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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乐同行
□蒋慧君

父亲节那天，在朋友圈发了篇怀
念父亲的文章。有朋友留言，老爷子
多才多艺，你们姐弟可都遗传了他的
优点。
朋友的话令我汗颜，父亲擅长的
京胡、二胡，我们硬是没能传承下
来。记得儿时，父亲曾手把手地教过
“哆来咪发唆拉西”这七个基础音的指
法，我们也拉锯般地学过旋律比较简
单的曲子，但终因父亲工作忙碌以及
我们的懈怠而搁置。但要论起乐感，
细想之下，姐弟四人似乎真有那么点
天分，对于音乐节奏、旋律以及听觉
音准等方面相对比较灵敏。
遥想当年，在父亲或激昂或悠扬
的琴声中，在日复一日的耳濡目染之
下，姐姐不可抑制地喜欢上了戏曲，
那韵味醇厚、婉转流畅的越剧唱腔令
她痴迷，曾一度想外出学戏。或许是
缘分使然，多年后，姐姐的潜能终于
得到发挥。在她自己的领域里，吟诵
时节奏分明，击鼓时精准到位，曾创
造出独具个人特色的打击乐。鲜少开
嗓的哥哥，虽说不怎么懂得乐理和技
巧，可一旦唱起歌来，也是五音皆
全，每一句都在曲调上。而弟弟呢，
小时候就数他声线最高，在家庭大合
唱中直接把我们秒成了和声。上大学
后，弟弟在唱、跳、弹方面表现尤为
突出。直至今日，唱歌仍是他业余生
活中的一大爱好。
身为老文青的后代，对于音乐，
我有着与生俱来的喜好。无论在卡带
时代、CD 时代，还是数字音乐时代，
总能找到自己喜欢的音乐风格和自己
喜爱的男女歌手。记得在上世纪 80 年
代初期，紧跟时尚潮流的姐夫先人一
步，买了台在当时看来特别稀罕的收
录机，让我艳羡不已，一有空便往姐
姐家跑，成了那台机子的忠实粉。在
那一排形似琴键的按键上，有我层层
叠加的指印。放入磁带按下播放键，
邓丽君那天籁般婉转动人的歌声便从
两侧的喇叭中传送出来，听得人如痴
如醉，欲罢不能。在流行主旋律歌曲
的当年，乍一听到这种颠覆传统的演
唱方式，所带来的听觉冲击力，绝不
亚于十级风暴。
到了 90 年代中期，随着港台流行

音乐和国内本土流行音乐的兴起，卡
拉 OK 歌厅应运而生，K 歌成为当时年
轻人最时髦的消遣方式之一。在我大
麦屿老家边上，就开了一家歌厅。这
对于喜欢唱歌的我来说，有着极致的
诱惑力。于是选了个时间，约上家人
朋友一同前往，体验最初的“灯红酒
绿”。陈慧娴的 《飘雪》，是我在歌厅
里唱的第一首歌，至今仍记忆犹新。
在经历了清唱、风琴、胡琴伴奏的当
年，突然拥有与歌手同样规格的专业
伴奏，那份惊喜与激动，让人恍若梦
中。有段时间特别流行家庭影院，于
是置办了一套家庭卡拉 OK 音响系统，
购买的港台歌手专辑碟片，塞满了几
个大抽屉，可算过了把 K 歌瘾。
后来，量贩式 KTV 遍地开花，音
响设备不断升级，话筒音质越来越
好，唱歌便越发成了享受。每每 K
歌，总喜欢点唱曲调舒缓的抒情歌，
间或夹杂几首嗨歌劲曲来烘托一下氛
围。经常在散场时，电脑歌单上仍密
密层层地排列着几十首待唱歌曲，让
同伴笑话不已。兴之所至，还会在手
机 APP 中 K 歌，以此来舒缓身心，调
剂心情。
一直以来，对纯音乐有迷之深
爱，不论是古风还是现代，国内还是
国外。徜徉在音乐的国度里，任思绪
随音符驰骋遨游。曾有段时间，迷上
了日本音乐人久石让和吉田洁的作
品。尤其是久石让的 《天空之城》，动
人心弦的音律，凄美中弥漫着淡淡的
忧伤。让人专注聆听的同时，眼中不
自觉地蓄起一层水雾。吉田洁的 《遥
远的旅途》，让我一听十多年。整首曲
子大气旷远，幽深苍茫。尤其在高潮
部分，如果配以古代宫廷惊鸿舞，那
该有怎样震撼的视听效果。而闻名全
球的班得瑞轻音乐，也是我曲库中的
珍藏。轻柔唯美，简单流畅，散发着
自然清新的味道，有着一尘不染的纯
净，岁月静好的安然。当纯音乐在车
厢中回荡时，那串串音符便明媚了整
个心房，就连驾车时机械的踩刹动
作，手握方向盘的姿态角度，都被赋
予了别样的韵味和美感。前段时间，
被古装仙侠剧 《陈情令》 中的原生音
乐 《醉梦》 所吸引。琴笛交融之间，

有着尘埃落定后的释怀和高山流水遇
知音的欣喜，听得人百转千回，如痴
如醉。
今年 6 月 19 日，在玉环湖绿道广
场举办的玉环湖夜游节启幕的当晚，
随着背景音乐 《Victory》 响起，上百
架无人机徐徐升空，以聚散、悬停、
漂移的操作模式，在夜空中秀成极具
梦幻的文字和图案。那热血激昂的乐
曲从地表上渐次升腾至玉环湖上空，
犹如涟漪般往四周扩散。强劲有力的
鼓点，蕴含着不屈的力量和必胜的信
念，一下又一下，重重地击在我的心
坎上。彼时，一切嘈杂仿佛静止，唯
有音乐浸润全身。我无法看到当下的
自己，脸上有着怎样的痴迷，只觉得
周边的粼粼湖水，岸上的人造极光，
湖边的花花草草，仿佛汲取了满满的
音乐养分。否则眼前的这方天地，何
以如仙境般美好？
在最近播出的综艺节目 《乘风破
浪的姐姐》 中，女明星们把 RAP 演绎
得又酷又炸，又飒又燃，让人挪不开
视线，越听越上瘾。记得首次听到加
入 RAP 的歌曲，是周杰伦那首 《双截
棍》，“快使用双截棍哼哼哈兮，快使
用双截棍哼哼哈兮，习武之人切记仁
者无敌，是谁在练太极风生水起
……”这种节奏快速、歌词押韵的说
唱形式，当年听得我满脸问号。
What！原来歌还可以这么唱？代沟，
来得猝不及防。只是任谁也没能想
到，我会从最初的绝对抗拒，到逐渐
接受直至现在的爱上，这过程极具戏
剧化。于是心中感叹，岁月在改变一
个人的同时，还能改变一个人的品味
与喜好。扪心自问，一向节奏控的
我，喜欢的应该是 RAP 的律动感吧？
想唱就唱，乘风破浪。女儿说，
你也应该向乘风破浪中的小姐姐们学
习，无惧年龄，敢于突破，可以尝试
一下 RAP 嘛。只是，身为一名业余的
歌唱爱好者，想要解锁 RAP 这项新技
能可不是件容易事，一不小心就有可
能把说唱变成朗诵，念出“淡黄的长
裙、蓬松的头发”那样魔性的效果
来，但真的可以将其作为一项自我挑
战来攻克。
曾看过这样一段话，“无论是谁，
我们都曾经或正在经历各自的人生至
暗时刻。即便你再努力克制，有时也
会在瞬间被无助和心酸所淹没。”或
许，岁月红尘，不全是繁花似锦。人
生路上，难免遭遇波折坎坷。而音
乐，无疑是注入生活中的那束强光。
相信有了音乐的加持，便足以化解人
世间的风霜雨雪，让人有了勇往直前
的强大力量。

人蜂
之战
□李政国
五十多年前的一个夏天，那时我只有
七岁，有一次我和三哥在家门口一起玩耍
时，看见屋檐下的十几只蜂飞来飞去。我
们家乡人称这种蜂为“虎头蜂”，它体型
大，身上有黄色和黑色相隔的斑纹，尾部
有一根毒刺，如果让它蛰一下你的脸部，
十分钟内，脸就会肿得让熟人也认不出你
是谁。片刻后，有七八只虎头蜂在我身边
转圈圈，我三哥担心我被蜂蛰，急忙拿来
扫把驱赶着它们，结果打死了两只。时过
一两分钟，几十只虎头蜂从四面八方聚集
到我们的头部上方，像战斗机似地轮番俯
冲攻击我们。我三哥右手挥动扫把，左手
搂着我的头部紧贴在他的胸前，边打边喊
着：“爸爸！爸爸！快来啊！”我爸闻讯赶
到接过扫把，催我们立即进屋，虎头蜂紧
追不舍，跟着冲进了屋里，我爸意识到事
态严重，赶快关紧所有的门和窗户，可屋
外的虎头蜂是越来越多。
那时侯我们住的是乡下山边的老房
子，密封性很差。发疯似的虎头蜂想进入
屋内攻击我们，有的从门缝处挤进来，有
的从门槛底下钻了进来，我三哥拿起扫把
扑打着它们，我爸找来衣布堵着门的缝
隙。此时屋内大约有十几只的虎头蜂，不
停地在我们头上盘旋，时而向我们发起攻
击，我三哥左手抓起自己背后的衣服，连
声对着我喊：“快！快！把头部和手伸进
来！”右手挥动着扫把驱赶来攻击的虎头
蜂。我头部和手臂躲进了三哥的衣服内，
脸部和他背上的汗水粘贴在一起，两只手
紧紧地抱着他的腹部，刚抱上，三哥身体
突然往下一缩，两脚直跺地说：“肚脐不能

摸啊！”喔！我忘了，三哥的肚脐是“禁
区”从来不让人碰摸的。我双手立即往下
一移，抓着他的裤带，眯着眼睛跟着团团
转。三哥突然又发出“啊！”的一声，原
来，他的手已被虎头蜂深深地蛰了一下。
此时，我妈手上拿着一条床单从屋外赶
来，随着我妈一进门，又有一批虎头蜂跟
着涌了进来。在短时间内，屋外不知从哪
里飞来了近千只的虎头蜂，轮番攻击着我
们的门和窗户。顿时，玻璃窗外像黑云般
地压着一波又一波的虎头蜂，有欲破窗而
入之势地冲撞着玻璃，同时屋内的亮度也
渐渐地暗了下来。
当时，除了屋内头上的嗡嗡声外，屋
外还有阵阵的虎头蜂冲撞玻璃的叮叮当当
响，吓得我抱着妈妈的大腿哇哇地哭。我
妈用左手紧抓着包着我哥俩的床单，右手
拿着衣服左右扑打着屋内的虎头蜂。我爸
拿起扫把边驱赶边说：“不要怕！头部包
着，手臂不要露在外边，我们坚持不要开
门，不怕它们不退去。”大约对峙了半个多
小时，屋内慢慢地安静了下来，屋外的蜂
群也渐渐地退去。
当我们刚松了一口气时，我爸突然想
起刚才我三哥手被虎头蜂蛰过，叫我妈立
刻解开包着我们兄弟俩的床单。我妈一解
开床单，“哎呦”地一声，她手颤抖地抚摸
着肿得像黑面包似的三哥的手背，心疼得
说话都有点梗咽。我爸急忙找来一个陶
罐，催我：“四仔，快！快拉尿啊！”搞得
我紧张地哭了起来，越是紧张越拉不出尿
来。那时侯我们村里没有医生，碰到这种
情况，经常会用小孩的尿液作消毒。
平静下来后，四个人面面相觑，愣愣
地坐在那里。过了一会儿，我爸打开门，
一脚刚迈出门外，还没有踩到地面又突然
收了回来，我们被门外的一幕惊呆了，原
来，地上铺满了一大片因冲撞门窗而死亡
的虎头蜂。
我爸凝视着这密密麻麻的地面，静静
地站在那里几十秒没有说话，三哥要出去
踩它，让我妈给拉着说：“不要再去踩它
们。”我妈拿来扫把和畚斗，小心翼翼地把
它们扫进了畚斗里，我爸拿着一把锄头和
我们一起到了后门，在地里挖了一个坑，
准备把它们埋掉。我三哥说：“爸爸，为什
么要对它们这么客气啊？”我爸说：“它们
也是有生命有思想的，假如事先我们没有
打死它们那两只同伴，也不会有后来发生
的事。任何有生命有思想的物种，它们都
有自我捍卫的意识，谁侵犯了它，它就有
反击或报复的可能。”我爸继续讲述着人类
和动物共同生活在这同一片天地之间，享
有共有的时间与空间 ，应和动物保持一定
的距离，互不侵犯，更不能无辜伤害甚至
杀害它们的一些道理。听了爸爸这段话
后，我和三哥也明白了其中的道理，同时
动手捧起沙土帮忙了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