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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几个问题一直令我百思不
解：为什么高东生竟能寻到那么
多稀奇古怪的虫子？为什么每一
种虫子在高东生那里都有一个妥
妥的芳名？为什么那些虫子在遇
到高东生的镜头后就竞相献上绝
色抑或绝技？

人与人相遇，讲究一个
“缘”字，人与虫也是吧？或
许，相遇之前，他与它，朝朝暮
暮深切思念着对方，不走进对方
的生命就誓不甘休。

我曾有幸目睹过高东生拍摄
虫子。一干人，在皓首俯仰的芦
花旁散漫地走，边走边指天画
地。走着走着，背着笨重摄影器
材的高东生就不见了。待我们踅
回去，却见他正倾心地工作。他
用的是微距镜头，整个人，几乎
是在与拍摄对象跳贴面舞了！那
些微渺的生命，轻易就逃过了一
群傲慢者的眼睛；只有那巡礼般
走过的人，才会被一个看不见的

邀约姿势殷勤挽留，于是，一种
宿命般的对话，便在秋阳下热烈
进行。

随便抽出高东生的一帧作品，
你都能在画面上真真切切地读到
两个字：治愈。你灵魂深处的某种
躁动不安，被一只不起眼的小虫窥
破、衔走、啮噬、消解⋯⋯我就曾在
阒夜迷途的时刻，独自与高东生
镜头中灵异的豆娘对话，那个仿
佛是从我童年飞来的精灵，翅上
驮着一豆光，却可供我的精神富
丽澡雪。

高东生是个有着深湛文字功
底的语文教师。他的“摄影散
文”每一篇都至精至美。讲真，
我曾无数次为自己当初慧眼识英
地将他的图与文推介给《读者·
原创版》而暗自得意！至于《虫
子的江湖》一书的热卖，则更令
我兴奋得捐弃了睡眠⋯⋯须知，
那高东生可是个“带镰”的人
啊！他走到哪里，就在哪里毫不
客气地收割一批“虫儿粉”。这
本书，妙就妙在，它智慧地挖掘
出了读者的“潜需求”——在你
讲不清你的书柜饥渴地思念着什
么的时候，这本书款款地来了，
它不事张扬地在那里轻巧地一
坐，却顷刻让你听到了一种静默
的喧哗。你颔首：嗯，这恰是我
想要的静默，也恰是我想要的喧
哗啊！

我坚持认为，优质的生命，
是要有一块可贵的“精神自留
地”的。丰饶的人儿，需要在那
里种些个无关稻粱的植物。比
如，人家高东生就种了虫子。

你与你之所爱，厮磨久了，
自会相契相融，物我兼忘。“变
我为虫，变虫为我”，这大概就
是高东生的至高追求了吧？一想
到股票涨跌与楼市冷热均不能撼
动一颗爱虫的心，我就忍不住窃
喜，就忍不住对着那痴心觅虫、
拍虫、写虫的人隔空喊话：Go
on！高东生！

（张丽钧，唐山市开滦一中
校长，作家，著有《给我风景的
人》《一生的功课》等）

变我为虫
变虫为我

张丽钧

小时候住在乡下，房子在村边，
紧挨着白洋淀的外堤。那时虫子真
多啊，夏秋时节在田野行走，有时虫
子会飞到嘴里；晚上几乎不敢开门
灯，蛾子之类的虫子绕着灯泡飞舞，
会让灯光暗淡，灯下落满一层。

虫子是农村儿童最方便又新鲜
的玩具。捉一只金龟子用高粱杆稍
加改造，就能让它在双手间旋转；把
天牛拿在手里，往它的嘴里送草叶，
它能一截一截把草铡断；用扫帚扑一
只母蜻蜓，然后用芦苇最尖端的叶
子拴住，在水边轻轻一晃，就会有公
蜻蜓奋不顾身飞来拥抱，一会儿就能
捉一串儿，拿回家喂鸡；把麦粒嚼出
黏性就能粘知了，一根马尾草也能轻
易套住在树枝上唱歌的它们⋯⋯

后来虫子少了，农药是罪魁祸
首，房地产开发又推波助澜。但有
些没有减少，只是远离了我们，我们
对不起它们，它们也不再愿意见到
我们；好多没有绝种，有些还在我们
身边，只是我们好久没有关注它们
了。自然残酷到无以复加，好在生
命也是顽强到你难以想象。

年龄渐长，脚步便不再那么匆
匆忙忙，内心也不那么心急火燎。
虫子似乎又转世重生，一个一个冒
了出来，但这次的它们，不再是伙
伴，也不再是玩具，它们每一个都成
了生命的传奇，是换了一副模样来
晓谕我的上帝。

转折点是一台单反相机和一只
微距镜头。由于工作的限制，我知
道自己平时没有多少时间去拍摄名
山大川等风景名胜，因此，我的挂机
头是经典的百微，这种配置在摄影
人看来未免有些奇葩，但回头去看
这与众不同的组合，我只有感谢这
样的阴错阳差。几十年来，我还从
来没有从这个角度细看过我身边的
世界，也从来没有发现在我的周围
竟然还有这样一个精彩纷呈的江
湖，我一次次被惊得目瞪口呆。

此后我大部分的业余时间就是
微距拍摄，还有写作摄影手记，当然
还有与此相关的延伸阅读。不少朋
友问我，你怎么对虫子这么感兴
趣？其实我并没有专门的拍摄选
择，感觉什么值得拍我就拍什么，只
是逐渐发现虫子的江湖风起云涌、
惊涛拍岸，这个世界太丰富了，它们
有魅力让我沉迷其中。

那是一个在常人看来微不足道
的世界，但是它广阔而神秘，多姿而
多彩。我拍它们，写它们，读书、上
网了解它们，这个虽耗时费力但我
乐此不疲的过程，让我有了比读专
业书籍、做专业研究多得多的收获。

它们卑微，那是因为你的视角是
居高临下的。几粒米饭、一只昆虫的
尸体也可能引发蚂蚁的一场战争，这

在某些人看来着实可笑，为一点食物
而刀兵相见大打出手甚至为此命丧
黄泉，这是不是因小失大？但换个角
度看，我们有多少人曾为涨工资得奖
金、评职称评先进等斤斤计较甚至伤
肝动气呢？设若头顶三尺有神明的
话，神明看我们，与蝼蚁何异？

一只豆娘，头部被一颗露珠砸
中，像戴上了一只水做的面罩，它用
腿撕扯几次没有效果，此时露水像
胶水，水的张力对弱小的虫子来说
强大到不可抗拒。但一颗露珠只相
当于我们人的一滴眼泪，一滴雨也
大致相当，所以骤雨乍来，千万滴雨
珠从天而降，我们依然镇定自若。
假如雨滴像足球一样大小，啪啪地
砸向车窗、屋顶，我们还会从容淡定
吗？但造物主没这样做，我们是不
是该感激上帝的恩典？

我看到过好多次蚂蚁放牧蚜虫
的场景，蚂蚁跟在蚜虫的后面，吃蚜
虫分泌的蜜露，蚂蚁的回报是负责保
护蚜虫的安全。这种场面也让我开
悟，我想到了智慧，想到了合作，想到
了互惠互利。商人们竞争到难以为
继的时候才想到的双赢，蚂蚁和蚜虫
在几百万年前就付诸实践了。再看
电视里那些所谓的职场高端培训，讲
师在那里喋喋不休，便感到十分好
笑，像看一出小品。

悬茧姬蜂的育儿过程，在我看
来也是天方夜谭。它会捉住一只虫
子，把它麻痹，然后把卵寄生在上
面。使毒不能多，多了寄主就死了，
当然也不能少，少了没效果。它要
保障寄主不死又不能动，让自己的
孩子吃到比冰箱保鲜效果还要好的
食物。它的孩子竟然神奇到也懂得
这一点，先吃寄主的非主要部位，让
寄主尽量长时间给自己供应新鲜食
物。一位在医院做领导的朋友听我
谈起姬蜂，感慨不已：我们的麻醉医
生比姬蜂差远了。后来他把我拍的
一些图片和这篇文章在医院的墙上
展出，他改的题目是《中深度镇静高
手》，给病人也给医生看。

还有很多精美绝伦的昆虫，例
如黑丽翅蜻、斑衣蜡蝉、透翅天蚕
蛾、悦目金蛛⋯⋯它们一次次让我
感叹，上帝不止创造了高山大川，上
帝也会女红。虫子的世界里好像有
取之不尽的资源，各个阶层各个职
业各个年龄的人都能从中得到启
发，前提是你要开悟，当然，不一定
是在菩提树下。

摄影在我的生活中只是一个点
缀，是对业余时间的填充。但我看到
了虫子世界里有那么多以前熟视无
睹的内容，我忽然理解了《散文》杂志
的广告语。这本刊物这么多年来，在
每期的封面上都印着三个词：表达，
你的，发现。我明白了，这原来才是

写作的核心要素。写作是先有“发现”，
然后再进行“表达”。没有“发现”的写
作，难免东拼西凑，甚至无病呻吟。

微距镜头是我的另一只眼，我透过
它，发现了很多被一般人忽略的内容。
梳齿一样的蛾子的触须，原来这才是

“蛾眉”，我激动不已，马上写了摄影手
记《我发现了蛾眉》并投给了报刊，不久
就发表了。蚊子、苍蝇类的昆虫的后翅
退化成了一对平衡棒，在飞行过程中
能搜集空气中的信息，调整飞行姿态，
发明家据此仿生，发明了振动陀螺仪，
我也拍到了，欣喜地写了摄影手记《一
切都是最好的安排》，马上就发表了。
蓑蛾的幼虫自己能织一个袋子，粘上
枯叶杂草，自己藏在里面，我拍到了它
的生存招数，写了《用三亿五千万年做
一件隐身衣》，也发表了⋯⋯

一个普通的作者，文采、思想都不
出众，想在正规报刊上发文章，不交版
面费还挣稿费，也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
事。我在虫子的江湖里开悟之后，这件
事变得简单起来。后来我们学校以“影
像与写作”为特色申报江苏省普通高中
课程基地，2014年6月获批。这有些幸
运，有些无心插柳的意外。失望的教学
生态，让我想冷淡语文，没想到竟然通
过这样的途径找到了另外一条抵达之
路，语文学习的外延和生活的外延相
等，这很像魔咒，而且法力无边，我折腾
了半天还在它的手心之中。

后来，《读者·原创版》编辑部竟然
想把我写虫子的摄影手记编辑出版一
本书，这是又一件意外的惊喜。地处
大西北的《读者》创造了报刊出版界的
传奇，已经成了一种文化符号，我是从
《读者文摘》开始订阅的，看着看着我
就慢慢变老了。没想到这辈子，我还
能和它一起叙述一段故事，留存在我
人生的册页上。

2017年8月，《虫子的江湖》出版
后，不少朋友问我为什么起这么个名
字，“虫子的世界”不更广大吗？我也
想过不少题目，但感觉还是“江湖”
表达出了虫子世界的丰富。它们为了
生存而做出的不懈努力，它们向着完
美目标进化的辉煌路程，让我在走近
它们的过程中一次次自愧弗如；它们
为了躲避天敌而殚精竭虑，为了孩子
平安无事而挖空心思，经常是你死我
活、惊心动魄，有喜怒哀乐，也有爱
恨情仇，树丛和杂草间，可不是你想
象的诗情画意。

也有很多人问我，你在哪儿拍到的
这么多虫子？当我说“就在你身边”的
时候，他们常常以为我在开玩笑，足见
我们的日子过得多么粗疏，不知在忙忙
碌碌中，我们错过了多少上帝给予我们
的精彩。很庆幸，我发现了一部分，这
是上天的恩赐，也是无声的提醒。

（作者系江苏省张家港高级中学
语文教师，《读者》签约作家）

在虫子的江湖里开悟
高东生

王小波说：“一辈子很长，要跟有趣的人在
一起。”一个人，怎样才算有趣？可能不同的人
有不同的理解。

优质的生命，是要有一块可贵的“精神自留
地”的。丰饶的人儿，需要在那里种些个无关稻
粱的植物。这是中学校长兼作家张丽钧理解的

“有趣”。看到这句话的时候，我不由得鼓掌赞

许，因为我们在同一个频道里遇见了彼此。在这
个频道，我还遇见了另一个有趣的人——痴迷于
拍摄虫子的高东生老师。

于是，便有了这个新开的栏目 《绝活儿》，
这是一个供有趣的人相遇的地方。

您也是个有趣的人吗？您在文化艺术相关的
哪些领域迷醉其中并有所感悟？这个栏目为您提

供讲故事的空间。也欢迎读者推荐您身边“身怀
绝技”的有趣之人。来稿及线索提供可发送至
446284927@qq.com， 邮 件 主 题 词 请 注 明 “ 有
趣”。

“绮罗已自怜，暄风多有趣。”我们相信，有
趣的人终将在这个栏目相遇。

（本刊主编 王珺）

⦾绝活儿

本报讯 （记者 却咏梅） 近
日，由中国画学会主办的“美术
创作工程 《长江万里图》 巨幅长
卷展”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举行。

《长江万里图》 是以新时代的长江
为主题的美术创作工程，是一种
叙事性的巨作，全长 200 米，高
1.5米，全面展示了新时代长江的
自然风貌和文化景观。从源头雪
山到高原绿洲，从长江三峡到江
汉平原，从苏州园林到东海入海

口，整幅作品雄浑磅礴、起伏跌
宕、风光万千。一幅长卷，仿佛
是一个跨越千年的时间长廊，浓
缩了浩荡长江的沧桑巨变、万里
风光。

为祖国河山立传，《长江万里
图》 由全国50多位优秀美术家历
时一年创作完成，是当代艺术家
利用中华民族特有的中国画艺术
形式——山水长卷进行的集体创
作。

山水长卷《长江万里图》亮相国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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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飞歌） 近日，儿童
剧 《月亮草》 在中国儿艺建组复
排，这是以1993年上演的童话喜
剧 《月亮草》 为蓝本复排的大剧
场新戏。

儿童剧 《月亮草》 讲述了生
活在崂山的唐哥、唐妹两兄妹以
砍柴为生，唐妹勤劳善良，唐哥

却好吃懒做，梦想找到
传说中的宝物月亮草，

过上衣食无忧的
生活。但真正得

到了月亮草，唐哥的生活却并没
有好起来，反而大祸临头⋯⋯人
生走错了一步棋，是需要付出代
价的。1993 版 《月亮草》 集结儿
艺众多实力主创，当年上演后受
到了大小观众的喜爱和好评。

中国儿艺从2014年开始有目
的地选择经典剧目进行创排，在
尊重原作的基础上融入全新的二
度创作。据介绍，该剧将于7月7
日在中国儿童剧场首演，7 月 14
日作为第八届中国儿童戏剧节开
幕式剧目精彩亮相。

经典剧目《月亮草》复排

⦾现场

最忆儿时的味
道，喝茶尤如此。

家乡种茶历史
悠久，和大部分农
户一样，我家采摘
的茶叶，挑片去
梗，规格统一的精
制茶卖给茶商，剩
下的叶片、茶梗，
和最后一茬茶鲜叶
做成的粗茶混合在
一起，留待自家饮
用。儿时喝茶没有
现在讲究，一碗滚烫
的米汤加上一撮粗
茶片，或者一个黑黝
黝的铁壶，舀几碗
水，抓一把茶叶丢进
去，待到茶汁沏出，
茶水稍凉，咕咚咕咚
一气喝下去，嘿！
那叫一个爽快！

古树绿茶，茶
汤入口鲜爽，茶味明显要浓醇厚重一些，
按照父辈们的说法，味道很“野”。除了
摄人心魂的栗香，还有一股神往心醉的
甘甜，停留在嘴里的滋味持久清悠。

这样的体验，在小时候隔几年会有
那么一两次。这取决于父亲是否惦记这
口滋味，是否有剩余的茶叶。即便是现
在，茶叶也是家乡百姓的经济来源。能
喝上父亲做的茶，也就意味着当年绿茶
滞销。分田到户之初并没有英山云雾茶
这名称，茶树停留在原始状态：刀耕火
种，天生天养。山民淳朴知足地守着祖
辈传下来的茶园、菜地和荒山。即便广
种薄收，也没有急功近利的奢求。湾子
里的生活节奏缓慢甚至闲散，有一种

“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
的小国寡民生活状态。

一杯香甜的独特绿茶，也是一杯风
土等待你的探求。

农闲时，清酌中，香气在口腔散
开，即便时过境迁我还向往那热气腾腾
充满幽香的茶味。家乡的云雾茶，大多
出产于悬崖峭壁、云缭雾绕中。成林成
片的茶树，依着陡峭山势不规则地分
布，掩映于逶迤崇山，与周边各种树
木、竹林和花草共生，物竞天择，用年
轮记录着岁月的味道。

英山云雾是何人创制，并无权威考
证。较为认同的说法是，远在唐代，英山
的“团黄”“圻门”就与安徽的“黄芽”并称

“淮南三茗”，明清时期“英山有茶，纤细
匀直，白毫披身，芽尖峰芒，产高山绝顶，
烟云荡漾，雾露滋培，气息恬雅，芳香扑
鼻，绝无俗味”，一度为皇帝御用贡茶，享
有“鄂土茶称圣，英茗味独珍”之誉。

中国绿茶有许多自古而今的名优
茶，如果票选最受欢迎的十大绿茶，西湖
龙井、洞庭碧螺春⋯⋯英山云雾茶，八成
错不了。都是地名加工艺组成的名称，
地名代表了地域专属，是数百年来的审
美；工艺代表了其在茶类中的独特性。

“黄金有价茶无价”，一杯好茶，得
之不易。每年清明谷雨，茶农便选摘肥
壮的嫩芽，极品英山云雾产于高山，生
长期长、出芽率低，明前茶草更是一芽
一叶或一芽二叶细嫩初展。为了保质保
鲜，要求上午采，下午制；下午采，当
夜制。采回来的鲜叶经摊放后，高温杀
青、理条炒制。加工后的成茶外形细秀
卷曲，绿中泛黄，白毫显露。

冲泡英山云雾亦别具一格，沏茶时，
先倒半杯开水不加杯盖，茶叶霎时舒展如
剪，翠似新叶。须臾，再加二遍水，在清亮
黄绿的茶液中，似有簇簇茶花，茵茵攒动。
品之，滋味醇厚，清香爽神，沁人心脾。每
次续水，都不要喝干再续，这样，虽多次冲
泡，仍醇香绵绵。所谓“盛来有佳色，咽罢
余芳气”。当然，鲜叶原料的品质优劣，决
定了滋味上的千差万别。

在家乡，青年男女相亲是要喝云雾
茶的。男方到女方家相亲，那姑娘就亲
自沏茶，端茶给来相亲的人。相亲的人
趁机细心观察姑娘品貌、动作、谈吐，从
直观上看出姑娘的品性、教养、学识如
何。这关系到子孙后代、家境兴衰，所以
相亲的人里，藏着家族里出色的“人尖
子”，看人“入骨三分”。

细细品尝姑娘沏的云雾茶，要喝出
味儿来。云雾茶的优劣既能体现女方家
境，又能甄别出其家庭基本持家态势。
茶要香，茶色浓淡适中，茶具要干净，表
里如一；端茶要礼貌周到，又不失自然大
方；谈吐要清楚，语音细柔可人⋯⋯这都
体现姑娘以后持家的能力，所以姑娘们
从小就学沏茶。

好茶下肚，胃肠熨帖，身子骨舒坦，
男女双方当事人愿意，双方家长同意，终
身大事在添茶续水中就这么定了。

都说茶味人生。人如茶，苦涩留心，
散发清香；茶如人，初品识面，深品铭
心。品茗禅思，定心入慧，茶的滋味，禅
的境界，越喝越懂。

（作者系湖北省英山实验中学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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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虫图 高东生 摄

“经典作品具有超越性，是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纽带。而
每一个国家美术馆收藏的经典艺术作
品，则是一个国家、民族的心灵图
像。”中国美术馆馆长吴为山说。

4月12日，中国美术馆举办了
“特色·融汇——金砖国家美术馆联
盟论坛”，来自中国、南非、巴西、
俄罗斯、印度五国国家级美术馆的代
表以品鉴与沟通，推进五国之间的文
化艺术交流为主旨展开学术研讨。

13日上午，“特色·融汇——金砖国
家美术馆联盟特展”开幕，展览展出
金砖国家美术馆联盟成员中国美术
馆、南非Iziko博物馆联盟、巴西国
家美术馆、俄罗斯国家东方民族艺术
博物馆、印度国家现代美术馆收藏和
遴选的经典作品62件。

馆藏作品是国内外所有美术馆的
立馆之本，而梳理馆藏作品与本国艺
术创作的关联则是考察本国艺术发展
的重要手段。国家级美术馆的馆藏作
品最能反映一个国家整体的艺术创作
发展动向。如何更加深入地对本国国
家美术馆馆藏作品开展分析和研究，
从而更好地了解本国的艺术创作发展
动向，是每个国家级美术馆所要面对
的课题。

在此次展览主题的框架下，金砖
国家美术馆联盟成员遴选了本馆收藏
的经典作品，并推出了多位艺术家的
代表性创作，力图概括性地彰显自身
的文化形态和思想气质。

作为美术馆联盟中方的牵头机
构，中国美术馆此次在主办“金砖国
家美术馆联盟论坛”的同时，策划和
实施主题为“特色·融汇”的特展，
目的就是要开展形式更为多样、丰富
的对话平台和空间。吴为山馆长表
示，在细读作品的时候就会发现，五
国美术作品之间有着共同的温度、共
同的情怀，也有着不同的智慧和创
造，相互补充，相得益彰。在“文明
互鉴”的大背景下，金砖五国美术馆
和博物馆收藏、征集的作品，以彰显
不同国家的文化形态和思想样式，最
终达到品鉴交流、观摩共赏，相信此
举对于推进国际间文化艺术交流具有
更为深远的意义。

不同的创造 共同的情怀
——“金砖国家美术馆联盟论坛暨特展”开幕

本报记者 王珺

⦾资讯

北方的花 布面油画
V.I.舒科哈耶夫 （俄罗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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