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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凉贫瘠的戈壁滩，黄河岸
边，花儿开在粪土上，草儿长在石
头缝里，音乐流淌在风沙中，忧伤
深植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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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忆如梦，送别乔羽先生

童年时唱着《让我们荡起双桨》求学，年轻时唱着《我的祖国》入伍，退休后唱着《夕阳红》回味，欢乐
时唱着《人说山西好风光》陶醉，除夕夜唱着《难忘今宵》入睡……如今，歌犹耳畔，人在何方？

夏

天

夏

天

徐
建
军/

摄

诗情话意话意

“潜伏”的日子

朝花夕拾夕拾

懂事的女儿当时没捅破这
层窗户纸，而是让于海峰继续

“潜伏”，她则继续享受来自“人
生导师”给予她的快乐时光。

心灵舒坊舒坊

■ 毛庆明

前不久，崔健举办了
他的首场线上演唱会《继
续撒点野》。晚上8点开始
暖场，9点正式开始，12点
结束，演唱会整整持续了4
小时。 在 线 观众超 过
4500万人次，点击量超过
1.2亿，崔健不愧为中国摇
滚乐教父。

在演唱会的高潮和返
场说唱部分，崔健请出了
重量级神秘嘉宾——西北
鼓王赵牧阳助阵。一把三
弦，一身土布衣裳，瘦小的
赵牧阳端坐在一只高板凳
上，自顾自吼出一曲秦
腔。强大的气场抵得上华
阴老腔的一整个戏班子。

20 世纪 90 年代初，
鼓手赵牧阳背起一把三
弦，开始了他长达20年的流浪。正如
他在《侠客行》里写的：“目空心空端起
一碗酒，飘飘悠悠一去不回头。”直到
2015年，赵牧阳带着他创作的西北民
谣《侠客行》强势归来。“前头是高山后
头是黄河，冷冷的北风迎面吹过来……
阵阵狂风笑看黄沙走，逍遥怒吼黄沙塞
满口……”在最无助最迷茫的日子里，
是家乡滚滚的黄河水给予了他强有力
的支撑，原生态的西北民谣那优美旋律
给了他创作灵感，那种与众不同的荒芜
和浪漫，在他的作品《侠客行》和《黄河
谣》里，表现得淋漓尽致。

“早知道黄河的水干了，修他那个
铁桥做啥呢；早知道尕妹妹的心变了，
谈他那个恋爱做啥呢？”“他大舅他二舅
都是他舅，高桌子低板凳都是木头。”

“天空和大地做了伴，鸟儿围着那太阳
转，华山和黄河做了伴，田里的谷子笑
弯了腰……我们需要停下脚步，该还世
界一点颜色。”西北民谣立足普通人的
视角，每一句歌词，每一节旋律，都带着
浓浓的烟火气，比那些华丽的叙事更朴
实，也更能感动人。就像西北民谣歌手
张尕怂说的那样：我的音乐不是节奏，
而是呼噜和咳嗽。

作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既有
“渐霜风凄紧，关河冷落，残照当楼”的肃
杀，又有“浊波浩浩东倾，今来古往无终
极”的大气磅礴，也有“长河浪头连天黑，
津口停舟渡不得”的无奈，更有“如今直
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的浪漫。

荒凉贫瘠的戈壁滩，黄河岸边，一些
人在这里活着，在这里死去。花儿开在
粪土上，草儿长在石头缝里，音乐流淌在
风沙中，忧伤深植于心。

千淘万选，吹尽狂沙。
西北民谣以信天游和秦腔为主体，

高亢而苍劲，淳朴而憨厚。人们站在坡
上和沟底，大声交谈，在高低长短间形成
了自由松散的韵律，歌腔与黄土高原的
自然景观浑然一体。黄土高原上生生不
息的生命与爱情，赋予了西北民谣亘古
的魅力。

“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
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当赵牧阳站在嘉峪关箭楼，身披戎装，手
击战鼓，用秦腔吼出王昌龄这首《出塞》，
我们仿佛看到明月清辉之下，边关在历
史沧桑中屹立，一代又一代人，为抵御外
敌，守护国土，义无反顾地奔赴边关，一
曲民谣，唱的是家国情怀。

嘉峪关，曾经是河西走廊上最难以
逾越的关口。万里长城东起山海关，又
在嘉峪关画上句号。从明朝洪武年起，
嘉峪关就取代玉门关，成为古丝绸之路
要塞。当年左宗棠收复新疆伊犁归来，
登上嘉峪关城楼，豪情万丈，泼墨写下

“天下第一雄关”六个大字。
多年以前，我也曾登上嘉峪关。雄

关横卧戈壁，内城外墙、箭楼角楼，相互
勾连。夕阳打在关隘两边的城墙上，城
墙像是雄鹰的一对金色翅膀，往北凌空
倒挂为悬壁长城，往西接大漠黄沙。作
为河西走廊的咽喉要塞，这里当年不知
燃起过多少狼烟。

走出嘉峪关城门，我习惯性地迷失
了方向。塞外并非全是沙漠，在雄关和
停车场之间，竟是一片绿色水洼，还有高
大的林木和砖石建筑。打开手机地图，
在阡陌间左冲右突，却总也找不到停车
场所在，眼见夕阳西沉，光影渐暗，心中
不免焦躁起来。此时，忽听前方歌声响
起，转过街角，只见城墙根下坐着一对盲
人夫妇，男人怀抱一把三弦，女人晃动着
手中引路的小铜锣，齐声唱着一首不知
名的西北民谣。

二人跟前的托盘里只有一些零钱，
但歌者似乎并不在意，他们就像日常唠
嗑一样地唱着，听着那清亮且抑扬顿挫
的旋律，心忽然就静了，停车场就在那
里，晚一点找到又有什么关系呢，不如盘
腿坐地，听一曲西北民谣，尘嚣已远。

■ 刘放

95岁的著名词作家乔羽先生，驾鹤西归
了。痛惜之中，我找出当年采访他时的合影照
片，用手机翻拍下来，放到微信空间，怀念远行的
先生。在几代听着他的歌唱着他的歌长大的歌
迷仰首送别中，他一定不会孤单。他御风而行，
耳际是熟悉的经典旋律，身旁是《一条大河》《人
说山西好风光》的祖国风光……

我的一位朋友留言：童年时唱着《让我们荡
起双桨》求学，年轻时唱着《我的祖国》入伍，退休
后唱着《夕阳红》回味，欢乐时唱着《人说山西好
风光》陶醉，除夕夜唱着《难忘今宵》入睡……乔
老羽化去，经典永流传！

是的，人们喜爱他，缅怀他，是因为他曾给人
们带来了美好，他写的歌，陪伴和滋润了一代又
一代的人们成长。

我在1998年采访过乔羽先生。那是他应邀
来苏州参加活动，因时间充裕，叙谈投机，我们谈
得甚为愉快，内容也宽泛，除了当时写出见报的部
分，心中还久久储藏诸多没有写出的美好印记。
记得他说他的家乡济宁与苏州同为运河畔城市，
记得他评价《红旗飘飘》打动人心的原因，记得他
说夫妻和睦相携的道理，记得他哼唱《说聊斋》的
神情……可以说，那次采访过程，也是我一次绝佳
的享受过程，一次收益满满的偷师经历。

两年后，我们又一次相遇，这一次远没有上
次那么从容，只是一次短暂的邂逅，他身边有一
干人马，没法停下来说话，但也就是这么短短的
片刻时间，我叫他一句“乔老师”，他看我一眼，用
食指指点着我，叫出了我的名字。他的记性好得
让人惊奇！又让我细细反刍与他第一次的深谈。

在苏州当时叫吴宫喜来登的酒店，于安静的
大厅一角，我们愉快地交谈。由于事先我做了点
功课，知道当时刚刚唱响的《红旗飘飘》词作者乔
方，是他的二儿子，我没有丝毫恭维，而是老实道
出这首歌的风格，与乔羽先生的主要歌曲风格很

不相同，但为什么也一样打动人心呢？老乔的风
格是民歌体，未经谱曲就朗朗上口，韵脚规范；但
小乔的这首歌完全不同。

歌中唱：
那是从旭日上采下的虹
没有人不爱你的色彩
一张天下最美的脸
没有人不留恋你的容颜
你明亮的眼睛牵引着我
让我守在梦乡眺望未来
当我离开家的时候
你满怀深情吹响号角
五星红旗 你是我的骄傲
五星红旗 我为你自豪
为你欢呼 我为你祝福
你的名字比我生命更重要
歌的后半部分韵脚明显了，但一开始几乎就

没有押韵，歌词可以这样写？看得出来，他非常
喜欢这个话题。他在评说这首歌前，先与我说到
《青藏高原》的歌词：是谁带来远古的呼唤？是谁
留下千年的祈盼？难道说还有无言的歌，还是那
久久不能忘怀的眷恋……这首歌，远远跳出了传
统歌词的写作范例，既往的案例中很少看到这样
以虚来写实。但这首歌一经唱出，就如同巍然高
耸的世界屋脊，一下子从人们的眼前心底突兀而
起。写歌词遇到特殊的题材，是可以大胆求变
的。接着，他说乔方的《红旗飘飘》，认为我的分
析不无道理，但也正是这种突破常规，一连串新
奇的比喻，让一个个体生命与爱国的主题焊接牢
牢。他说，歌词配上乐曲一唱，听者会感到五星
红旗在眼前飘荡，内心的热血也澎湃潮涌。

我问他，乔方子承父业，您倾注很多心血
吧？他摇头摆手，说，几乎是无为而治。儿子从
小的物质生活和做人道理，他与妻子是很关心
的，让他们从小身体健康，思想正派。至于他们
的事业，那是没法干预的，也是没法教的。只有
自己真心喜欢，真正痴迷，就像跑马拉松，一直盯

着前面的人，学习和充实自己，一有机会，就找出
破绽脱颖而出，实现超越。乔方的这个作品，就
可以这么看，实现了“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乔老爷讲一口地道的山东话，语速慢腾腾地
说起他的童年。他的家乡是山东济宁，是一座运
河边的城市，与苏州有相同之处。他小时候常在
河边看南来北往的船只，船上的桅杆高挂各色船
帆，有白色的，也有杂色的。船上运的货物，有的
是粮食，有的是食盐，还有运客人的，有吹喇叭敲
锣鼓迎亲嫁娶的，这些船上的人和货物，连接着
的两端又是什么样的呢？他们家中又有怎样的
人和怎样的故事呢？天际的帆影，船上的人和
物，总是让他浮想联翩。他很小时就知道，顺着
运河南下有一座叫苏州的城市，那里风景优美、
物产丰富，诞生过很多名人，连乾隆皇帝都数次
到苏州，一到就要盘桓小住数日。

谈到他刚做的一档访谈节目，说到“忍”这个
话题。我采访他时，他夫人在客房休息，不在我
们身边，让我有机会问他，在家中师母是否有些
强势？我清楚地记得，他否认了“强势”这个字
眼，说，没有这么严重，但他比较迁就夫人。那个
访谈是电视直播，主持人问到这个话题，他就如
实说，家中有些小矛盾和意见不统一，他就采取

“忍”的策略，忍让迁就。那是一档访谈他们夫妇
的节目，他夫人当时就在旁边，连听了几次说

“忍”的话题，就明白无误地透露出她在家中还是
小有“霸道”处，她也是北方人的直爽性子，于是
直言，她听得有些“忍无可忍”了。乔先生嘿嘿一
笑，说：忍无可忍还得再忍啊！言外之意，人生的
许多场合，是没法任由性子来的啊！

说到这里，老爷子似乎是语重心长地对我
说，一个大男人，如果连自己的妻子都不能包容
迁就，那他还能多少宽度深度可言？这个世界，
最要忍让宽容的，就是自己生命的另一半。家是
讲情讲爱的地方，不是讲理的地方。我对他说：

“乔老师，我听懂了，也记住了。”
谈到他的作品时，我告诉他几乎每首我都喜

欢。《一条大河》《祖国颂》《雄伟的天安门》等都是
大气之作，听了让人激情满怀。我还告诉他，我
第一次到北京，忙完公务后游玩，首选就是北海
公园。一进公园门，我仿佛听到了那首“迎面吹
来凉爽的风”，那种来自记忆深处的美好，带有童
年时代印记的向往，一下子荡涤了旅途劳尘，一
时身轻体快。在我的心中，这座皇家园林与一位
当代词作家已然密不可分。他知我所言真诚，颇
有古风地抱拳致意。

我说我尤其喜欢《我们村里的年轻人》的插
曲：“人说山西好风光/地肥水美五谷香/左手一
指太行山/右手一指是吕梁”。这个“左手一指”
和“右手一指”，堪称神来之笔，大气又灵动。乔
老爷笑了笑说，这是借用片中人站立高处的视角
和情感，写电影插曲，一定要融进影片中，让自己
的感情与片中人血肉相连。

当我问他，最喜欢自己哪首作品时，他再次
微笑说，这里有一个标准答案，那就是作品是自
己的孩子，每首作品自己都喜欢。他反问我，看
过《聊斋》吗？我说，当然看过，而且非常喜欢。
这时，老爷子突然拍了两下自己膝盖，居然用带
有山东梆子味儿的唱腔，唱了起来：“你也说聊
斋/我也说聊斋/喜怒哀乐一起那个都到那心头
来……”

歌犹耳畔，人在何方？天涯难觅，北望如梦。
老爷子的轻声歌唱，让我一辈子难忘。

■ 张九曼

天光柔和下来
我把眼睛贴近两片小小的玻璃
墨迹一样的痕属于开线的衬衫与报废的电话机
有什么被丢掉了
溅起小小的水花
又被微风抚平

我扎在海岸线
如同失去自行车的鱼——
风吹断了杂音一样斑驳的鸣笛
飘忽的蛛网般的联系
尚未定论的昨日
到此为止

某一天吧
在尚未存在的明日
用手指拂过海面，掠过白鸟的背的那一天
如此风平浪静的眼睛
如此风雨交加的眼睛
升腾，回旋，漫无目的，断断续续
若将太阳镶作眼睛
可否找回那些被风吹散的
那些无可比拟，却无法形容的黯星

某一天吧
在尚未存在的明日
越过微风下金属般的海洋
越过强风下在视野中后退狂舞的山丘
不知何从
不知何往
塞壬叫嚣着
呼唤着自由的风
乘上起落沉浮的信标
到融化的日光的彼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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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姜玉坤

女儿当兵于海峰最开心了，可女儿离家走进
军营那天，却偷偷在朋友圈里把于海峰和他媳妇

“拉黑”了。之前于海峰还以为，女儿只是说说，
没想到动真格的了。他忍不住向身边几个战友
诉苦。不料，几个战友竟然都说于海峰少见多
怪。这时他才明白，别人也遭遇过被子女拒绝加
为微信好友，甚至被“踢出”自己朋友圈的经历。

一位长年从事网络工作的战友狡黠一笑：
“在朋友圈里分享的内容很多都会暴露自己的
行踪和心情，子女潜意识里害怕被父母束缚，也
最渴望自由。因此，不愿加父母为微信好友，把
父母拉进黑名单，完全可以理解啊！”于海峰仔
细琢磨琢磨，战友的话在情在理。可女儿毕竟
初入军营，身为父亲哪能不想自己的孩子？有
哪个父母不想及时掌握自己孩子的动态、心
情？再说了，一旦遇到磕磕碰碰的烦心事，怎么
帮她解围？于海峰和女儿不在一个部队大院，
也不是一个单位，各自所在的军营相隔数百公
里。于海峰想，自己毕竟是穿了32年军装的老
兵，至今依然在服役，咋说关键时也能用微信给

女儿支支招。可进不了女儿的朋友圈，就算有
天大本事，他也是有劲使不上啊。

有战友给于海峰“点步”：“那你就穿上‘马
甲’，以陌生人的身份加女儿为好友嘛！”一听这
话，于海峰乐了，觉得可行，想着女儿平时喜欢读
书，便以“书虫”的网名与女儿在微信中搭讪。很
快父女两个人就有了共同的语言，没几天于海峰
就加入了女儿的朋友圈。

于海峰兵戎几十载，自然懂得战术。进了女
儿的朋友圈，多数时间保持“潜水”沉默，偶尔才
冒个泡，送女儿一个赞，献一束鲜花。于海峰清
楚，言多必失，万一被女儿发现他穿了“马甲”，麻
烦可就大了。

没过多长时间，女儿就在朋友圈里吐槽自己
因身体素质差，训练跟不上，不适应部队紧张的
生活，焦虑又自责，一连几天吃不好睡不好的。
于海峰就劝女儿：“有些困难就像弹簧，你强它就
弱，你弱它就强。只要有颗勇敢的心，没有迈不
过的坎……”于海峰的一番话，解开了女儿的心
结，女儿的心情渐渐变好了。

时隔不久，女儿又因遭遇挫折，没能及时调
整心态，有点“泄气”，还在朋友圈里说自己“本
来就不是当兵的料”。看了这条微信于海峰急
了，连忙在微信里发表评论说：“当许多你从未

经受的痛苦，接踵而来你又无法躲避的时候，你
所获得的就是迅速成长，你的身体和灵魂就会
变得丰富起来……”一番宽慰的话，让女儿又扬
起了理想的风帆，一连给于海峰送了3个笑脸。

有一天女儿在朋友圈又晒出了一句“就是故
意的想和我过不去，我也让你难堪……”后边还带
着一串哭脸。于海峰一看这是又出了状况了，急
忙用微信与她聊天，一问才知道，是因为她工作失
误接连挨领导批评。于海峰立刻回复评论：“干部
批评都是出于关心爱护，希望战友别掉队。即便
批评与事实有出入，甚至方法欠妥当，也应当有则
改之，无则加勉。也许，很多年后，你会怀着无限
的眷恋，回忆当年初入军营时的批评，因为这些批
评已成为你成长过程中的一种养分……”女儿立
马回复：“书虫：我懂了，谢谢你，我的‘人生导师’！”
一句“我懂了”，让于海峰如释重负。

解决了女儿的问题，于海峰很得意。一想
到“潜伏”在女儿的朋友圈，能掌握她的所有行
踪，心里美滋滋的。然而，好景不长，今年“三
八”妇女节的那天晚上，女儿突然给于海峰发来
几行文字——

于海峰导师：
您可以脱去“书虫”的“马甲”了……看了这两

行字，于海峰脑袋嗡的一下“炸”开了，一时竟不知

所措，心怦怦直跳，以为“事情败露”再被女儿拉
黑。可随后女儿用语音回复，才让他如释重负：“老
爸，其实你早就暴露目标了……老爸，您的女儿，当
然也是您的战友于畅仟长高、长大，也坚强了……”

于海峰悬着的那颗心，终于落地了。他怎
么没想到，聪明的女儿会这么早就猜出他的身
份。从那一刻起，潜伏一年多的于海峰，正式宣
告结束“潜伏生涯”。

“怎么没再拉黑我？”于海峰惊讶地问。
“都是女儿不懂事……”女儿笑着告诉于海

峰，是他有次不小心说漏了嘴，把女儿小时候做
的事在微信里说了出来，尽管不是很具体，可女
儿还是怀疑了，再后来她又通过旁敲侧击，巧妙
迂回，只用两个“擦边球”就把于海峰识破了。
可懂事的女儿当时没捅破这层窗户纸，而是让
于海峰继续“潜伏”，她则继续享受来自“人生导
师”给予她的快乐时光。

然而，当女儿于畅仟从父亲打字回复慢，联
想到他眼花，看手机屏幕上的小字很吃力，就再
也不忍心让父亲“潜伏”了……

听到这里，于海峰心中涌起一股热流，
顿觉五味杂陈。可于海峰暗暗下决心，虽不
能潜伏了，可“人生导师”这个角色，还是不能
丢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