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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茱莉亚”的完美演绎

第一乐章，李伟刚、何为、希拉·布朗、金兗珍以及低音提琴演奏家张达寻似乎还在寻找默契，但声部线条已经交

代得非常清晰了。从第二乐章开始，五位演奏家就已经互相契合着在德沃夏克的语境里奔放起来，他们呈现给我们

的听觉感受是，节奏鲜明、音色醇厚，旋律流畅又令人产生无限遐思。

春花秋月秋月
绣娘用她们的金指银针，绣出对生活的挚爱之心。

金指银针苏绣娘
■ 文文

“银针金指”的说法，我是从一位
苏州文友的文章标题中借鉴来的。
他文章的标题是《金指银弦》，写的是
他拉小提琴的感受。一把精美雅致
的小提琴，夹贴在脸颊下，像亲近聆
听又仿佛与之低徊倾诉，挥弓推拉，
指尖点揉指板上的弦，在弓法和指法
合作下，惊天地泣鬼神的仙乐从和鸣
中倾泻而出。外表看去，一切美妙的
音响都从银色的四弦与乐手灵巧的
手指演奏下诞生，这指这弦，足以用
金银来名状。

同样，我为之倾倒的刺绣，也是
绣娘用她们的纤纤巧指牵引着一枚
枚绣花针绣出，那何尝不是用金指银
针演奏出的不朽立体旋律！

春日里，唐人贺知章的咏柳短诗
是华人共同的一道美味点心：碧玉妆
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
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条件反
射一般，在这个季节里，迎面遇到一
株迎风飘拂的鹅黄新柳，我心头就会
跳现这首短诗。只不过在今春，我脑
海中还会放映出太湖畔的八千双巧
手，也如人间的二月春风，不但给了
我们一株株诗意的新柳，还给我们带
来了这个世界的万紫千红。

在今春，有八千绣娘的太湖边镇
湖镇出了一件大事。

2011 年，中国与欧盟启动了中
国与欧盟地理标志协定的谈判。其
主要内容，就是双方对等共同评选出
带有“地标”性质的物产品牌。好事
多磨，直到 2020 年 9月双方终于正
式签署协定。我国入选的200多个
地理标志产品，都是经过近乎万里挑
一的严格甄别评判，最终分两批入
选。今春的3月1日，此地理标志协
定正式生效。这个地理标志中的入
选者，都是地名带物名，如武夷岩茶、
五常大米、桐江鲈鱼、巴伐利亚啤酒、
帕尔玛火腿，有点儿像母亲与女儿的

关系——母亲养育了女儿，仿佛反
哺，女儿出名了带着母亲也一同出名。

苏州的洞庭（山）碧螺春、阳澄湖
大闸蟹、镇湖刺绣，入选了。其中，镇
湖刺绣是江苏省唯一入选的手工艺
品类。再细看，入选者百分之九十五
都是吃喝的农牧产品，手工艺品极
少。一个小镇的刺绣，代表了中国的
刺绣，这太了不起。我前几年应邀撰
写《太湖观澜》一书，纵横了解一番中
国刺绣，因此对这个镇的绣娘在今春
的殊荣敬佩不已。

苏绣与湘绣、蜀绣、粤绣并称中
国的“四大名绣”，它们彼此排名并不
分先后。从历史来看，湘绣似乎应该
排名最靠前，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
土的文物能推断出，湘绣已有两千多
年的历史，与苏绣等一起列入第一批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但苏
绣在现当代更出众。据中国工艺美
术协会的统计，在全国刺绣市场上，

“四大名绣”中苏绣产值占到80%，而
其中的80%又来自镇湖一镇。

传说记载，苏绣起源于泰伯仲雍
兄弟奔吴。当时土著吴人为了劳作
方便和抵御水中毒蛇水怪，实行“断
发文身”，在身上刺青，以期达到以毒
攻毒的防范效果，以身上的古怪图案
吓唬水中的敌人。但这样抛开审美
不说，对于身体健康也有害。仲雍想
改变这种习惯，苦于无良策。仲雍的
小女儿名叫女红，她因为在做针线活
时不小心刺破了自己的手指，一滴血
染红了白色的绸衣，为了遮掩，她便
尝试着在血印上用红线绣出一朵红
梅，就此发明了刺绣。这种美丽花纹
的衣物比身上的刺青更美丽。于是，
仲雍第一个穿上刺绣的衣服下水，水
蛇见了果然吓得纷纷逃遁。这样一
推广开来，才使得土著吴人一改以往
的刺青陋习。后人为了纪念这一伟
大的发明，就将针线手工活用勤劳聪
敏的仲雍小女儿名字来命名，都称之
为“女红”。

受这个传说的启发，我有时就觉
得这亮闪闪的绣花针，如同中华传统
的针灸之银针，且寓审美与健康于一
身，有益于民族的心灵和肌体。而看
着绣花绷，我竟然将之联想成了泱泱
太湖，其波澜千变万化，出神入化。
绣娘则如美神飞天，在三万顷碧波上
翩翩起舞，娱天娱地，娱人娱己。

镇湖是苏州高新区的一个特色
小镇，全镇人口只有两万多，从事刺
绣的绣娘就达八千多名，这门古老的
技艺已经成为该镇的支柱产业，刺绣
收入占到小镇家庭收入近八成。她
们的许多作品，都已成为国礼赠送给
欧盟友好国家的领导人，传递着东方
的礼仪。

而且，她们还突破了以往小作坊
的格局，2018年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
览会上，主会场迎宾厅中一幅大型原
创苏绣《玉兰飘香》，就出自镇湖绣娘
协同作战的巧手。工艺美术大师姚
建萍率200人团队奋战100天突击完
成。这件苏绣作品，不仅是中国苏绣
史上迄今绣制篇幅最大的作品，而且
还是绣制人员最多、绣制针线最长的
巨作。

那是一个庞大的工程。绘制时，
同时在作品中工作的人数一般不超
过20人。但她们分成多批次，像一
群蜜蜂轮番冲刺，100天中绣出了大
约一亿两千万针，将画面酣畅淋漓地
完成。每一朵花都在白、黄、绿、红四
套色系中选色，每套色系又拥有从浅
至深的18个颜色来丰富表现力，也
就是说每一朵花用了近百种色彩的
丝线。

这让我想到苏绣中知名的双面
绣，那也是苏州最鲜活的象征：细密
的针脚、完美的构图，温婉动人的苏
州呈现的是粉墙黛瓦之外的绚丽五
色。更重要的是，苏州人巧穿时空用
双面绣展现出苏州的特质，一面是传
统，一面是现代；或者说一面是经济，
一面是文化。

不觉想起那个寓言一般的摔碎
小提琴的故事。小提琴家演奏出美
妙的音乐，听众很多都将注意力集中
在名琴上，结果小提琴家当众摔碎了
小提琴。解读有多种，其中至少有一
种，那就是金指银弦是重要的，比金
指银弦更重要的，是演奏家的一颗阳
光般明媚的心。绣娘用她们的金指
银针，绣出的是对生活挚爱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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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碎石遍布，白色的大鸟在天空中

被击中，鸟儿挣扎着,扑打着翅膀，羽毛纷

纷飘落……没有人知道羽毛去了哪里。

■ 毛庆明

“如果你看我的书，一本叫作《务虚笔记》的书，你也就
走进了写作之夜。你谈论它，指责它，轻蔑它，嘲笑它，唾
弃它……你都是在写作之夜，不能逃脱。因为，荒原上那
些令你羡慕的美丽动物，它们从不走进这样的夜晚。”

智人和动物的本质区别在于思考，在人类大脑的沟沟
壑壑里，遍布哲学和禅。史铁生21岁的时候，突患腿疾瘫
痪，从此在轮椅上度过了38年。在漫长岁月里，肢体的残
缺让大脑变得异常活跃。生或者死、健康或者残疾、贫穷
或者富有，一个个哲学命题拷问着他的灵魂，在秋叶萧瑟
的地坛。

所以有了长篇小说《务虚笔记》。有了写作之夜，有了
那座荒寂的古园和祭坛，有了南方神秘的宅院和北方大片
金黄的葵林。以这些场景为依托，画家Z、诗人L、F医生、
O、T、女导演N、WR、残疾人C以及Z的叔叔等人交错登
场，他们各自独立，却又时时重叠，为我们上演一幕幕人生
话剧。有人说，一个人只有一个人生，而我们通过阅读好
的文学作品，可以获得很多个不一样的人生。我想史铁生
就是如此。残障困住了他的身体，却无法束缚他的灵魂。
他将对人生的渴望，转化成不同的角色，奉献给我们。

然而被捆绑的身体是他挣脱不了的枷锁。当他年复
一年日复一日在地坛公园看着不变的四季和一样的晨
昏，当生命变得如此无趣，死亡就会展现出异常的绚丽。
当死亡序幕拉开的时候，史铁生给我们讲述了一条鱼的
故事，一条来自大海的鱼，毒性非常剧烈但色彩相当漂
亮，焙干、研碎，在某一个深夜，女教师O吃下这些碎屑，
静静的赴了死亡之约。人言是赴约的借口，真相恰恰是
死亡如此美丽。

一只鸟，白色的大鸟，在天空中飞得异常缓慢没有声
息，它白色的羽毛以各种形态出现在Z的画布上，他画城
市、街道、有多个通道的大大的房子、大房子前的人体，但
最终这些统统幻化成羽毛，形态各异的羽毛。而在他妻
子、女教师O的梦里，这只白色的鸟翅膀一张一收飞得无
声无息，从天的这边飞向天的那边，飞向远处地平线上的
老屋，鸟儿飞得洒脱真切无拘无束毫不夸张，老屋却虚幻
缥缈如气息凝结。

很多人说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作家，受马尔克斯《百年孤独》为代
表的魔幻现实主义作品影响颇深。比如莫言《蛙》里民间艺术家手下捏
出的一个个有灵性的小人；又比如陈忠实《白鹿原》里那每每在山脊上一
跃而过的白鹿。在《务虚笔记》里，是一只鸟。是的，这只白色的鸟。出
现在多个场景，贯穿作品始终。魔幻现实主义是用丰富的想象和艺术夸
张的手法，对现实生活进行“特殊表现”，把现实变成一种“神奇现实”。

“魔幻”只是手法，反映“现实”才是目的。陈忠实的《白鹿原》堪称史诗级
的小说，读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在思索男主角在一个冰雪覆盖的
严冬获得类似神灵启示的白鹿具象对于整部作品的意义。同样，在史铁
生《务虚笔记》里多次出现的白色的鸟，初读之下，我尚不能解读出它的
所有内涵。

最具视觉冲击的是葵林，北方，漫山遍野的向日葵林里散布着很多
黄土小屋。葵花盛开的季节，数万只蜂儿齐唱，跟随葵花熏人欲醉的香
风迁徙。葵林述说的是男人和女人的故事，是Z的叔叔和那个有着纤柔
名字的女人的故事，也可能是别的男人和女人的故事。爱情是文学作品
永恒的主题，以及由爱繁衍出的生和死。纤柔的女人为了爱情背负着叛
徒的骂名隐入葵林中，成了葵林中的精灵，她活着，但也许死了，她可能
嫁了，也可能没有。

读《务虚笔记》，很累却又欲罢不能。我以为文学作品是有性别的。
比如早期的萧红和后来的迟子建，她们用优美的文笔向你淡淡地叙述一
个个故事，那故事因此变得美好；而比如王小波和史铁生，优美的文字中
带了冷静的哲学思考，使得文字生出锋利的棱角，直击读者内心。我想，
史铁生在他漫长的轮椅生涯中，一定是一次次拷问过自己的灵魂。他把
自己的很多个面融进他写作之夜里的一个个人物当中，而在残疾人C当
中，他甚至融进了自己的躯壳。在C的残缺的肢体和健全的大脑里碰撞
着的，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

有人说，史铁生的《务虚笔记》算不上小说，只能算是他的手记。我
不这么认为。小说是什么？小说无非是通过人物、情节和环境的具体描
写来反映现实生活的文学体裁。《务虚笔记》恰恰具备了这些要素并通过
有别于人的方式将故事表述出来，同时带着读者一道去思考：我是我的
印象的一部分，而我的全部印象才是我。

北方，碎石遍布，白色的大鸟在天空中被击中，鸟儿挣扎着，扑打着
翅膀，羽毛纷纷飘落……没有人知道羽毛去了哪里。

■ 吴玫

3 月中旬，文旅部发布了一条
“疫情低风险地区对剧院、上网场所
等人数比例不再统一限制”的公告，
几场本已与我无缘的音乐会，因此都
打开了售票窗口。

最新开票的天津茱莉亚室内乐
团音乐会，就挤在好几场热门音乐会
中间。

其他几场音乐会的招贴画，都将
演奏人员安排在醒目处，唯独天津茱
莉亚室内乐团的，浅咖啡的底色上簇
拥着将开未开的向日葵。我倒没有
联想到凡·高的名画，而是想起了米
勒的《拾穗者》。貌似不着边际的联
想，难道不能是一种暗示吗？这将是
一场内涵丰富的音乐会。

等到订好了票，才想到查看音乐
会的曲目。于3月30日在上海交响
乐团正厅举行的这场音乐会，总共演
奏三首曲目，保罗·欣德米特的《小室
内乐》、博胡斯拉夫·马尔蒂努的《第
二号九重奏》以及安东尼·德沃夏克
的《G大调第二弦乐五重奏》。不看不
要紧，一看大吃一惊：我消受得了这
场音乐会的曲目吗？

保罗·欣德米特，出生在德国的
新古典主义作曲家。优美的旋律已
经被古典主义乐派、浪漫主义乐派的
作曲家们写完了吗？19世纪末20世
纪初活跃在古典音乐舞台上的作曲
家，喜欢“语出惊人”，作品中不乏怪
诞和滑稽的元素，就是欣德米特的标
识。就古典音乐，我不喜欢怪诞也不
喜欢滑稽，而这部《小室内乐》欣德米
特又是为管乐而作，乐器配置是长
笛、单簧管、双簧管、大管和圆号——
虽然，铜管和木管是一支交响乐团不

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如若要去听一场
室内乐，我希望出现在舞台上的是弦
乐和钢琴。

捷克作曲家马尔蒂努的作品，通
常我不会主动去听，几次接触到他的
音乐，都是开着车听电台里的古典音
乐频道时，撞上的，“创作风格多变，
音乐风格独树一帜得难以定义”，音
乐理论家们这样评述马尔蒂努的成
就，这就注定了像我这样道行远远不
够的爱乐者，难以听懂马尔蒂努。

幸好，音乐会下半场的曲目，是德
沃夏克一首长达33分钟的弦乐五重
奏。自新大陆交响曲、大提琴协奏曲、
《水仙女》《母亲教我的歌》等等等等，
相对于德沃夏克这些广为人知的作品
来说，《G大调第二弦乐五重奏》有些
小众，像我这样不用想德沃夏克的旋
律就在脑海里的乐迷，之前也只听过
两遍这首作品，但是，只要是德沃夏克
的作品，就一定有好听的旋律，何况，
领衔天津茱莉亚室内乐团弦乐五重奏
的第一小提琴，是李伟刚。

现场很多乐迷是为了李伟刚而
来的吧？当这位“上海四重奏”的第
一小提琴带领天津茱莉亚室内乐团
的九重奏组出现在上海交响乐团正
厅的舞台上时，掌声特别热烈！就我
而言，在上海交响乐团的正厅和演奏
厅，已经多次听他领衔的“上海四重
奏”的音乐会，从全套贝多芬弦乐四
重奏作品到全套勃拉姆斯弦乐四重
奏作品。有时候，他还会出现在上海
交响乐团小提琴首席的位子上，比
如，那场庆祝大提琴家王健50岁生日
的音乐会，这两位先后出现在电影
《从毛泽东到莫扎特》中的上海音乐
学院附中的少年，用他们出色的演奏
联袂感谢了帮助他们起飞的地方。

只是，“上海四重奏“的第一小提
琴，怎么会出现在天津茱莉亚室内乐
团的阵容里？

2019 年 10 月 9日，天津茱莉亚
音乐学院宣布，由学院常驻教师团队
组建的天津茱莉亚室内乐团正式成
立。成立至今的一年半内，这支乐队
已经先后在上海东方艺术中心、杭州
大剧院、北京中山公园音乐堂等地进
行巡演并举办系列大师课。众所周
知的原因，乐团于2020年巡演韩国
首尔、新加坡、美国纽约和法国巴黎
等地的计划搁浅了，可同时又是独奏
音乐家、室内乐组合或世界顶级管弦
乐团前成员的常驻教师们，却没有因
为演出计划的变更而疏忽精进琴艺，
去不了国外演出，他们就在国内舞台
上展露自己的音乐才华，上海的音乐
会重启以后，我不止一次在上海交响
乐团看见过李伟刚，有时候他坐在观
众席里，有时候他则在舞台中央，这
位以“上海四重奏”第一小提琴的身
份被天津茱莉亚音乐学院聘为常驻
教师的小提琴演奏家，以此来保持自
己的演出水准。

想必，天津茱莉亚室内乐团的演
奏家们也都是像李伟刚抓住一切机
会演练自己的琴艺。我觉得入耳却
未必能入心的音乐会第一首曲目、欣
德米特的《小室内乐》，因为5位管乐
演奏家的出色表演，一曲终了，我兴
奋得一跃而起。觉得自己有些唐突
后打量四周，呀，他们也跟我一样站
起身来拼命鼓掌，一个个激动得脸涨
得通红。

音乐会的重头戏当然是德沃夏
克的《G大调第二弦乐五重奏》。假如
由“上海四重奏”来演奏这首作品，我
想，音乐厅里的乐迷没有一个人会担

心演出效果。“上海四重奏“曾在这里
完美诠释过全套贝多芬弦乐四重奏
作品和全套勃拉姆斯弦乐四重奏作
品，这一回演奏德沃夏克的弦乐五重
奏，也就是再加一把低音提琴的事
儿。我们还是有些不安地等待音乐
会的下半场，是因为除了李伟刚以
外，第二小提琴是何为，中提琴是希
拉·布朗，大提琴是金兗珍——都是
陌生的名字呀。也许，他们都是独奏
的一把好手，演出室内乐之难就在于
演奏者应当长期磨合。没有了长期
合作的队友，又加了一把低音提琴，
李伟刚能带领他的同事们奉献给我
们一曲完美的德沃夏克《G大调第二
弦乐五重奏》吗？

等到现场鸦雀无声后，李伟刚的
脑袋向左侧一偏点了一下，德沃夏克
的《G大调第二弦乐五重奏》开始了。
第一乐章，李伟刚、何为、希拉·布朗、
金兗珍以及低音提琴演奏家张达寻
似乎还在寻找默契，但声部线条已
经交代得非常清晰了。从第二乐章
开始，五位演奏家就已经互相契合着
在德沃夏克的语境里奔放起来，他们
呈现给我们的听觉感受是，节奏鲜
明、音色醇厚，旋律流畅又令人产生
无限遐思。

音乐会结束以后，乐迷们像往常
每一场音乐会结束后一样没有急着
离开，而是故意放慢脚步议论起天津
茱莉亚室内乐团的表现来。虽说10
位演奏家们中有好几个外国人，但华
裔占了半壁江山。40多年来，就古典
音乐，我们不仅足不出户就能听到来
自世界各地著名乐团的音乐会，我们
的音乐学院也培养出了不少让世界
乐团和乐迷瞩目的演奏家们。都有
谁呢？名单冗长，就不一一罗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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