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沫若茶事
姻邓勤

人物随笔

在贵州黔东南，
不少苗家聚集地区
的人至今仍然在使
用一种古老而奇特
的民族乐器。这种乐
器有大有小，有长有
短，依其大小组合在
一起。由十五或二十
一支组成，分为大、
中、小和最小四组，
每组三至五支。这种
乐器的名称也令人
感到新奇：“芒筒”。

据说，与黔民风
相同的云南、广西等
地区，也有这种古老
奇特的乐器，在苗族
人之间传承。这种芒
筒簧管多采用一根
细竹管制作，中间竹
节通透，上端管口作
为吹口，下端留节封
闭，在底端开一长方
形孔，镶嵌一枚铜制
簧片而成，无按音
孔，可发出一个单
音，也可用芦笙管作
为簧管。共鸣筒用粗
大毛竹筒制作，上端
管口削成 45°斜坡
形，中间竹节打通，
筒底有开管和闭管
两种形制。常见者底
端留节封闭，为闭管
形制，另一种开管形
制是在底端竹节以

上，管身一侧挖削一个半圆形或三角
形通孔。将簧管置入共鸣筒底部，嘴吹
簧管上端吹口，气流振动簧片发音，并
通过共鸣筒扩大音量，从而发出雄浑、
深厚的音响。开管形共鸣筒的发音更
为响亮。偶尔，也将两支簧管（乐曲调
式的主、属音）置于共鸣筒中，可发出
两个不同的音。

细细研究“芒筒”的来历，它与苗
家人的生产生活沾亲带故。自古以来，
黔、滇、桂苗人与大山结下不解之缘，
作为娱乐的工具更离不开从大山里就
地取材，大山里竹子是天然的乐器原
材料基地，但有了竹子，能否制成品相
好和旋律悠扬共鸣好的芒筒与制作方
法有很大关系。芒筒的共鸣筒一般是
用优质竹干细细挖空制成，通高达
200厘米左右。芒筒依共鸣筒的大小、
高矮，其音高可分为高音、中音、次中
音、低音和倍低音等几种，每逢造新芒
筒时，苗人师傅还会根据制作方的要
求，制成大、小几种供大人、小孩用。小
者通高 30 厘米～70 厘米，大者通高
100 厘米～150 厘米，外径 10～20厘
米、内径 8 厘米～18 厘米，又根据芒
筒的大小不同，全家男女老幼出动，在
乐队里依次大小构成若干个八度，并
且可以和参与合奏的芦笙等其他苗家
乐器共同相伴。在苗家人看来，芒筒这
种乐器不但简便且实用，而且有吉祥
蕴意，几乎每一个苗家都有几支芒筒。

这种奇特的简便的乐器“芒筒”，
其实不啻为一件抽象的艺术品，颇有
欣赏价值。苗家人世世代代都用它来
陪伴生活，一看到它就想到快乐和吉
祥的乐曲。在黔东南还有一种对筒的
复音芒筒，它是将毛竹共鸣筒的竹节
全部打通，首、尾两端都开成 45°斜
口。演奏时，共鸣筒横置，由两人执簧
管吹奏，可发出乐曲调式的主音和属
音两个音来。这种对筒在其他侗乡苗
寨极为罕见。在乐器厂协助下，研制出
二十九管芒筒，音域 D-g2，包括十二
半音，保持传统芒筒音色，亦可奏单旋
律和复调性乐曲。

时下，尽管市场上各种质料的现
代乐器琳琅满目，任由选购，但在这
些苗家地区，苗人们仍然乐意使用
这种古老的“芒筒”。现在，在苗家，
还有专门刻制、销售“芒筒”的师傅，
通常，一支木刻的“芒筒”在当地售
价三至四元。

在距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
治州首府德令哈市约 50 公里的怀头
他拉草原上，有两个美丽恬静的湖
泊，分别叫做“可鲁克湖”和“托素
湖”，被当地人称为“情人湖”。这两个
美丽的湖泊比邻而居，却一咸一淡，
一大一小，就像一对男女彼此相望。
青藏铁路恰好从两湖之间穿过，一条
宽约 150 米、长度 7 公里多的小河像
是月老抛下的一条绸带，将两湖连在
一起。也因为这一对奇妙的“情人
湖”，此处的火车站名就叫做“连湖”。
“可鲁克”是蒙古语，意思是“水

草丰美的地方”。此湖发源于德令哈
市北部柏树山中的巴音河，流经 200
多公里后，形成了这个面积 57平方公
里、平均水深 7米多的湖泊。“托素”也
是蒙古语，意味“酥油”。托素湖的面积
比可鲁克湖大 3倍还多，约 180平方
公里，是一个典型的高原内陆湖，湖
的四周是一望无际的戈壁滩。

可鲁克湖和托素湖虽然相距很
近，同处茫茫无际的戈壁滩，却迥然
不同。可鲁克湖是一个淡水湖，水色
清澈，湖面平静，湖中鱼虾繁多，尤以
土种湟鱼和条鳅属鱼类最多。环湖浅
水区还盛产芦苇，茂密的芦苇丛为黑
颈鹤、天鹅、麝鼠、野鸭、大雁等动物
提供了理想的生存环境。每到夏季，
湖中鱼虾翻腾，湖边鸟儿嬉戏，构成
了一个绝佳的“和谐水世界”。若乘船
游湖，可清晰地看到湖中的水草，肥
美的鱼儿游戏其间。都说“水至清则
无鱼”，这句话于可鲁克湖却并不合
适。由于湖中丰富的水生植物资源十
分宜于发展水产养殖，现在可鲁克湖

已成为青海省最大的人工养鱼湖，盛
产各种淡水鱼类，尤以鲤鱼最为肥美
鲜嫩。

同处戈壁深处，托素湖却是截然
相反的一幅景象。它是个典型的高原
内陆咸水湖。由于水中含盐量很高，
水生动植物和浮游动植物都很少，方
圆 180 平方公里的湖面上十分宁静。
湖的四周全是茫茫戈壁，看不到一点
绿色，宛若一个“死海”。站在湖边时
间稍久，便会有亘古蛮荒之感，时间
仿佛在这里凝固。

两湖近在咫尺并且“暗地”相连，
却一咸一淡，风姿迥异，平添许多神
秘色彩，留下了许多美妙的传说。流
传最广、最为浪漫凄美的是这样一个
传说：很早很早以前，蒙古族先民的
一个部落王爷有个聪慧美丽的女儿
叫可鲁克，被王爷视为掌上明珠，一

直希望可鲁克将来嫁给一个最英俊
最富有的王爷。谁知可鲁克却爱上了
一个救了自己的放羊娃，名叫托素。
气急败坏的王爷为了拆散可鲁克和
托素，听从了用心险恶的管家的建
议，让托素到遥远的西部背一袋盐回
来，以证明自己的机智勇敢，才能准
许可鲁克嫁给他。谁都知道，去西部
要翻越座座高山，跨过数不清的草
原、荒漠，豺狼野兽时时出没，天气一
日几变阴晴不定……总之那是一条
艰险无比的道路，多少人有去无回。
为了与心上人在一起，托素骑上白
马，日夜兼程地向西方奔去。历经千
难万险，九死一生，终于赶到了柴达
木，找到了浩瀚的盐池，装了一袋子
白花花的盐，满心喜悦地往回赶。谁
知在途中遇上了沙尘暴，将白马卷
走，盐袋也不知踪影。托素拖着疲惫

的身体四处寻找，终于找到了盐袋，
自己却踉踉跄跄地再也走不动了，终
于倒在了路上。再说可鲁克，自从托
素走后日夜思念，天天祈祷他平安归
来。这天，可鲁克突然看到她熟悉的
那匹白马向她奔来，浑身汗水，血迹
斑斑，却不见托素的影子。可鲁克意
识到托素出事了，立即飞身上马，沿
着去西部的方向找托素。越过了数不
清的高山、沙漠、戈壁、草原，终于看
到倒在沙丘旁奄奄一息的托素。可鲁
克急忙下马朝托素奔去，可是连日来
的劳累饥饿加上悲痛欲绝，使可鲁克
一下子摔倒在离托素不远的地方，再
也站不起来。可鲁克一边呼喊着托素
的名字，一边尽力朝托素伸出手去。
在可鲁克悲伤的呼唤声中，托素终于
悠悠苏醒，他用尽最后的力气，也朝
心上人伸出手去。两个人努力地朝对

方伸手，终于，两只手握在了一起，两
个人深情地望了对方最后一眼，幸福
地闭上眼睛。后来，在两人倒下的地
方分别出现了一个湖，可鲁克的眼泪
变为碧波荡漾的湖水，一头秀发变为
湖中丰美的水草。托素带回来的盐全
部溶化到湖水中，使托素湖充满咸涩
的味道，寸草不生。两人紧紧连在一
起的手臂则化作一条连接两湖的银
色小河。因此后人称这两个湖为“情
人湖”。

传说归传说，其实茫茫戈壁中同
时存在一咸一淡两个湖，道理不难解
释。可鲁克湖发源于巴音河，湖水在湖
中经过回旋后才流出，使巴音河中带
过来的牛羊粪便、微生物等沉淀湖底，
渐渐形成适于鱼虾水草生长的环境，
自然逐渐成为一个水草丰美、鱼虾繁
多的淡水湖；托素湖水位比可鲁克湖
要低 20 多米，地形低洼，从可鲁克湖
中流出的湖水在此停步，不能外泄，逐
渐形成一个“死湖”。在戈壁、大漠干旱
的气候条件下，湖水不断蒸发，蒸发量
几乎与流入量相等，使湖中矿物量不
断加大，最终成为一个咸水湖。

现在，专程到“情人湖”来旅游的
人越来越多。在一望无垠的广袤戈壁
中突然出现两个相依相偎的湖，已觉
惊奇；乘坐游船徜徉在可鲁克湖，湖
水清澈，鱼儿嬉戏，鸟儿飞翔，芦苇青
翠，好似走入了画中；在湖边的酒家
品尝用湖水烹制的“全鱼宴”更是难
得的享受。再看亘古宁静、仿佛死去
千年的托素湖，回味关于“情人湖”的
凄美传说，不由得会感叹造化的神
奇，自然的美妙！

自古文人墨客爱饮茶，茶诗茶事
一箩筐，这点在郭沫若身上也是一脉
相承。郭沫若是四川省乐山市沙湾镇
人，著名现代文学家。郭沫若生于茶
乡，曾游历过许多名茶产地，品尝过各
种香茗。在他的诗词、剧作及书法中，
留下了不少珍贵的饮茶佳品，一时传
为佳话。

1903 年，郭沫若才 11 岁，就写下
了“闲酌茶溪水，临风诵我诗”的《茶
溪》一绝。这是他的第一首记游诗，也
是他最早写的一首茶诗。四川邛崃山
上的茶叶，以味醇高雅著称。据史料记
载，卓文君与司马相如曾在县城开过
酒馆和茶铺，成为流传千古的佳话。
1957年，郭沫若作《题文君井》诗：“文
君当垆时，相如涤器处。反抗封建是前
驱，佳话传千古。今当一凭吊，酌取井
中水，用于烹茶涤尘思，清逸凉无比。”
后来，当地茶厂便以“文君”为茶名，创
制了“文君绿茶”。

郭沫若是诗人，又是剧作家，在描
写元朝末年云南梁王的女儿阿盖公主
与云南大理总管段功相爱的悲剧《孔
雀胆》中，郭沫若把武夷茶的传统烹
茶方法，通过剧中人物的对白和表
演，介绍给了观众。借王妃之口，讲述
了功夫茶的冲泡方法：在放茶之前，
先要把水烧得很开，用那开水先把茶
壶烫一遍，然后再把茶叶放进这茶壶
里面，要放大半壶。再用开水冲茶，冲
得很满，用盖盖上。这样便有白泡冒
出，接着用开水从这茶壶盖上冲下去，

把壶里冒出的白泡冲
掉。从这段剧情，可以
看到郭沫若对功夫茶
的冲泡是如此精通，
反映出郭沫若对茶文
化的热爱。

1959 年 4 月的一
天，在黄山山麓，刘祖
香见到了郭沫若及其
夫人。刘祖香以身许
茶，一生嗜茶，凡六十
余年，结茶为缘，人称
茶人。刘祖香早就知
道郭沫若爱茶，他见
郭老和蔼可亲，便主
动上前攀谈。郭沫若
听说刘祖香是研究茶
叶的，表现出极大的
兴趣，问这问那，谈得
甚是投机，堪称茶中知己。同桌品茗
时，刘祖香向郭老求字，郭老并没有立
即应诺，而是问他：“下午到哪里去？天
都峰、北海去不去？”刘祖香实话实说
下午不准备去了，因为茶厂还有事等
自己回去定夺。郭沫若竟心直口快地
说道：“你一不上天都，二不上北海，辜
负了祖国的大好河山啊！”刘祖香没想
到郭老会说出这样的话来，当即表态
说一定要上天都、北海看看，不辜负郭
老的期望。其实郭沫若是鼓励刘祖香，
来黄山一趟不容易，多爬一次是一次。

返回家乡浙江上虞后，刘祖香精
心制作了一斤一芽两叶初展的针形

茶，并用玻璃瓶盛装，外加木盒套装，
寄给了郭沫若，当然随信附上了要求
郭老给茶厂题字的请求。过了一个月，
刘祖香就收到了郭老寄来的茶厂题
字。他喜出望外，立即请人制作了招
牌，挂了出去。

自黄山考察回来，郭沫若鼓励登
高揽胜之言一直萦绕在刘祖香耳际，
从此他竟养成了登山的习惯。若干年
坚持下来，其登山速度之快，连年轻人
也自愧弗如。刘祖香曾五上黄山，三上
庐山，有人祝他健康长寿。可他说，你
应该助我“健康茶寿”才好。所谓“茶
寿”，即享寿 108岁。

一切美，美在细节。有人
说细节是大山上的一捧土；
细节是大海中的一浪花。有
人说细节是雕像上的一个眼
神；细节是裙裾边的一朵小
花。

这样的比喻只不过是将
细节归为庞大物体的组成部
分，或者将细节看成是一种
外在的灵动与精致。可我认
为细节在一定的情况下，潜
藏着巨大的能量。你重视它，
它遁于无形；你藐视它，它力
达万钧。这力量能左右你的
命运，影响你的生存，决定你
的人生。

可我们许多人哪曾将细
节放在眼中，总是大大咧咧
做事情，马马虎虎走过场。工
厂里一架梯子竖在那儿，有
危险因素。别怕，我贴一提示
语：“请留意梯子，注意安
全！”至于到某一天某个人真
的被梯子砸了，那就是他自
个儿的事了，谁让你不注意
呢。护城河经常有人在同一处溺水。别急，管理
人员在旁边立个“禁止游泳”的牌子，若再有溺
水者，咎由自取。至于如何杜绝事故的发生，这
样的细节思考，国人是不屑的。

外国专家不是这样，他认为将那九个字改
为“不用时，将梯子横放”，这样将安全问题彻底
解决。同为提示语，效果两重天。用时竖起梯，不
用梯放下。就因为他抓住了这个小小的细节，抓
住了关键，也就将隐患消除得无影无踪。

这让我想起了一个故事，某人受了箭伤，到
外科医生处疗治。医生用剪子将体外的箭杆剪
掉。这种隔靴挠痒，只动其表，不触其里，没有细
节深入的做法被人笑话了上百年。可我们在捧
腹之余，有意无意地还是大行“大而化之、流于
形式、忽视细节”的作风，这作风像植根在我们
身上的病根，时有发作，以致造成了许多遗憾和
悔恨。

学生考试，常常因演算细节上马虎导致前
功尽弃；青年求职，因疏忽细节将面巾纸未丢进
篓里，与工作失之交臂；质检人员，不重视细节，
擅自放宽标准，让毒胶囊进入了市场；有的当权
者因不顾细节，由小贪到大贪，直到锒铛入狱，
痛不欲生……

古人云“天下大事，必作于细；天下难事，必
成于易”。把小事做细，把细节做好，方是成功之
道。当你注意了产品的细节，你就有可能得到最
大的利润；当你注意了考试的细节，你就有可能
得到最好的考分；航天飞船成功飞行，不会疏忽
每一个螺丝钉；以人为本的社会，不会漠视每一
个人的生命。

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堤，溃于蚁穴。
我们无论是做事还是做人，都要抓住根本，重视
关键，注意细节，敬畏细节。

因为细节是一种力量，它决定成败，决定
未来。

游记

这是一个愉快的夜晚，雨，停止了她那时而
欢快，时而忧郁的步伐。天空泛起了丝丝彩晕。
经雨水洗礼过的街旁树木，远处丘陵，城墙外的
兰溪河，今晚，格外清闲宁静，幽径清新而朦胧。
微风柔柔一阵阵拂过，带来了泥土、树木、青草、
花儿淡淡的香气。大地，寂然无声，池水中的鱼
儿安静地游动。那只猫头鹰还留在林木树上，它
不停地转动着眼珠，目视着这黑夜中的万物。

夜色前行，惊醒那温馨而生动的气息，宝石
般的花朵睁眼凝望，夜色的轻舞悄然翔起。天空
迟缓的弯月亮，透过云层偶尔射在大地角落边
的，那一点点昏沉的月光，被夜色深情的纱帐一
览无遗地收藏。景物的颜色和轮廊一齐隐入夜
色之中。

随着夜色的节拍，徐徐地释放着我无限思
绪，感谢这宁静柔美的夜，你的一言一笑才如
此清晰地浮现。此时，脑海和眼帘，一幕幕、一
遍遍地舒展，心里眼里全是挥之不去的———你
的影子。你———如田间河水旁的大风车，旋转
涌出来如瀑布似的汪汪河水，滋润着那枯萎的
禾苗，点点滴滴渗透到土壤深处。不经意间，你
已悄悄地潜入我心间，孤寂的心里，刻下了你
火红的印记。在这幽静弥漫着的温馨夜里，你
的每一字每一句都在我脑海里浮现，深深地让
我铭记永存。

夜色中，那金黄色高悬的瀑布，飘逸地飞越
松林。东边的高山巅峰微微浮起一层层烟灰色
的雾帘。

拂晓的黎明撩开了夜色一层又一层的面
纱。林中的小径上，黎明舒展着肩膀。平原上，黎
明把夜色告示给雄鸡。都市里，夜色逃藏在钟楼
和苍穹之间。黎明奔跑着，把夜色一路追寻。大
路上空，桂树林旁，黎明用绡纱把夜色轻轻地围
裹。晨旭舞摆着七彩罗裙，天边瞬间布满霞光朵
朵，跳跃着张开双臂，拥抱着太阳冉冉升起。

夏日的太阳，慷慨似火的热情，笑盈盈地，
呼喊着大地四邻的万物，矫健的身姿，抖动着金
色娇艳的光芒，一路欢笑，倾泻着过盛丰裕的热
量。鸟儿禁不住太阳的多情，羞答答地藏于林荫
深处。小狗被红太阳追赶，蹲在门前直喘着热
气。村民在炎热太阳的照射下，头戴草帽藏于庄
稼丛中。城中，懒洋洋的人群，汗水浸湿衣裳行
走在大街小巷。

我喜爱夏日的夜色，燥热被晚间一缕清风
拂去。原野被一声蛙鸣打破了宁静，我踱步来到
阳台，月亮挂在树梢，激荡的心情，在这悠然的
夜色之中，是那样的安宁和满足。

拥抱夏日的夜
姻朱立文

戈壁深处的“情人湖”
姻权翠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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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东西，玩着玩着，就开始失去
了最初的纯粹。它在时间中像果实一
样，由青涩走向成熟时，如果没有被采
摘得以适当贮存，难免会有腐烂坠地
的结局。

我已很久没有更新微博。冷眼观
望着粉丝数微小波动着，一天多几个，
过几天又少几个。不过是些流动的投
机者，想获取你的关注，无论你是否投
桃报李，他们最后都会自动消失。这些
人的目的，只在于增加自己粉丝数，而
非真正关注别人。这在微博流行初期，
是不曾发生过的。后来微博普及到凡
上网者皆有一个时，反而大家的粉丝
数不增反减。以至于有个女孩，苦于没
有粉丝，拿了一沓百元钞票，贴上自己
的微博地址，上街遇人就发，小区里的
邮筒也被“贿赂”。

人类原本是群居动物，是社会发
展结束了原始集体群居的状况。在现

代文明洗礼之下，人们各自蜗居在水
泥丛林密密麻麻的房屋里，却多变成
了老死不相往来的邻居。咫尺天涯的
现实人际关系，反不如互联网天涯若
比邻的虚拟关系热络。而微博的诞生，
简直等同于网络群居时代的开始。

你感兴趣的人、与你有关系的人、
推荐给你的人，以此类推，微博服务的
能量，足以使全中国的人都产生不同
层次、类别的关系。

何时起，曾经彼此关注的人，曾经
彼此心有灵犀的人，微博更新不再同
步，也不再频繁。十天半月不发一言已
成常态。但名字在那儿，头像没变，每
天都看见，每天都沉默而过。唯有一些
不相干的微博喧哗着，却与你的情感、
心灵，无关。

微博没有院墙，没有门窗，大家毫
不设防地群居在同一个广场。你可随
时随地收听任何人。在这一片纷扰里，

又有几人与你息息相关，关注你的喜
怒哀乐。万花丛中过，孑然一身的孤独
感，来得更加强烈。

你想与这个世界谈谈，你想发出
自己的声音，你想拥有粉丝，于是你
开了微博，混迹于亿万人海里，你却
只能自说自话，连一个听众也没有。
孤独是可耻的，是不欲使人同情的，
所以没有多少人会像那个女孩，用钱
来邀请听众。

你整天手不离机，眼不离屏幕，身
心基本奉献给了网络，连吃个饭也忙
着发图，食不知味的你，总是不知觉间
忽略了身边最近的人。这种只关注自
己无视他人感受的自私一样被带进了
微博世界，每个人都只盯着自己的粉
丝数与个人悲喜得失，却希望获得别
人真心的倾听，注定是个肤浅的梦；也
让微博，变成了一种越来越使人倍感
孤独的生活方式。

微博孤独症
姻云翦愁

可鲁克湖 托素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