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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歌的行板

在天坛， 有很多业余音乐

家，拿着西洋或中国乐器，在林

荫下一显身手。 他们或者是自

拉自吟，或者是三五一群合奏，

或者是为别人的演唱伴奏。 各

有各的地盘，各有各的听众，各

有各的乐子。 虽然很多人不过

是玩儿票的， 拉得或吹得呕哑

嘲哳难为听， 但也有真的演奏

得不错的， 一点儿不亚于专业

水准。

我曾经见过一位拉大提琴

的乐手。 在天坛， 玩西洋乐器

的 ，大多是手风琴 、小提琴 、萨

克斯、黑管、小号，玩大提琴的，

我只见过这样一位。

是在靠近南门东边的泰元

门前的柏树林里。 那里清静，一

般游人很少到， 就算是北京人

遛弯儿， 也更愿意到东西北这

三门附近， 那里有树有花坛有

亭子有走廊有藤萝架， 比较热

闹惬意。 或许，人家就是为了寻

求偏僻清静， 才到这里拉他的

大提琴的。

我是循着琴声找去的。 那

琴声真的很好听， 沉稳中带着

一点儿跳动， 悠扬中带着一点

儿忧郁。 小提琴和大提琴同样

都属于弦乐， 我对大提琴有一

种先天的敏感， 或者说有一种

先入为主的喜欢。 如果说小提

琴和大提琴同样具有特别的抒

情功能的话， 大提琴更适合表

达心底埋藏已久或伤痛过深的

感情， 是那种经历了沧桑的感

情 ，是 “此情可待成追忆 ，只是

当时已惘然” 的感情。 听大提

琴， 真的会在心底涌动着一种

“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

是云”的感喟，给予你的是那种

“石径埋没藏春草，铜雀荒凉对

暮云”的感觉，让你的心里沉甸

甸的，有几分苍茫和苍凉，醇厚

的后劲儿，久久散不去。

在柏树林的尽头， 靠近二

道墙前，靠近泰元门的地方，我

找到了。 拉琴者，是个大约六十

多岁的男人，他穿着整齐，面前

摆着一个铁制的乐谱架， 椅子

上放着一个保温水杯。 他没有

理我，照旧拉着他的琴，很投入

的样子，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

我坐在离他不远的地方，静

静地听。 我听出来了，他拉的是

柴可夫斯基的《如歌的行板》。这

支曲子一般是由小提琴演奏，用

大提琴，别有一番风味。

曲子不算长，他不间断地连

续拉了两遍，目不斜视，只专注

在他的琴弦琴弓和琴谱上，还有

脚下春天新长出的青草。似乎有

点儿嫌我坐在这里，打扰了他独

自一人享受的宁静，想用冗长的

时间赶我走。我有点儿小心眼地

这样想。 就不走，我就坐在这里

听完， 难道他还想再拉第三遍，

或者换一支曲子？

没有拉第三遍，也没有换一

支曲子。 他放下了琴弓，拿起保

温杯，拧开了盖，喝了几口水。

我走上前去， 客气地和他

打招呼，称赞他拉得好，告诉他

我老远就听见他的琴声了。

他谦虚地摆摆手，连说：“谬

奖！ 谬奖！ ”有些文文绉绉。

我对他说：“真的很棒，我还

等着听您拉新的曲子呢。 ”

他笑了， 对我说：“不瞒你

说，我就会拉这一支曲子。 ”

这让我多少有些奇怪。新学

的？ 新学的，一般不会拉得这么

好。 我把疑问告诉了他，他告诉

我：“新学倒也谈不上，年轻时学

过，后来忙着闹革命，就耽误了。

这是前两年退休之后，没什么事

情，重新又捡起来的，就学了这

么一支曲子，还没有学好！ ”

我对他说：“一听您就有童

子功。 我很好奇，大提琴曲有好

多，您为什么非要选老柴的这支

《如歌的行板》呢？它又不是大提

琴曲！ ”

“老柴？ ”他的眼睛忽然一

亮，望了望我，然后，问我，“你也

喜欢老柴？ ”

“当然！”我说。在中国，没有

哪一位外国的音乐家，能比得上

老柴这样令人充满感情的了。我

们似乎都愿意称他为“老柴”，亲

切得好像在招呼我们自己家里

的一位老哥儿。

“起码，对于像咱们这样大

的年纪的一辈人，或者再上一辈

人，对柴可夫斯基都是如此的一

往情深。 ”我接着对他说。

他连说：“是，是！”仿佛遇到

了知音。 索性把大提琴放在一

边，和我交谈了起来。我才知道，

他是中学的一位物理老师。自幼

喜欢音乐，恢复高考后，阴差阳

错，考上了大学，学的却是物理。

“命运就像瞎老太太织的破渔

网，也不知道哪个网眼儿就接上

了哪一个网眼儿。”他苦笑一声，

对我说。

我们谈起来对柴可夫斯基

的理解 ，谈着 ，谈着 ，主要的话

题，落在这样一个点上：为什么

在中国，咱们这一代人喜欢柴可

夫斯基。

是因为我们长期受到俄罗

斯文学的影响， 便近亲繁殖似

的，拔出了萝卜带出了泥，对柴

可夫斯基有着一种传染般的热

爱？ 是知识分子相似的痛苦经

历，让我们从骨子里对他有了一

种认同感？是因为柴可夫斯基的

音乐打通了宗教音乐与世俗民

歌连接的渠道，有了抒情的歌唱

性，又混合了一种浓郁的东方因

素， 便容易和我们天然地亲近，

让我们在音乐的深处能够常常

和他相遇并一见如故？

我们的交谈很有趣，他显得

兴致勃勃， 连问我是干什么的，

是不是学音乐的。我告诉他：“和

您一样， 我从小也喜欢音乐，一

直想学小提琴，那时，家里生活

困难，拿不出那么多钱给我买一

把小提琴，比您还早，这个梦就

断了。 ”

他“呃”了一声：“明白了！我

们也算是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

何必曾相识呀！ ”

我们就此告别。走出了柏树

林，我还想听到他再拉起他的大

提琴，可是，再也没有听到琴声。

走了老远， 我忽然想起来，

谈了半天，还是没有谈明白我们

为什么喜欢柴可夫斯基。

一直到以后有一天，我读到

一本 《十九世纪西方音乐文化

史》， 作者是美国音乐文化史的

学者保罗·亨利·朗格。在这本书

中， 朗格在批评柴可夫斯基是

“眼泪汪汪的感伤主义”之后，又

从艺术性格上批评他：“柴可夫

斯基的俄罗斯性不在于他在他

的作品中采用了许多俄国的主

题和动机，而在于他艺术性格的

不坚定性，在于他的精神状态与

努力目标之间的犹豫不决。即使

在他最成熟的作品中也具有这

种特点。 ”

朗格所说的这种特点，恰恰

是俄罗斯一代知识分子所具有

的共同特点。 我们在托尔斯泰、

契诃夫，特别是在屠格涅夫的文

学作品中（比如屠格涅夫的小说

《罗亭》）， 尤其能够感受到那一

代知识分子在面对自己国家与

民族命运时奋斗求索的性格，在

这种性格体现的犹豫不决的不

坚定性中，蕴涵着那一代人极大

的内心痛苦。

明白了朗格对柴可夫斯基

的这一点批评，我多少明白了为

什么在我们中国那么多的知识

分子———特别是老一代的知识

分子，对柴可夫斯基那样一往情

深，一听就找到了息息相通的共

鸣。 因为在动荡当中，我们的知

识分子也一样是犹豫不决地摇

摇晃晃地在指点江山激扬文字

的意气中、 在痛哭流涕的检讨

中、在明争暗斗的各种职称评奖

升迁中……一步步跌跌撞撞地

走过来？ 柴可夫斯基的音乐，因

此和我们一拍即合。

我很想把我读到朗格的这

本书后的感想，告诉这位中学物

理老师。可惜，在天坛，我再也没

有找到。

六百个春天

春天又要到了。这将是天坛

度过的第六百个春天。对比古老

的天坛，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渺

小的，都会生出“寄蜉蝣于天地，

渺沧海之一粟”的感慨。

对于我， 从小就进出天坛，

那样熟悉，那样亲切，视其为自

家的后院，脚印曾经如蒲公英飞

散在这里的角角落落。却是去年

立秋那一天之后，才忽然觉得天

坛是那样的陌生， 那样的深邃，

那样值得去探究；才真正注意到

来这里的芸芸众生是那样的丰

富，那样的多彩，那样的有意思，

那样的和我息息相关。 他们，包

括我自己在内，和古老的天坛互

文互质，彼此交织而成六百年后

的一阕新乐章。

我常想，天坛，从一座皇家

的祭坛，到大众的公园，经历过

这六百年沧海桑田的变化之后，

对于我们，它如今到底变成了一

个什么呢？

游人的胜地？

百姓的乐园？

北京人独有的客厅？

北京人最近便的后花园？

思古的一方舞台？怀旧的一

本大书？ 忧愁的化解地？ 郁闷的

解毒剂？ 秘密的存放地？ 欢乐的

释放地？ 相约的幽会地？ 锻炼的

运动场？ 歌舞的排练场？ 散步的

林荫道？ 读书的阅览室？ 我竟然

想不出一个最为合适的比喻，概

括不出天坛对于我们今天独特

的价值与意义。这里既有磅礴的

皇家气， 也有平民的烟火气；既

有历史的叹息， 也有今天的感

喟；既有古老的松柏，也有年轻

的花草；既有岁月蜿蜒隐秘的幽

径， 也有今日新修的开阔的甬

道；既有天阔之新日，也有夜阑

之旧梦； 既有坛上穹顶之天问，

也有地上人间之世味……是啊，

天坛，囊括万千，岂能是一个比

喻的修辞所能概括？

很难想象，北京少了一座天

坛，会是一种什么样子。 在帝都

中轴线之南端，将会如天缺一角

般，让皇宫都失去了呼应，让人

失去了与天对话对视的一种可

能性。

春天又要到了。我想再到天

坛转一圈。

再一次从正门祈谷门走进

天坛，沿甬道往南，到斋宫，到神

乐署 ；往北 ，到双环亭 ，到百花

亭 ，穿过内垣前的柏树林，先到

宰牲亭，再走进长廊，过北神厨，

一直走到祈年殿， 过丹陛桥，过

成贞门，过回音壁，过圜丘。站在

圜丘的天心石上，万千景物一览

眼前，一切是那么的熟悉，那么

的亲切，那么的动人哀怜。 人流

如鲫，来往川流不息，喧嚣不止。

眼前的祈年殿默默不语，矗立在

蓝天之下， 天蓝色的琉璃瓦顶，

不动声色，却不住晃我的眼睛。

走下圜丘，心里默默数着三

层一共二十七级台阶。 走出圜

丘，走到东天门前的柏树林里的

时候，一下子，空无一人，喧嚣远

去，寂然无声，和圜丘上判若两

界。我忽然想起写过《瓦尔登湖》

的梭罗， 想起如今在瓦尔登湖

畔，梭罗故居前竖立的一块木牌

上， 写着梭罗生前说过的一段

话：

我步入丛林，因为我希望生

活得有意义， 我希望活得深刻，

并汲取生活中所有的精华，然后

从中学习，以免让我在生命终结

时，才发现自己从来没有活过。

（《天坛六十记 》 肖复兴/

?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21 年 1

月版）

天坛，六百年历史的皇家建筑，曾经是祭天的场所，如今是许多人旅行的目的地，更是老北京人生活中不可割舍的一部
分。 作家肖复兴用自己在天坛写生的机会，贴近他们，记录他们，以朴实真诚的文字，写下了祈年殿、双环亭的美，也写下了
老北京人对悠长岁月的回忆，年轻一代的烦恼快乐，也有保安、环卫工对天坛的守护……正是这些人无论苦乐努力生活的
劲头，让古老的天坛有了新生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