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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没有音乐 ，生命是没有价
值的。 ”尼采说这话时，想必正沉醉于
瓦格纳的交响曲里思考深邃的哲学
命题。

奇怪的是， 音乐给不了人锦衣玉
食，也无法让你延年益寿，但在音乐的
世界里， 不论王侯将相， 还是乡野村
夫，都无一例外会臣服于它的魔力。

孔子周游列国， 偶然亲临齐国的
宗庙祭祀大典， 耳闻目睹了韶乐的演
奏盛况后，情不自禁地手舞足蹈，竟至
于“三月不知肉味”；古典乐派的奠基
人海顿长期沦为宫廷伶优、受人摆布，
可当他坐在那架破旧的古钢琴旁边的
时候，他说，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
慕；听完了《二泉映月》，著名指挥家小
泽征尔甚至含着泪说道：“这支曲子要
跪下来听”……

音乐的魅力是永恒。痴迷与虔诚，
梦想与希望，在音乐响起的一刹那，一
个新的世界便同时开启———那迷人的
旋律里，有茫茫的星辰与大海，如若不
是《蓝色多瑙河》和《查拉图斯特拉如
是说》的经典配乐，在无声的太空中，
电影《2001 太空漫游 》又怎么会有如
此波澜壮阔的表现力？ 那苍凉的曲调
中，有难舍难分的知己与爱人，要不，
《高山流水》 里的摔琴之叹，《梁祝》里
的悲戚姻缘，何以到今天还广为流传？

为音乐倾倒， 更是为音乐里的故
事与音乐里的人喝彩。 读魏晋古诗、
《世说新语》，谁不为名士嵇康“目送归
鸿，手挥五弦”的优雅而绝倒？ 当狂放
不羁、不受礼法约束的他走上刑场时，
不惧不忧，“索琴弹之，奏《广陵》”，一
曲作罢 ，慨然长叹 “《广陵散 》于今绝
矣！ ”那份从容的悲壮，倜傥的风姿，
令人扼腕，却又向往；小说《笑傲江湖》
里，刘正风与曲洋大难当前，还执意合
奏一曲《笑傲江湖》，弄弦抚箫间，二人
相视而笑，慷慨赴死。刘正风说，“世上
已有过了这一曲， 你我已奏过了这一
曲，人生于世，夫复何恨？”缥缈的乐声
里， 激荡的是不屈的灵魂与穿越古今
的生死情意。

为音乐着迷， 亦是为其中的意境
而痴念。 当你读着“扁舟过桥下，闻箫
声何处，有人吹到月三更”的句子，你
是否会痴痴地念想，一个青衣少女，在
明月相照的二十四桥边独自抚箫而
奏，装饰着这美好的夜？ 大洋彼岸，相
传以暴戾而著称的英国国王亨利八
世， 在人生某个瞬间遇到了一个绿袖
子姑娘，倾心不已，可惜终其一生寻寻
觅觅，也没有结果。他只能让宫廷里所
有的人都穿着绿衣裳， 唱他所创作的
《绿袖子》，来缅怀自己理想中的爱情。
想必，那首关于爱情的歌，也会让他冷
酷的生涯里多一丝温情与唯美吧。

音乐里，还有我们对既往的怀想，
那些泛黄的日子， 在舒缓的旋律中悄
然回映。就像河南教师谢晓玲听着《童
年》，心中早有万千感慨：“那首歌就像
陈年窖酿， 在即将逝去的秋季里又再
一次悄悄地开启， 歌中翩翩起舞的蝴
蝶，绿油油的稻田，枯燥的课堂都会萌
动我的思绪，当我再次回首时，才发现
童年留给我这位平凡的乡村教师太多
难忘的回忆……”

音乐里，还有我们对青春的宣言。
就 像 辽 宁 教 师 杨 晔 几 曾 沉 浸 在
Beyond 的摇滚世界里，点燃了前行的
勇气与激情。 他说，“Beyond 用音乐的
形式诠释着对理想的执着， 用歌唱证
明着对信念的坚持。 虽然也曾流淌出
迷茫忧伤， 可最终唱响的是豪放与向
往”。 人生在世，一定要追寻属于自己
的“光辉岁月”。

甚至在某个场合里， 音乐构成了
一切———那是一个文字与语言所无法
替代的多维时空。 声之所至， 万象空
明。所以，“如果没有音乐，生命是没有
价值的”，哲学家的这句话，倒真是有
几分哲理的。 （黄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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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没有音乐……

一个人守静的时候，我以为最
好的陪伴是文学或音乐。 而如果又
让我从文学和音乐里只选其一，那
么我只能忍痛割爱文学留下音乐。
因为文学是文字的艺术 ， 一旦形
成， 有形的创造就像水凝结成冰，
有了局限 ；而音乐是无形的 ，尽管
一首曲子有固定的旋律，但留给人
的遐想和思考是无限的，仿佛冰融
为水，所以我更倾心于音乐。

我真正痴迷音乐应该是近十
年才有的事———那是在听腻了太
多造作而煽情的流行音乐之后。 抒
情本身没有错，错在一些流行音乐
的歌词与旋律是两张无法天衣无
缝弥合的皮。 当然这是流行音乐的
无奈———既要迎合大众心理，又要
以一种易于接受的方式存在 。 所
以，许多流行歌曲最后都无法逃脱
“短命”的魔咒。 不过想想，可能除
了通俗的流行歌曲能够满足大多
数人的情感宣泄之外，也找不出更
好的音乐形式了。

最近几年，我很少听带有歌词
的音乐 ，在我看来 ，再好的歌词对
于优美的旋律来说似乎都是累赘。
就像散步，一个人可以像风一样自
由 ；两个人 ，很难做到百分之百的
默契。 所以，我极其欣赏圣桑的一
句名言：音乐始于词尽之处。 旋律
才是音乐的灵魂，而不是歌词。 旋
律传递了人们内心无法用文字表
达的东西，让人沉浸于对情感的缅
怀、抚慰 、向往 、和解 ，让人接近自
然 、接近淳朴 ，宛如漫步在山谷的
清泉边， 沐浴在溶溶的月光下，光
风霁月，天风海涛，心驰神往，抵达
心灵最柔软最深邃的境地。 明知久
听伤神 ，然而又何惧被 “神 ”所伤 ，
何惜光阴虚掷？

我不知道音乐究竟以怎样的
魅力让我如此迷醉、如此情钟？ 或
许就是那一段旋律在心间产生荡
漾的感觉激起了我想象的涟漪。 想
象是美好的， 犹如美梦从天而降。
是的， 音乐打开了我的想象之门。
我常常在聆听音乐的时候很自然
地在眼前形成了美妙的幻影。 而我
又格外喜欢听来自异国他乡的优
美音乐， 虽然我听不懂她的语言，
但许多时候，我都会被旋律营造的
情绪所感染，一幕幕幻影让我置身
其中或飞身世外，凌风于云端或走
进一片渺无人迹的山林。 好听的音
乐就是这般美好，这般玄妙。 或许，
这就是音乐的魅力吧。

一个人在独处的时候，一边聆
听音乐，一边若能在电脑前敲下一
段文字，这也是世间最美的享受之
一。 那些跳跃的文字宛如调皮的音
符从心底迸出，虽然少了可以听见
的乐感，但字里行间流淌的却是我
的心声。 无声的文字在有声的音乐
里一次次净化和升华，我在安静的
时候用文字铺排情感和思想，实则
在展现一个洁净的自我，并努力向
有品质的生活靠拢。

我知道， 在这喧嚣的社会，一
个人很难拒绝热闹，难得有时间静
下来单独和自己在一起。 但为了个
体生命的自由舒展，一定要学会在
某些时候从热闹中抽身离去，陪陪
自己。 喝一盏茶，看一本书，聆听一
支喜欢的曲子，慢慢滋养一颗闲静
的心，与岁月厮守终老。

（作者单位系安徽省祁门县祁
山小学）

喜欢独处一隅，泡一杯清茶，在
优美轻柔、低回婉转的音乐里，敲下
一段心情文字， 或捧一本书斜倚在
沙发上。

与音乐结缘是在师范学习的时
候。音乐老师标致而温婉，很受我们
的崇拜。我是班里合唱队的队员，由
于我们的小合唱《在希望的田野上》
多次获奖，“希望的田野” 便成为我
班的代号，而我也对此引以为豪。

参加工作后，本来教历史的我，
被安排兼任音乐教师，于是，办公室
里的脚踏风琴成了“专用物品”。 记
得对桌的王老师特别喜欢唱歌，闲
暇时，我一弹琴，他便放声歌唱，那
粗犷的男高音总会引得学生将窗
子、门口团团围住。 弹者专注，唱者
陶醉，听者过瘾。同事总是微笑着在
一旁欣赏，许是我的琴声打动了他，
其后他竟向我表露了恋情。 有时晚
间加班，我不善烹饪，便在一边弹琴
助兴。 大家在琴声中守着简单的菜
肴，抿一口小酒，其乐融融。 悠扬的
琴声在夜空回荡， 大家不知什么时
候离开了，最后总是剩下他在倾听。
“夜留下一片寂寞，世上只有我们两
个……” 音乐伴我走过了美好的初
恋，后来，他成了我的老公。

在我看来， 弹琴是一种自我倾
诉， 让我享受到与音乐交融的畅快
感。 所以，在我改教语文后，便执意
将音乐请进课堂， 每学一篇新课文
都少不了配乐范读；课间操，我放上
喜欢的舞曲，跳一曲牛仔舞，同事开
始只是观望， 后来也随着节拍舞起
来；午饭时，在舒缓的慢四舞曲中，
饭菜不觉一扫而光……

便是这样， 音乐伴着我走过了
每一段时光。

春日的午后，临窗而坐，品一口
清茶， 看着窗外的那片草地和草地
上金黄的连翘花， 耳边流淌着古筝
曲《春江花月夜》，听着如山之巍峨、
水之轻柔、云之变幻的乐曲，眼前仿
佛出现了“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
月共潮生” 的梦幻般景象，“人生代
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不禁
让人慨叹人生短暂，春光易逝。

夏日的雨后 ，打开窗子 ，清新
的空气扑面而来 ， 《竹林听雨 》在
耳边萦绕 。 仿佛走进细雨飘零的
竹园 ，如云一般的飘逸 ，风一般的
轻柔 ，竹子醉了 ，花也醉了 ，心儿
也随细雨飘去。

秋日的黄昏 ， 一曲 《秋日私
语 》，带你走进层林尽染 、叠翠流
金的金秋 ， 走进那个温馨浪漫的
童话之中。

冬日的早晨 ， 班得瑞的钢琴
曲 ， 又使你独享雪后的那份静谧
和安详。

音乐是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朋
友，漫漫人生路，感谢音乐的陪伴，
一路走过风雨，走进阳光。 累了，听
首音乐解解乏；心伤了，走进音乐疗
疗伤……音乐净化你的灵魂， 让你
远离尘世的喧嚣， 还你一处心灵的
栖息地。

（作者单位系山东临朐城关街
道城关中学）

坐在电脑前，耳机里播放的除
了轻音乐之外，便是所谓的“经典”
老歌 。 在越来越不喜欢热闹的年
龄 ， 听听歌曲只是安心写作的屏
障。 停下书写与阅读，仔细品味曲
调，才会发现旋律的意义。

当所有的酸楚变成回忆时，总
会被看作一种财富和幸福来提及。
静下来 ，听那些熟悉的旋律 ，背后
的青春往事也就越发显得清晰可
见了。

当赵薇 、林心如主演的 《还珠
格格 》红遍大江南北的时候 ，差不
多也是我大学将要结束的时代。 女
生们为琼瑶剧迷茫，男生们都在攻
读 “飞雪连天射白鹿 ，笑书神侠倚
碧鸳”。 不过，歌曲却是能打通性别
属性的 ：女生也喜欢听 《追梦人 》，
男生对《当》也非常在意。 而我偏爱
《雨蝶》。 虽然我当时并没有看过那
部电视剧，但还是购买了那盘电视
剧主题曲和插曲的磁带，并且每天
在单放机里循环播放———

爱到心破碎/也别去怪谁/只因
为相遇太美……

在那个情感泛滥的年代，当写
满了一首首爱情小诗的笔记呈现
在床头时，没有由来的爱和情不自
禁的喜悦竟然也是一种折磨！ 在那
样的折磨中， 一遍遍听唱 《雨蝶》
时，眼里也会充满泪花。

这个时候，自己的眼前好像真
有蝴蝶起舞。 而那一只情蝶若隐若
现，若即若离。

毕业季 ，大家都是蝴蝶 ，扑腾
扑腾翅膀，准备走很远的路。 与其
他同学相比 ， 我的离校时间有点
早。 毕业考试后的第二天，我便决
定离开。 吃过早餐，打点好行囊，在
一群同学的簇拥下 ， 我下了宿舍
楼。 各奔东西的陌生同学挤在校门
口 ，有人抱头痛哭 ，有人则执手相
看泪眼。 尽管大家都不相识，但每
一辆大巴离去之时，都会情不自禁
地挥舞双手，似跟亲人做别。 临别
时 ， 我默默地从同学手中接过行
囊，轻轻地整理了一番 ，然后放进
了出租车里，在深深地给在场的师
友鞠了一躬后，上了车。

关好车门 ，摇下车窗 ，我伸出
手 ，有力地挥着 ，好像在与自己的
昨天告别。 是不是应该有个人陪到
车站？有人提议。这时，W 匆匆从人
群中走出 ，没有说话 ，径直坐了进
来。 同学 H 放下迈起的脚，轻轻关
了车门。 出租车向车站驶去，我们
目视前方，竟不知说些什么好。

我向你飞/多远都不累/虽然旅
途中有过痛和泪……

天空阴沉沉的， 没有太阳，也
没有雨，真是适合送别的天气！ 安
放好行李，等待着班车发车。 W 递
过一瓶饮料，“照顾好自己。 ”声音
低沉，没有嬉笑与责备。 我点点头，
又耸耸肩膀，像蝴蝶振翅……车要
启动 ，我伸出了手 ，她却给了我一
个拥抱。 凝视窗外，身影渐远，突然
才发现，我们并没有记下彼此的联
系方式，一声“珍重 ”中身影全无 ，
从此成了记忆……

（作者单位系甘肃省岷县第一中学）

心灵的栖息地
□谭德云

只因为相遇太美
□李 鑫

《雨蝶》

另一个世界
———“教师音乐坊”里的旋律

在音乐的世界里，没有国界，无分
贵贱。 受音乐感染的人，别无杂

念，心地澄明。 所以，孔子闻韶乐而三月不
知肉味；子期既死，伯牙摔琴以谢知音。 音
乐的魅力古来已被无数的故事所证明。 人
人都会与音乐产生关联，而关于音乐的故
事，教师也有许多真切的感受。

18点 28分
□刘秀娟

寒冬因无穷尽的晚班变得更加
漫长，夜晚刺骨的寒冷无情地穿透裹
在我身上的保暖外套，肆虐地掠夺着
身体里的温暖。 此时，还能给我慰藉
的是 18 点 28 分。 每天我都会静静地
等待，等待一首乐曲如约而至。

两年了，每个 18 点 28 分，同样
熟悉的旋律都会准时响起。此时，我
会放下琐碎，滤掉喧嚣，放空身心，
让思绪暂且随旋律飞舞……

最初听到这支乐曲， 是在夏日
里一个宁静的黄昏。那时，夕阳慷慨
地染红了天际， 也给大地镀上了一
层柔和的金色。我静静地站在窗前，
望着花坛中恣意的鲜花， 感受它的
热烈和张扬。此时，一支悠扬的乐曲
钻进耳朵： 微凉的曲调中是拂不掉
的忧愁。我在那一瞬间被吸引，闭上
双眼，静静听，细细品：它忧而不伤，
流动的旋律中藏着一缕执着和几分
希望，传递出一种不屈的力量，就像
在冷风中守望，守望着春的消息。也
许只是因为它可以给我一份坚强，
一份鼓励。那之后，我不可救药地迷
上了它。

后来， 在一部虐心的电视剧中，
我再一次听到了它，不同的是这首曲
子被填上了词，变成了电视剧的主题
曲：“秋叶散落随风行， 异乡路崎岖，
等待春归花又谢，只望再相聚。 旧日
泛黄亦难忘，心中徒悲伤。 见物思量
唏嘘叹，琴声悠悠弹……”

我欣赏它， 所以也陪着这部电
视剧中的女主角掉了太多的眼泪。
那个叫“菊”的女人与歌、曲终于嵌
在了一起。不得不承认，这曲子是有
魔力的，它可以让人卸下防备，直达
心底，去抚慰最柔软之处的伤痛。

然在电台工作，他是我十年前教
过的学生。 那一次偶遇，我聊起了这
首曲，毫不掩饰自己的青睐。 他告诉
我，乐曲叫作《望春风》，是一首台湾
民歌，他也特别喜欢。

“望春风”，真是一个贴切的名
字。如同我读到的旋律一样，那一刻
真的佩服了自己———愚钝如我 ，居
然听得懂乐曲中诉说的故事， 实在
是一件难得的事。

日子一天天过去， 难熬的日子
终于还是熬过去了。如今的我，一直
都不能忘记寒冷中曾痴痴等待的
18 点 28 分 ，不能忘记 《望春风 》的
陪伴。
（作者单位系河北省迁西县第二中学）

《望春风》

音乐始于词尽之处
□凌 亮

音乐时光机

音乐故事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