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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享春光

▲曹正平 摄

天 气 好 、春 意
浓，人们纷纷走到户
外，乐享春光。

民乐的历史非常悠久。《诗经》里所收录的诗，
大多数是古时人们劳作时所吟唱的歌。《诗经》里的
诗篇，其特点是“朗朗上口，便于传唱”。而秦汉以
后的诗词，到处都有音乐的印迹。比如李益诗《夜
上受降城闻笛》“回乐峰前沙似雪，受降城外月如
霜。不知何处吹笙管，一夜征人尽望乡。”再如范仲
淹《渔家傲》“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
夫泪。”古时的诗作，特别是边塞诗歌里，戍边将士
们吹奏的大多是悲壮的曲子。在他们的音乐世界
中，有怀乡思亲和精忠报国的音符。

在不知不觉中，我喜欢上了富有历史内蕴的民
乐。民乐的生命绵延不绝地根植于千年文化土壤
里，给人们带来美的享受。在历史的时光隧道里，
民乐是幽通古今的明珠。民乐离我们最近，因为我
们拥有相同的文化渊源；民乐又离我们很远，毕竟
时光穿越了千年。在民乐中，我们可以感受古人的
情感世界，感受他们或悲壮，或忧伤，或舒畅，或无

奈的心灵世界，从而产生共鸣。
我喜欢听一边播放乐曲一边解说民乐的节目，

乐曲和解说互为背景，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感受民
乐的至纯至美。民乐里有许多优美的曲子，《高山
流水》《二泉映月》《十面埋伏》《苏武牧羊》《平沙落
雁》等等，都是民乐中的瑰宝。就说《高山流水》吧，
我在聆听此曲时，仿佛看到一位学问高深、神情飘
逸的隐士端坐琴边，神情专注地弹奏着轻快的曲
子。他的身旁有潺潺的流水，身后有青翠的高山。

《高山流水》是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更是古代文
人学士所追求的灵魂世界。

民乐是一个时代的生活缩影，内含丰富，它把
人们的生活历程浓缩在音乐里，又用音乐的形式
把生活再现出来。每当播放民乐，都使我产生许
多联想，情不自禁地把自己置身于民乐所展现的
氛围中，起舞品民乐，自己的心灵随着民乐律
动。作为汉朝的使者，苏武被困西域十九年。十

九年的风刀箭雨，部属或散或死，他以惊人的毅
力，等待着回到长安，回到大汉王朝的怀抱。在
瑟瑟秋风中，在严冬大雪里，他虔诚地怀抱与生
命同在的符节，赶着羊群，年复一年地等待着历
史的转机。仿佛看到那如刀的朔风，正在肆意地
牵扯着他花白的胡须；仿佛看到他面对绝境，目光
中依然流露出坚韧的神色。终于，十九年后，他胜
利了，他回到了长安，回到了故国家园。苏武完成
了自己的神圣使命，他把象征着大汉皇权——符
节，高高地举过头顶，庄严地奉还给了汉武帝。《苏
武牧羊》成了十大民乐之一，变成了为历代文人学
士所推崇的典范，它以音乐的形式，回放着苏武不
同寻常的艰难历史。

聆听音乐是需要氛围的，民乐更是如此。我非
常喜欢在夜晚收听，跟随乐曲的旋律，或喜或悲，让
民乐的灵魂根植在自己的心里，让民乐的主人公与
自己同在，来一场跨越时空的精神对话。

起舞品民乐
张振勇

我的春天是在朋友圈里降临的。每到三
月，发小阮阮就会在朋友圈里晒她家后花园里
的桃花，白色的，粉红的，玫红的，桃之夭夭，灼
灼其华，看得我羡慕不已。

她家后花园其实是一座街心公园，因为紧
挨着住宅楼，每天上下班都可以穿行其间。一
到春天，满园的桃花竞相开放，染亮整个三月
的心情。阮阮说，就冲我家有这个后花园，谁
拿别墅和我换，我也不换。

当然不换。这绚烂的香雪海岂是花钱能买
来的？但我小时候却不喜欢桃花，觉得它招摇，
未免鄙俗。好像是在步入中年之后，才开始对这
种明艳的花朵有了好感，也许是肆意开放的姿态
让日渐枯朽的中年感受到久违的活力。

这个春天，朋友给我快递来一份惊喜，是一瓶
带着香气的桃花酒。她说闲时小酌一盅，愿与世
无争，醉三生三世。收到这份惊喜，刹那想起《三生
三世十里桃花》里爱喝“桃花醉”的浅浅。桃花谷
里，桃花纷飞，浅浅说：“桃花醉真好喝啊”。

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抱着这一壶“真好
喝”的桃花酒，我去了闺蜜的工作室。午后的
阳光斜斜照进屋子，打开陶瓷酒罐，斟满花朵
造型的酒盅，酒色如花色，粉红色的酒，飘溢出
女人柔美的气息。深嗅一鼻子，酒香四溢。轻
抿一口，芬香甘甜的口感醉了舌尖。朋友曾告
诉我，除了喝，桃花酒还能美颜。倒几滴酒于
掌心，抹在脸上的斑点上，会逐渐淡化斑点。
我依法用桃花酒抹了一把脸，脸蛋泛起了桃花
红，空气里满是香甜的味道。

闺蜜会烘焙，喝了桃花酒来了灵感，说不如
改天烘些桃花饼。一只桃花饼，一口桃花酒，我
们就搬张桌子摆在桃花树下，坐在阳光里喝酒吃
饼赏桃花，岂不美哉？当时以为不过是嘴边的一
句玩笑话，没想到才过了一天，她就做出了桃花
饼。把桃花瓣镶嵌在饼里，用心型模具雕刻成
型，做出一盘心型桃花曲奇。吃一块自制的桃花
饼，这是不是很有春天的仪式感？看来生活中从
来不缺乏美，只要做个有心人，与细微的美好同
行，日子便可以过得如诗一般。

走在春天的桃花林里，我时常会应景地想起
一首诗，题目叫《一首桃花》，作者林徽因。最初
读这首诗，看到题目颇有些纳闷，作者为什么会
用“一首”做量词来形容桃花呢？桃花不是应该
用“一朵”形容更为合适吗？细读诗歌之后才恍
然、叹息，为林徽因跳跃的文思而折服。她在诗
里这么写道：“桃花，那一树的嫣红，像是春说的
一句话；朵朵露凝的娇艳，是一些玲珑的字眼，一
瓣瓣的光致，又是些柔的匀的吐息。”把桃花形容
为一首诗，一篇散文，这样的诗意实在太有创
意。佳句天成，妙手得之。

后来，有人把林徽因的《一首桃花》编了
曲，变成一首声乐作品。我听过青年歌唱家雷
佳演绎过这首咏叹调。说实话，我没想到这首
歌唱出来那么华美。雷佳的嗓音如丝绸般光滑，
每一个飘荡出来的音符都在空中变成一朵桃花，
含着笑，生姿的顾盼。沉浸在香气绕绕的歌声中，
捕捉诗人的情感，并与之共鸣，成了每个春天我
与桃花间的一场诵读。

一首桃花
陆小鹿

昨夜，我又梦回滇南村寨，
仿佛和当地的拉祜族姑娘一
起，穿着节日的盛装，载歌载舞
……

去年初秋，我是带着一份
好奇和渴望到达云南勐海的。
朋友开车带我们上布朗山。他
指着天上的云朵说：“看，我们
要到云朵之上去。”当时，我只
当是玩笑罢了。

车子真的带着我们沿山路
盘旋而上。而当精致的山寨出
现在我们眼前，继而一朵朵山
茶花灿灿地开放，仿佛笑意盈
盈的姑娘在款款走来，表示着
最隆重的欢迎。原来，山寨就
在原始茶园里。

这才像个家的样子。大大
的院子，宽阔的回廊，木制的房
屋。到处是花花草草，因为是热
带雨林气候，这里所有的植物都
长得葱茏翠绿。主人将废弃的
轮胎，闲置的瓦罐都用来当花
盆，因此，整个房屋都被花花草
草所包围着。最有意思的是他
的茶室，一面墙都是玻璃，而窗
子之外，是莽莽山野，可以一边
品茶，一边欣赏云海茫茫，或是
彩云满天。这种豪气非言语可
表达。而吃饭的地方，与厨房相
通，全部木制的干栏式建筑，你
沿着木栈道，可以一直走到茶园
里去。茶园里，一株株古茶树，
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它们看
似不粗壮，个头也不高，却已历
经那么多时光。当地的冬瓜猪，
黑黑的，有点野猪的血统，在茶
园里悠闲地走来走去。而老母
鸡带着一群小鸡，也在茶园里玩
得不亦乐乎，看似沉稳的倒是那
些黄牛，偶尔“哞哞”地叫几声。

那晚，彩霞满天。我们在
山顶看云朵。那彩云将遥远的
天际装点得如诗如梦。此时，
那掩映在茶园里的房子，显得
格外秀美，仿佛一只只美丽的
蝴蝶，翩飞在无边的绿野中。
这里的人喜欢种茶，采茶，制
茶。主人的家里就是一个简单
的茶品作坊。你会惊异地发
现，连七八十岁的老人，都可以
在茶园里健步如飞，甚至三下
两下就能爬到茶树上，熟练地
采茶去。到了晚上，家里人都
将做好的茶丸，打上包装，变成
一粒粒浓缩了自然精华的茶。

在滇南，我仿佛突然寻到
了一种与自然万物相融的感
觉，呼吸着纯正清新的空气，吃
着最健康的蔬菜，体味着最简
单的快乐。这里的人们似乎天
生就是快乐的，他们总是那么
发自内心的微笑，一遇节日就
全寨出动，载歌载舞，燃起火
把，摆起长街宴。于是，我笑着
对远方的朋友说：“我在滇南山
上当神仙了。”

滇南的雨说来就来，一阵
大风后，突然雨点就“噼啪”地
打下来。那些雨点打在茶花
上，那花朵更加水灵灵的。打
在门前的小池塘里，一朵朵莲
花轻轻摇曳，似乎平添几分禅
意。在滇南高山上听雨，颇有
几分顿悟。生命似水而行，那
一路的行走与感悟，才是最丰
盈的收获。

当地的人们，并不羡慕你
来自大城市，反而会骄傲地说：

“还是我们布朗山最好。”一个
身着艳丽民族服饰的小姑娘，
说：“因为售茶，我去过上海、北
京那些大城市，哪有我们山寨
好？到了周末，我和朋友们去
原始雨林里玩，我们滑草、野
炊，乐趣无穷呢。”

回 眸 滇 南 ，我 充 满 了 想
念。那里的山水，那里的风情，
恰似一幅独特的水墨画，总是
让我忍不住回眸，凝望……

一梦至滇南
王南海

春雨淅淅，洗去了冬日
的残迹，布谷声声，催醒了养
精蓄锐的杜鹃，河伯岭又是
一年杜鹃香。

河伯岭是邵阳市最南端
的一座大山，横跨邵阳、永洲
两市，连绵数百里，海拔1500
米，是湘、资水系的分水岭。
这里古木参天，涧水碧绿，竹
海连云，紫气缭绕，漫山遍野
的杜鹃花开，十里飘香，是人
们探索人文资源，游赏生态景
观的“处女地”，养在深闺无人
识。近年来，才被人们发现并
开发，遂成规模。因高山温差
大，花期可长达一个月，农历
三月三前后为盛期。

早上，从邵阳驱车前往
河伯乡政府仅40分钟，下车
后步行 20 分钟就能来到源
头大峡谷入口。峡谷全长约
10公里，谷底山路婉蜒曲折，
涧水潺潺，把鹅卵石冲洗得
发亮，鱼翔浅底。时而路水
穿插，时而路水交织，两壁山
峦叠迭，颜色各异的杜鹃竞
相开放，时有飞禽走兽出没，
抖落的花瓣随水飘来，浓香
扑鼻，会让你顿生“落花有
情，赏花有意”之感。行至中

途，突现瀑布挂在前面，那是
浴仙盆瀑布，相传七仙女逃
出天宫，在此洗澡更衣，来到
人间，左边悬崖上还留有她
发簪。继续前行，至福禄冲，
峡谷遂开阔起来，左边是块
大坡地，名司马坪，约500米
长的坡上全是红色的杜鹃
花。是年，司马相如于此书
写“福禄源”三个大字于坡
上，墨迹未干，阳光一照，习
习生亮，于是长了满坡的红
杜鹃（又名映山红），司马相
如用墨向左右泼去，于是左
山就成了银矿山，右山就成
了磁铁矿。峡谷尽头是两股
清流汇合处，捧上两口清泉
润润喉，沁人心脾；饿了，摘
几朵映山红塞进嘴里，清香
四溢；困了，在花下厚厚的苔
鲜上展开双臂一躺，神清气
爽。越过小岭，往左边顺山
而下，更能领略到白如雪、蓝
如玉的杜鹃花海。70年代邵
阳县50多名知青，在这里开
山造林，数个春秋，以花为
媒，编织多彩的“青春之梦”
故事，传为佳话。

又是一年杜鹃香，勇于
探究，爱美的您，又在哪里！

又是一年杜鹃香
易友林

在我印象中，如果春天
不尝尝香椿，实在有点辜负
这个美好的季节。

香椿的香，清新隽永，滋
养着味蕾，同时萦绕于鼻尖，
吃罢碗底留香。

从立春开始，忍了一冬
的香椿芽才慢慢钻出来，但
迟迟不肯展露嫩叶，一直到
雨水过后，才稍稍伸出汤勺
一般大的叶片来，不过也是

“犹抱琵琶半遮面”的。香椿
长势缓慢，似乎要攥够营养
和水分才肯露脸。直到清明
左右，香椿苗才够采摘，嫩嫩
的，水灵灵的，似乎能捏出水
来。捧一把春天采摘的香椿
苗，顿时感到清香扑鼻，忍不
住口舌生津了。

母亲最拿手的就是香椿
炒鸡蛋，我们总也吃不够。
把香椿洗净切碎，然后打上
几颗土鸡蛋，先是大火爆炒，
然后切几片青椒，小炒一会，
就不断有香气溢出。一盘香
椿端上桌，香椿的绿，鸡蛋的
黄，辣椒的青，真的是色香味
俱全。

小时候我们一到春天，
就盼望着能吃上一口母亲做

的香椿，仿佛不吃香椿，春天
就没来到一样。我们常常去
田野掰香椿苗，人多树少，有
时连芽都掰下来了。再冒出
新芽时，又连忙去掰，结果香
椿树到四月份还是光秃秃
的，一片叶子也没来得及生
长，全被我们打了牙祭。

到城里工作后就很少
吃到香椿了，不过，心底里
倒是一直惦记着这道春天
独有的菜。

前几年，父亲在屋后垦
荒，在地边种了几十棵香椿
树，刚好把地围了一圈。一
到春天，我们提着竹篮到那
片种有香椿树的地里，走一
圈就能摘一篮的香椿。香椿
再次被端上饭桌，滋养着味
蕾，也喂养着儿时的记忆。
母亲说，别人种树都是种经
济林，或者风景树，父亲却种
了香椿，因为他知道我们对
香椿有难以割舍的情结。

雨水一过，老家的香椿
树一定又在抽芽长叶了。特
别想回家看看父亲的香椿
树，想尝尝母亲做的香椿炒
鸡蛋，因为那道菜里有春天
的味道。

等候春天的一道菜
赵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