乐地生活着。是一代代人
像维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和
善待了这片山和海，在金钱横
行、人心浮躁的时刻，要让这动
人的交响乐演奏不息，仍然任重
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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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音 737平稳地着陆于首都机场的停机坪
上，在那硕大的胶皮轮子与地面接触的瞬间，
我竟没有听到一点的声音。我想，此刻所有的
乘客没有人不佩服飞行员的技术有多么的美
妙。那美妙也夹杂着对几位空姐空少的赞美。
就在我从座椅上站起来的时候，在我身后五六
排的座椅上再次传来凄厉的叫声——“我要蜗
牛！”

声音来自一个五六岁的小男孩。从上飞机
他就断断续续地这样叫喊，弄得飞机上的人们
很是烦躁不安，但碍于是个孩子，谁也不好说什
么。我看到孩子的母亲很尴尬，她不好冲孩子
发作，只是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别哭啦，到北
京奶奶家我就给你买。”母亲的话并没有奏效，
孩子照样哭。看来，那蜗牛真的直入孩子的心
里了。

孩子和他的母亲是不是上海人，他们到上
海是旅游还是出差我不得而知，我刚见到他们
是在浦东机场的安检通道。当时，因为是几个
朋友一同安检，我们只顾得跟送站的朋友挥手
告别，并没有注意到我前面还有一对母子。等
我把行李箱推进检测机走到安检员面前时，才
看到惊人的一幕——在安检台上放着一个碗口
粗的矿泉水瓶子，里边装着一只肥大的蜗牛，一
边站着一男一女两个安检员，一边是一个五六
岁的小男孩和他的母亲。小男孩哭道：“妈妈，
我要我的蜗牛！”母亲说：“机场有规定，不允许
携带小动物。”小男孩看了看瓶子里的蜗牛，加
大声音哭喊道：“我就要我的蜗牛！”面对孩子的
满眼泪花，两个安检员面无表情，只是直直地看
着孩子的母亲。那意思很清楚，这是民航的规
定，我们也没办法。

那一刻，我真想求两个安检员，让孩子把蜗
牛带走吧。热爱小动物，是每一个孩子的天
性。我们不能因为人为的制度，而破坏孩子的
天性。可这样的话我实在说不出口，我毕竟是
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的会员，国家林业局还
聘任我为全国未成年人生态道德委员呢！我心
里十分清楚，蜗牛是没有被列入国家野生动物
保护名录的。或许它身份太低，到处都有，不像
大熊猫、丹顶鹤那么稀有金贵吧。我也十分清
楚，这只蜗牛即使被小孩带走了，也不会活很长
时间，离开土地的生命注定不会长久。当然，如
果小孩不带走，这个弱小的生命很快就因安检
员随手往垃圾桶里一掷，一两个小时之后就会
死亡。

死亡，又是面对死亡。或许因为人到中年，
经历的事情比较多了，对生命现在看得越来越
重。就在几个小时前，从诗人周庆荣的口中得
知，青年诗人卧夫因精神抑郁在北京怀柔山里
绝食而死。生前，他曾筹资为自杀而死的诗人
海子修了墓地，而且沿着海子的生活轨迹行走
了一次。周庆荣说，卧夫生前一个月在一次诗
歌活动中，跟他谈到死亡，他当时没有意识到这
有可能是一次真实的表达，如果知道，他一定会
重重地擂上卧夫两拳，把这个对生命不负责任
的家伙打醒。可是，现在一切都晚了。

我还想到，30年前，我在京郊农场工作时，
亲眼目睹了养鸡场里一夜之间成千上万只鸡死
亡的惨状。看着工人们用双轮车从鸡房里往外
推死鸡的情景，我发现所有的工人都目光凝滞，
仿佛一场充满血腥的战役刚刚结束。农场的技
术员研究了半天，怎么也找不出鸡群死亡的原
因。后来，请来市里的专家，经过逐一排查，最
后得出的结论是：由于鸡场里的一位技术员出
国到日本，回来时带回一只鹦鹉，而那只鹦鹉则
带有一种弓形体病菌。这种病菌导致鸡群整体
传染而死亡。听到这个消息，全农场的人都感
到很震惊。想不到一只小小的鹦鹉竟有如此的
巨大威力。

这样的经历和联想，我能对孩子去说吗？
即便我说了，孩子也未必听得懂。善良的心提
示我，孩子还小，在这个年龄最好不要跟他谈有
关死亡的话题。更何况，在常人的眼里，一只蜗
牛能有多大的事？可是，如果我不说，我又该对
孩子说些什么呢？我又能对孩子说些什么呢？
看着两个安检员目光凝滞的眼睛，我觉得此刻
我的眼睛也该是那样的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