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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行天下乐行天下

此开右画左题，画大江一截，茫
茫一片，仅二三风帆驶过；近岸丘壑
石壁，结构精巧，颇非常见；远岸岛
影孤小，平野微茫。意境新异，似从
天上俯瞰大地，峰峦崖壁皆楚楚可
怜，缩小于画底。山石勾勒，纤淡柔
嫩，后来南田成熟期之“嫩”，正是从
这样的特质发展而来吧。

左页对题：
驱毫染岚雾，一片匡庐壁，钟磬

出空翠，江流泻天碧。
岛影悬微茫，回滩互明灭。吴

云不可见，千帆望中没。
诗写图意，文字清奇。后又有

跋云：
昔人有《江山图》，余仿其意作

小景，于古亦有入处，鉴者当得之畦
径之外也。甲辰腊月寿平题。

江山图，不知南田是特指黄公望
的《江山图》，还是泛指前人画江山的
图画。但后面的意思很清楚：我只
是仿昔人之意而已，借此有个学习
古代传统的入口。鉴赏者请勿以形
似古人、完全遵循古人常规来要求
我，而当在常见的套路之外来理解
和欣赏啊！此图虽曰仿古人，其实
也未见哪位古人有近似的作品。

所以仿古人之意作画，并非为

了像古人，而只是“于古亦有入处”。
这是南田的一个基本态度，也是当年
董其昌提倡仿古的一个基本态度。董
其昌不断说：若能解脱绳束，绝去蹊
径，便是透网鳞。南田也写了许多意
思相近的画跋，其一曰：

笔墨可知也，天机不可知也；规矩
可得也，气韵不可得也。以可知可得
者，求夫不可知与不可。

得者，岂易为力哉！古人去我远
矣，谋吾可知而得者则已矣。

这里的“笔墨”“规矩”，指的就是
前跋中的“畦径”；而“天机”“气韵”，
则是“当得之畦径之外”的、“不可知”

“不可得”的、更高更深的、因此“岂易
为力”的东西。这个东西，才是应该
从古人那里取得的宝藏！古人已远，
古人的宝藏难得，我们可能连个“入
处”都找不到，怎么办呢？当然也只
好从“可知而得”的地方下手，从“仿
其意”下手，找到入处，再探寻古人的
真意。南田此帧不似古人的仿古之
作，无论思考和实践，都可以启发后
来的学习者。

——读《江流泻天碧》册页

于古亦有入处
薛金炜 文/图

开栏的话
恽寿平，号南田，常州画派的开山祖师。“一代才子，逸怀壮

心，足称人豪，而世所知所誉，仅为没骨花卉。”我市艺术家薛金炜
深以为憾：“读其文，晓其志，感其寂寞，于是四方寻觅其山水之
什，久赏成癖。”多年前，本报《文笔塔》副刊力邀薛老师开设的《未
园漫读》专栏广受好评，不少读者特意剪报收藏。时至今日，我们
再请薛老师新开《南田山水欣赏》专栏，以飨广大读者。

七月初，我和三两闺蜜相约前往
西北游玩。

我们坐车从西宁翻越祁连山来到
期待已久的河西走廊，一路向西，经张
掖、酒泉、嘉峪关到达敦煌。接着南出
敦煌，再次翻越祁连山，经塔里木盆地
东北端，在有着天空之境的茶卡盐湖
和青海湖上尽情打卡留影，又在金银
滩草原上策马，最终又回到西宁。

这里是如此靠近天空。我们第一
天的行程便是从西宁翻越海拔3500
多米的祁连山，进入河西走廊。“扁
都口”是行程必经的隘口，这里山势陡
峭，气侯恶劣。汽车在群山间盘旋俯
冲，我们也被折磨得浑身不适。

历史上，这条险峻狭长的隘口曾
留下一段又一段传奇故事。2000多
年前，张骞受汉武帝之命出使西域，经
此去往河西走廊。在经历13年艰难
岁月后，回到长安，帮助汉武帝将河西
走廊并入了中原版图，功彪史册。此
后，这里先后走过了霍去病、隋炀帝等
许多赫赫有名的人物。

今日的扁都口，一派祥和。被誉
为最美国道227国道穿行于此，两旁
时见山溪蜿蜒，溪旁芳草萋萋野花绽
放，牛羊悠悠。就在汽车即将驶出山
口，峰回路转之处，远处一大片耀眼的
金黄映入眼帘，我们来到了美如天境
的百里花海门源。七月的门源绽放出
春天的美丽，大片大片的金黄伸向天
际，与远处绵延的黛紫色山峦相接，美
轮美奂，令人心旷神怡。

一路向西，河西走廊向我们展示
着它无与伦比的恢宏和壮美。

在途中，不时能看到历经两千年
沧桑仍顽强屹立的汉长城遗迹；还有
一座座或矗立或荒弃的雄关城楼，向
人们述说着这里的千年盛衰；一湾湾
从雪山上流淌下来的河流将一块块土
地滋养成一座座绿洲，让粗犷的高原
也有了江南一样的秀丽；而一座座巨
人般的铁塔和风叶让这里焕发出巨大
的活力。

许是上苍偏爱，赋予了这块古老
土地最热烈明快的色彩。在张掖，我
们游览了七彩丹霞，亿万年的沧桑，成
就了这里举世无双的独特地貌，人们
用“大地调色板”和“坠落的彩虹”来形
容它。在景区上空，热气球和直升机
繁忙地盘旋，景色之美让人震撼。

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开启了中
原与西方经济文化的交流先河，河西
走廊成为一条贯通中西方交流的重要
通道。这条古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
上，大大小小遍布无数石窟，这些石窟
是东西方文化交流融合的见证，也是
当今世界珍贵的艺术文化宝库。

在敦煌，我们游览了莫高窟。每
每说起莫高窟文物的流失，国人内心
总会被深深刺痛。今天的莫高窟让人
满心赞叹和欣慰。

从敦煌出发，我们再次翻越祁连山，
从西端进入青海。汽车开始沿着塔里木
盆地东北端行驶，这次伴随我们行进的
是高耸入云的昆仑山脉。这里的山势更
加巍峨雄伟，皑皑雪峰逶迤相接，戈壁荒
漠也显得更加广袤和苍莽。

一路上，不时见到一汪汪碧蓝的湖
泊，与天空的纯蓝相比，湖泊的蓝透着绿，
美得摄人心魄。许多湖泊的外缘是金色

的黄沙，远观仿佛是从天上坠落的一颗颗
镶着黄金的蓝宝石，点缀在蓝天白云雪山
丛林及辽阔戈壁之上。这些便是名闻遐
迩的青海盐湖，据说青海有大大小小100
多个盐湖，盐矿资源十分丰富。

我们的车疾驰在德小高速上，途中
渐次出现大片草原和树林，景色也愈加
怡人。此段，我们曾与青藏铁路并行，在
高耸的群山与绝美的湖泊的映衬下，青

藏铁路上列车疾驰而过的景象格外让人
感动骄傲，从古至今，那么多的艰难和险
阻都被中国人踩在了脚下，这种伟大就
像这巍巍昆仑一样，不仅绵延不绝，而且
屡创新高。

带着不舍，我们结束了近10天的旅
程。虽然风尘仆仆舟车劳顿，但身心却始
终是愉悦的，我们不仅领略了西北山川湖
泊的壮丽，也学到了许多历史文化知识。

钱锡梅 文/图

壮丽西北行

一支乐队的成功
与主唱有着绝对的关
系，主唱正是一支乐
队的门面，毕竟很多
内容只有唱出来才能
更容易被理解。所以
多数情况下一支成功
的乐队一旦失去了或
者更换主唱就会立刻
下滑。柯本的离世使
得涅槃乐队直接解
散；查斯特·贝宁顿离
世后也听不到林肯公园的声音
了；皇后乐队虽然一直在巡演，可
是失去了佛莱迪·摩克瑞的皇后
乐队和当年的那个皇后乐队还是
有着巨大差异的；就连枪花主唱
Axl Rose担任AC/DC的巡演
主唱都被退票抵制；中国台湾的
飞儿乐团更换了主唱也被人说唱
得没有以前的那个好……

也有例外——有一支来自北
欧的乐队，用过三个不同演唱方
式的主唱，虽然也被歌迷拿来对
比却并没有失去他们的支持，
乐队的作品过硬，主唱能与乐
队的新老作品融合，不靠情怀靠
实力——它就是来自芬兰的国宝
级乐队夜愿（NightWish）。

夜愿的第一任主唱是被芬兰
第一位女总统称为“芬兰之声”的
Tarja Turunen，她的花腔女高
音在摇滚乐中是独树一帜的，毕
竟在此之前我们还没有听过有谁
用美声唱摇滚，也只有在《帕瓦罗
蒂和他的朋友们》的演唱会上，看
到帕瓦罗蒂与请来的摇滚音乐人
合唱一些抒情摇滚作品，而夜愿
的交响力量金属才是将美声与摇
滚融合的力量搅拌机。《Wish-
master》专辑是他们从芬兰走向
世界的重要作品。其中那首
《She Is My Sin》更是经典中
的经典，那大气恢弘的前奏就能
抓住一颗躁动的心，有很多人没
有听过这首歌的演唱部分，却听
过这首歌的前奏。也是这个前奏
太抓心的缘故，它被各种场合剪
辑使用，商场活动，婚礼开场，短
视频与游戏里等等。然而好听的
绝对不仅仅是前奏而已，前奏带
起的是一个氛围，是一条通往热
血沸腾的道路，当听到演唱才是
惊讶的时候：独特而又圆润的嗓
音是华丽与华丽的交融。乐队
本身的器乐华丽饱满而富有激
情，在进唱后也并没有舍弃这种
华丽，只是淡化了伴奏中的旋律
性，更加衬托了主唱。再品味一
下歌词，好像是在讲述一个故
事，像是来自圣经，演唱的故事
性让这首歌更像是一个简短的
音乐剧。

第二任主唱Anette Olzon
加入后的第一张专辑是《Dark
Passion Play》，这也是芬兰历
史上最贵的一张专辑。我特别喜
欢第一首歌曲《The Poet and
the Pendulum》，这首歌将近
14分钟，或者说这就是一部音乐
剧。这首歌的创作灵感来自于埃

德加·爱伦·坡的短篇小说《陷坑与
钟摆》，歌曲创作者将自己代入这个
故事中化作面对死亡的主人公，以
自己对死亡的理解而创作出了这首
歌。歌曲分为五段，第一部分以第
三人称视角讲述了歌曲创作者的死
去，以一种唱诗班空灵的声音演
绎。一段激烈的间奏急转直下，再
以第一视角进入第二段，作者对一
些自我观点的阐述，对故土的怀
念。这段是以一种通俗流行的方式
演唱，在自述和回忆中面对死亡，较
为淡然。在一段忧伤的大提琴独奏
中进入第三段，再以一种唱诗班的
歌唱形式演绎，自己一生的回忆，对
死亡的态度，对生的不舍。速度再
起，这一段的小提琴与电吉他的结
合实在美妙，急速而揪心。进入第
四段，先由男声唱出了愤怒的嘶吼
及宣泄，再由女声唱出对于死后情
形的描述。最后一段是如同安魂曲
一般的伴奏，柔美歌声的陈述与召
唤，仿佛是进入了天堂遇见了父母，
放下愤怒与执念走向宁静。

第三任主唱Floor Jansen也
是实力强劲，更像是前二者的结
合。《élan》在前奏响起时就很吸引
人，悠扬的苏格兰风笛牵引着耳朵
进入这个旋律，这是首较为轻松的
歌曲，凯尔特风格与交响摇滚的碰
撞融合，就像童话里的海滨村庄，神
秘而又惬意，充满了诗与远方的向
往。

夜愿每一次更换主唱都是一次
转变，这主要归功于乐队主创键盘
手会针对主唱的声音创作适合乐队
的歌曲。乐队的贝斯手留着帅气的
山羊胡子，他一直是乐队的男主唱，
所以针对这支乐队也有一种说法叫
作“流水的主唱铁打的山羊胡子”，
然而今年这位铁打的山羊胡子主动
离开了这支队伍，我想，这支队伍也
将要迎来再一次的转变。

《She Is My Sin》
https://music.163.com/

song?id=4209157&userid=
28664518

《The Poet and the Pen-
dulum》

https://music.163.com/
song?id=21312091&userid=
28664518

《élan》
https://music.163.com/

song?id=30612290&userid=
28664518

蔡龙 文/图

实力强劲：夜愿的三任主唱

“您好！请问是公交公司
吗？……”当我一边慌乱地拨打
好友帮我找来的电话号码时，一
边在脑海里不断回播着：“可能再
也找不到了，没留下任何信息，这
无异于大海捞针啊！如果下车时
能拍下车牌号，如果当时索要乘
车小票，如果下车时记得打开后
备箱……”清醒而残酷的现实是：
我的箱子忘记在出租车上没拿下
来。出租车早已无影无踪。

它最后的处境是被出租车司
机当垃圾扔了？或许司机出于好
心，把它送回公司，几经辗转后不
知猴年马月破烂不堪地回到我手
上？……

这虽不是一只贵重的箱子，
里面也没有值钱的行李，但这箱
子里有我的日常洗漱用品、换洗
衣服、去杭州听课的相关资料，我
需要它们，需要就是最大的价
值。再想想这只25寸的箱子，浅
粉绿色的箱体，拉链和拉手处都
是浅粉红色，嫩绿和粉红搭配得
很协调，醒目的颜色使得它与众
不同，我很喜欢它。不论在哪个
机场的包裹传输带上，我能于万
千箱子中一眼认出它。箱子是
女儿念大学时买的，她用了两年
就给我了，它伴我走过千山万
水。2017年，它陪我来到越南，
趟过仙女溪，看过红沙滩、白沙
滩；也是那年暑假，我拖着它和
好友一起畅游张家界；2018年
清明节，它伴我穿越内蒙古的腾
格里沙漠……不管走到哪儿，带

着它，我有一种定定心心的踏实
感。我出门在外需要的东西都由它
保管，它让我放心游玩。可现在，我
可能永远也见不到它了。

正当我伤感的时候，一个来电
让我回到了现实。“刚刚通过监控找
了几辆从高铁站出来的车，打电话
问司机都说车上没有你所说的箱
子。”出租车公司接到我的电话后一
直在调监控、打电话，他们也在急我
所急，也一直在为我想办法。提供
更多尽可能详细的信息，或许对查
找箱子有用。我再一次拨通了他们
的电话：“我是下午1：10左右在高
铁站门口坐的出租车，沿游子吟大
道一路往西，来到高架桥下的天目
湖大道，然后沿天目湖大道一路向
北来到华府天第小区北门……”我
头昏脑胀地尽力回忆着、期待着
……调监控，查信息，打电话询问、
核实，公交公司的工作人员在电话
那头马不停蹄地工作着，我只能在
小区门口想象他们忙碌的场景，什
么忙也帮不上。

“刚刚监控里找到出租车了，打
电话跟司机说后备箱里有这么一个
箱子，不过他人在乡下，要一个半小
时后才能回城……”等来的电话使
我悬着的心稳稳地落下，失而复得
的快乐瞬间充盈全身。当师傅把箱
子送到我手上时，对我的歉意与感
谢，他只是乐呵呵地说了声“没事”。

时至今日，我 一直 感恩 在
心。从“心事”到“没事”，说起公
交公司出租车司机，我的内心就
有一种温暖。

邱红

从“心事”到“没事”

七彩丹霞，坠落的彩虹

月牙泉边芦苇青青 七月的门源，油菜花盛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