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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更高品质的精
神与物质生活——“乐享
年华”！扫一扫，每天好
礼相送哦！

czrblexiang@126.com

鲸鲨生活在远洋深海，是世界上最大
的鱼类，全长可达20多米；直到1828年，
鲸鲨才首次在南非被生物学家确认。鲸
鲨性情温和，本身的天敌并不多，被称为

“温柔巨人”；但由于遭到人类的大量捕
杀，现已数量锐减，被列为濒危物种。

菲律宾是鲸鲨出没较为频繁的国度
之 一 。 宿 务（CEBU）省 的 奥 斯 洛 布

（OSLOB）镇，和黎牙实比附近的董索，
是菲律宾最知名的两大观鲸点。每年，
都有不少外国游客专程打飞的来菲律宾
看鲸鲨。

网上有很多“从杜马洛特到奥斯洛布
镇看鲸鲨”的攻略，以下是我的实际经历：

杜马洛特市是一座大学城，有好几
个码头。如果住在杜马洛特市区，先要
去“撕不烂”码头（Sibulan）坐船。“撕不
烂”码头离机场较近，离市区稍远。我去
的时候预约了一辆TUTU车，150p （菲
律宾当地货币比索），可以还价。回程
时，当地警察帮我打了个的，同为TUTU
车，只是沿路会停靠载人，价格为 20p。
由此可见，尽管杜马洛特的物价比国内
低廉很多，但“水分”仍然充足，挤挤总会
有的。

抵达“撕不烂”码头后，直接在售票
处买 Sibulan 码头—Lion-an 码头的船
票。攻略中建议坐整点的快船，回程时
我没赶上整点的快船，坐了半点的慢船，
船程差不多也是 1 小时，不比快船慢多
少。买船票时，工作人员会给你一张黄
色的小贴纸，贴纸上标有座位号；凭这张
贴纸，抵达 Lion-an 码头后，可以直接
坐前往宿务方向的大巴车。大巴车会在
TAN-AWAN 这个地点让看鲸鲨的乘
客下车，票价 30p，车程约为 25 分钟。
有攻略说下船后未必正好有大巴车，需
打车前往观鲸点。至少当天，我们的车
&船是无缝对接的。我猜想，大巴车的
运行频率与当地的旅游淡旺季有关。

一到TAN-AWAN，就能看到观鲸
售票处的标志了。观鲸价格是统一的：
在 船 上 看 500P，浮 潜 1000P，深 潜
2000P+。一般选择浮潜，兼具观鲸的效
果与性价比。买完票可以去寄存物品，
冲洗换衣服等。我们在售票处附近找到
一家提供大箱子的小卖部，箱子容量足
以寄存两人的物品，20p，比攻略上的

100P便宜很多。
接着，就是观看鲸鲨视频及阅读观

鲸须知（有中文版）。为了保护海洋生
物，下海前禁止涂抹防晒霜。观鲸点离

海岸不远，站在沙滩上就能看到数艘载
着人的螃蟹船。每艘船包括“小黑”在
内，可以坐 4-6 人。可能是没在代理处
订票的缘故吧，我们从早上9点，等了近
1 个小时；期间，看到一些比我们晚到的
团队居然先坐船走了。我和工作人员沟
通后，没多久就坐上了船。我个人觉得，
观鲸的排队规则类似于国内游乐场的一
些游乐项目，人数较少时，可通过“见缝
插针”节约等候时间。

真正观鲸的时间约 20 分钟，当地
渔民会往海里抛小鱼等饲料，引导鲸鲨
游动。10 点多已经不是观鲸的最佳时
间段了——多数成年鲸鲨已经吃饱，剩
下的鲸鲨，个头偏小，大概只有 1 米多
长吧，真的是鲸鲨宝宝了；海水也有些
浑浊。

其实，奥斯洛布镇的观鲸点一直被诸
多动物保护组织诟病。流传较广的一个
版本是：镇上某渔民碰巧喂养了一次鲸
鲨，之后，每天早晨，这群鲸鲨（有说是一
家子）会游来觅食，吸引了游客。镇上的
渔民发现有商机，便开始自发喂养鲸鲨，
前来觅食的鲸鲨越来越多。奥斯洛布镇
以“鲸鲨”为卖点，逐渐发展成一个世界级
的旅游点。而在专业人士看来，渔民的这
种喂养行为，改变了鲸鲨的觅食方式和生
活习性：对于体积庞大的鲸鲨来说，游来
浅海是非常危险的；同时，这也会让鲸鲨
丧失对人类的警惕性，在深海可能会主动
靠近船只，引发更多危险。

但我想，至少，这些鲸鲨依然生活在
大海，而不是被关在狭小的水族馆；这些
鲸鲨得到了人类的善待与喜爱，而不是
被捕杀，被割去鱼鳍，制成鱼翅，满足人
类的口腹之欲。

每年 1-5 月份，是鲸鲨前往董索附
近的海域洄游觅食的高峰期。在董索观
赏自然状态下的鲸鲨，无疑是更受推崇
的观鲸方式。然而，去过的驴友告诉我：

“野生鲸鲨身上有不少伤痕，大概是因为
下海的游客太多，在追逐中被碰撞刮伤
的吧。”

回想在大海里与鲸鲨同游的瞬间，
没穿救生衣、不戴呼吸管的我并没有丝
毫惧怕，反倒有种得偿夙愿的平静；与人
类的贪婪相比，鲸鲨真是名副其实的“温
柔巨人”啊。

张 琛 文/图

与“温柔巨人”鲸鲨同游
菲比寻常之四

1949 年 春
天，我爸爸周汝
中在省立江苏省
洛社师范学校读
书，正面临毕业
时 ，常 州 解 放
了。他参加了由
我党举办的苏南
公 学 的 学 习 培
训，接受了社会
主义的教育，并
中师毕业被分配
在武进县郑陆中
心小学，开始了
他的教师生涯。
从教 40 余年，把
一生都献给了教
育事业。今年91
岁了，年岁大了，
许多东西他记不
清楚了，但他的

“教书育人经”却
总唠叨不完。

爸爸的第一
个“教书育人经”
是学生永远是自
己的亲人。作为
一个教师，爸爸
始终把每个学生
视 作 自 己 的 亲
人。年轻的时候
他把学生当作自
己的兄弟姐妹，
年长后他又把学
生当作自己的孩子。

1951 年，我爸爸调到小新桥中
学任教，万浩兴是他教的第一届初
中毕业生。1953 年初中毕业时，爸
爸指导他报考南京海军预科学校。
当时他顾虑重重，担心有海外关系
不敢报名。为此，爸爸找他谈话说：
你家的海外关系组织上是审查清楚
的，学生材料里有。你不要有顾虑，
大胆报名。在爸爸的鼓励下，万浩
兴报考南京海军预科学校，体检合
格并录取。爸爸送他和同班同学朱
朝鸣、袁耀良 3 人到常州集中、并一
起合影留念。

万浩兴后来走上厅局级领导岗
位，先后担任航天部南京晨光机器
厂副厂长，航天部八五一一研究所
党委书记，如今已经82岁。他回忆
起我爸爸时说，1951 年，周汝中老
师刚到小新桥中学，正值学校改造
扩建时，他和同学们一起搬砖头、运
泥沙，经常是一身汗、一身泥。他对
学生平易近人、和蔼可亲。他和学
生一起打篮球，经常找学生谈心聊
天。同学们有什么困难，也愿意向
他倾诉，是一位深受学生爱戴的优
秀教师。回忆自己的成长经历，他
总是深情地说：我忘记不了恩师的
关心帮助。

爸爸的第二个“教书育人经”
是不能让学生因家贫而失学。在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因家贫而失学
的现象较多，出生于贫苦的农民家
庭的爸爸总是尽力帮助。1950 年
初。他在郑陆中心小学任教，学生
何顺林的家庭十分困难，似乎就要
辍学。爸爸得知后，借给该学生 3
元钱做本钱，让他在周日时候到村
镇集市上贩卖菱角和荸荠，挣钱贴
补家用和交学费；1954 届初中毕
业的袁敖良，家境贫寒，毕业时没
钱去参加升学考试，爸爸得知后，
立即给他 3 元钱，让去报考了丹阳
师范学校。若干年后，袁敖良工作

了，来学校还钱，爸爸才记起这件
事；从市第七医院副院长岗位退休
的骨科副主任医师戴志和，至今仍
忘不了上世纪 60 年代读初中时的
情景，家境困难交不起蒸饭钱，冬
天也只能每天吃冷饭冷菜，我爸见
了，很是心疼，主动为他交了蒸饭
钱。如今，戴志和是爸爸最信任的
医生之一。

爸爸的第三个“教书育人经”是
教师必须讲师德为人师表。爸爸始
终认为，教人必先正己。因此，他在
工作中认真踏实，教学上严谨细致，
生活上节俭自律。曾记得，我到煤
矿参加工作不久，我的一个科室领
导的爱人是农村民办老师，也是爸
爸的函授学员。我向他提出，是否
可以在考试阅卷时照顾一些，以换
取这个领导对我工作上的照顾。爸
爸听了立即翻脸，严肃批评我，做人
做事要有原则，教学与照顾完全是
两回事。爸爸从教42年，可谓桃李
满天下，但是他从来没有为家中亲
属去求学生办事。

爸爸如今离休在家，但仍然关
注着教育事业。他经常翻阅学生赠
送的照片和毕业合影，每当学生来
邀他参加师生聚会，他更是要兴奋
好几天。做了一辈子教师的爸爸内
心充满了自豪和幸福。

周家鸣 文/图

爸爸的“教书育人经”

1951 年爸爸（前排中）在龙虎塘小学任校长时与
老师员工合影

生活意见生活意见

本身对朗读就有着很大的兴
趣，听说央视出了一档节目叫《朗读
者》，就去看了。真心觉得这档节目
非常好，比《诗词大会》更入人心。

同样是用有声的方式对文字
进行表达，歌唱是去感动别人，而
朗读，更多的是去感动自己。当你
欢乐悲伤时，当你处在任何一种情
绪里时，都可以歌唱，但只有当你
将心沉在自己的胸膛里，当你感受
到心脏澎湃地跳动，当你内心的情
感在黑暗中横冲直撞，当你想要闭
上眼深吸一口气，你才能够真正地
去朗诵。

当一段文字或几句话深深击
中我的心，我会情不自禁地一遍遍
去读，然后仿佛有一种力量在迫使
我张开嘴，坐得端正些，或是站立
起来，去朗诵它。我认为朗诵是一
种虔诚的事，在我朗诵时，我就是
一个虔诚的信徒。心是干净的，耳
目都空，只有我自己的声音与眼前
的文字。

应着被文字感动，我去朗诵它，
在朗诵的时候，我也在感动自己。
一个成功的歌唱家，需要拥有许多
技巧，好听的声线，甚至台风动作，

但一个成功的朗读者，只需感动自
己就好。

所以我认为朗读没有“即兴”
一说，如果只看到文字，便鼓着声
线将它圆润地读出来，那不算朗
读。朗读的是文字，也是被文字感
染的内心。

现在人们的朗读越来越少了，
这似乎被认为是一个比赛、表演的
专用形式。其实，不是。有人觉得
私下朗读很做作，甚至在舞台上朗
诵，也是一件做作的事。我小时候
也这样觉得，但那时我是个做作的
小姑娘，所以对此挺有热情，但随着
年龄长大，这个习惯却保留了下
来。从前我觉得，我喜欢朗诵是因
为我可以朗诵得很好，赢得赞扬掌
声。可是现在，我喜欢朗诵，是因为
朗诵时候的感动，带给我感知世界
的力量。

《朗读者》这个节目唯有一点我
不认同。朗读并不一定要去献给
谁，朗读其实都是献给自己。

陈小鱼

朗读其实都是献给自己

你还会记得我的名字吗？如果我在
天堂和你见面。我们还能像从前一样
吗？如果我在天堂与你重逢。我必须学
会坚强，勇敢支撑下去，因为我知道我还
不属于天堂。

这是埃里克·克莱普顿《泪洒天堂
（Tears in Heaven）》中的第一段歌词译
文，也是我所听到的克莱普顿的第一首
歌，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时并没有觉得
很感动，当时并不了解歌词的意思，也不
明白这首歌曲背后的故事，我只是觉得
很舒服很恬静，非常适合陪伴午后的热
茶及书本，从旋律中以及声音中能品味
出思念，单曲循环，可以使得自己从嘈杂
中挣脱出来。越听越喜欢，我找了歌词
译文，其内容是在向天堂中的人提问，给
出自己的答案。对时间的思考，对自己
未来生活信念的坚定。歌词平淡，反复
聆听阅读却感到意义深刻，渐渐地也会
跟着旋律低吟浅唱。

埃里克·克莱普顿是传奇的布鲁斯
音乐大师，并且善于多种音乐风格，也是
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吉他手之一，有着吉
他上帝的美誉，获得过十九项格莱美奖
并且三次入主摇滚名人堂。

天堂里有谁？有他四岁的幼子康
纳。一天晚上，他带着康纳去看马戏，那
是他第一次独自带着康纳出去玩，既紧
张又激动。康纳也很高兴，看到大象让
他兴奋不已，叽叽喳喳的说个不停。这
是克莱普顿第一次明白有了孩子以及身
为人父的意义，然而这却是他与爱子的

“最后一夜”。第二天他还计划着要带

康纳去动物园玩，然而电话响了，噩耗
来临，他失去了他的孩子。康纳在和保
姆玩躲猫猫的时候跑出了窗户，从五十
三层坠楼而亡。当他在太平间里看到

康纳时他还在想：“这不是我的康纳，他
只不过和康纳长得很像。康纳已经在
天堂了。”康纳的逝去让他陷入了长久
的恍惚中，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失去了信

心，如同梦魇。在长久的独自梳理哀思
中，某一天他突然意识到可以把自己身
上的悲剧变成有意义的事情，用自己的
坚强去激励其他的人。一个人在家弹
吉他，创作灵感如涌泉不止，这段时间
他写了很多歌，其中就包括这首《泪洒
天堂》。这首歌打动了太多的人，长期
占据排行榜首位。

在我们丰富的情感中，有一种很玄
的东西叫做思念。在悲欢离合中它常
常不期而至，然而逝去的终究逝去了，
人生还要继续走下去，克莱普顿完美地
用音乐寄托了自己的哀思，让我想起李
商隐的诗句：“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
柱思华年。”然而人生还很漫长，还需要
鼓足勇气继续走下去，正如这首歌后面
的歌词:

时间能让你倒下，时间能让你屈膝，
时间能伤了你的心。请你衷心地祈祷，
只要祈祷，在那扇门后，我相信是块和平
的乐土，于是我知道我将不再泪洒天堂!

歌 曲 链 接 http://music.163.
com/#/m/song?id=1299217&userid=
28664518

——克莱普顿和《泪洒天堂》
蔡 龙 文/图

请你衷心地祈祷

闹钟响了第六回，还是稳稳地错了
过去，因为闹不清哪一声是自己给自己
的最后一道金牌，再严密的布阵也终于
成了虚设。那些记在日程本上的例行项
目，多半也是一样命运。每天看到，每天
挪到另一天。结果，一些原本重要的事
反而不比突如其来的棘手小活儿，在优
先级的排序上一再垫底。然而，与其归
咎于拖延懒惰，不如说正是一个个“后
路”成了即时执行的障碍。假使闹钟只
响一遍，再没有第二次补救的机会，那么
无论如何也会挣扎着起床。久而久之，
生物钟稳定，不用闹钟到点也醒了。甚
至某些要务在身的时刻，大脑会因为心
里有事的警觉而提早唤醒。

正如提醒是遗忘的后路，将一些人
的生日输入生日提醒类的应用软件，便
意味着，从这一刻起，这件事可以放心抛
脑后了，反正到时候手机会提醒你该发
什么短信、买什么礼物，不光来得及准
备，而且做得滴水不漏。这样一来，最不
想忘的可能反而最先忘记。待对方收到

祝福时，应该会很开心，但也许忽然转念
又想：究竟你是真的记得呢，还是只因定
时提醒的服务程序才“记得”？就像电子
邮箱界面里的好友生日提醒和随手发送
的电子贺卡，使得被提醒得来的廉价祝
福和时时处处的惦念相距甚远，而冷暖
便也在其间裂开巨大的鸿沟。当人变得
健忘，未必与忙碌有多大程度的相关，反
而是一个又一个提供补救措施的“小药
丸”让人们肆无忌惮地放下心来，以致放
弃了对自我的把控。一种恶性循环是，
越是记不住事，越怕耽误事而全面投降
于“烂笔头”。到头来，一些原本能够记
住的或及时处理的事，也因为对提醒设
置的过度依赖，再难主动上心、上手。一

旦没了那一声声“叮咚”，真不知要怎样
安排生活了。

方便行惯了，就是不方便。就好像
一些人习惯把电脑或手机屏幕调得很
亮，觉得那样看才清楚，不费力，而认为
亮度低的看着费劲，累眼睛。事实恰恰
相反。健康的人眼实际可以自我调节，
就像晚上睡觉刚关灯时，一刹那好像处
于完全的黑暗，什么都看不见，但是过了
一会儿，眼睛就适应了新的光线环境，逐
渐能够看清事物的轮廓，甚至下地走路
也不会磕磕碰碰。而总是处于强光下的
眼睛，却逐渐失去了原本的自我调节能
力，被自以为的舒适环境所损伤。

人呢，本来是自我圆满的，很多时候

并不需要外力去帮衬、去弥补。而那些
看似让生活更便捷的种种，加进来容易，
想要卸掉它却难了。各种以人性化美名
的智能工具成了人的延伸，几乎不费吹
灰之力就让人一点点退化了：“如果海浪
冲走一团泥土，欧洲就失去了一块。如
同失去一个海岬，如同朋友和自己失去
家园。”英国人约翰·多恩（John Donne）
所作的这首诗广为流传，后来被海明威
用到小说《丧钟为谁而鸣》里作开篇，它
所说的丧钟是个体的人从整体中被迫剥
离。而今，剥离的不仅是个体与整体的
相关性，更是自我的种种本能和每一寸
感知，它们像泥土一样被潮水冲走，人的
延伸或许正是人的消融。

梁 爽

闹钟只响一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