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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前，我从成都出发，沿着川藏线，
穿过雅安，二郎山、泸定、康定、海螺沟新都
桥，最后抵达稻城亚丁，那是四川省甘孜藏
族自治州；回程经过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
途经丹巴、四姑娘山、卧龙、都江堰，又回到
了成都。以一名游客的身份在藏区游历了
一番。

两年后，我在阿来的文字里，再次和那
片高原相遇，才相信所有的遇见都是久别
重逢。

我看到的，并不是我所看到的

作为一个在平原上生活了几十年的
人，常常对远方，对高原，对藏区有很多的
想象。洁白的哈达，经幡，转经筒，雪山，玛
尼堆，除了敬畏，还有更多的神往。

无端地想起那年在塔尔寺，第一次被
磕长头的信徒所震撼，目光执着，表情安
详，我久久地站在一旁，站在海拔 2000 多
米的西部，头顶是平原难得一见的蓝天。

遇到阿来，跟他一起沿着大地的阶梯
拾级而上，才真正走进了高原，走进那个黑
衣民族，才读懂了一个人对家园的回望和
深深的眷恋之情。

阿来用自己的脚步慢慢丈量着自己与
故土的距离，娓娓讲述了宗教的沿袭和演
变，不同教派的流传和纷争，地域的陷落和
争战，藏族式微的语言和服饰⋯⋯记忆中
的美好和安宁正逐步丧失，可是却又无能
为力。

生长在大地之上，不管是高原还是平
原，我们都感谢上天的赐予，森林、河流、土
地、庄稼、草原、牛羊⋯⋯我们对世界温柔
相许，世界对我们友好相待。若反之呢？

犹记在泸定桥边，沿街的人家在卖各
种水果，最让我们惊讶的是，居然在出售仙

人掌。
20 年前，当阿来看着漫山遍野的仙人

掌，却是满心的苍凉和担忧：这里曾经是森
林满被、和风细雨，但在长达上千年的战火
与人类的刀斧之后，遍地丛生的仙人掌则
是自然对人类的惩罚。

我们，仅以游客的身份匆匆一过，以尝
新的感觉来吃掉一片仙人掌的时候，阿来
无端想到了故乡村子一片已经消失的桦
林。他真实地记录了在蓝天白云之下人们
的种种不端行为：“眼前水运处河道里浊流
翻滚，黄水里翻沉碰撞发出巨大声响的，正
是那些深山里被伐倒的巨树的尸体。落叶
松、铁杉、云杉、冷杉、柏、桦、楸、椴，所有这
些大树，在各自不同的海拔高度上成长了
千百年，吞云吐雾了千百年，为这条大河长
清长流碧绿了几百年，为这片土地的肥沃

荣枯了几百年。但现在，它们一棵棵呻吟
着倒下。先是飞鸟失去了巢穴，走兽得不
到荫蔽，最后，就轮到人类自己了。”

一棵树一棵树的消失，到一片树林一
片树林的消失，最后呢？

你感受到的，并不是你所感受的

在一块青稞饼子面前，藏民们的目光
歉疚，阿来的神情失落，曾经散发出香甜味
道、阳光味道的人间美味，变得又苦又涩。
青稞，只能生长在高原的植物，是藏民生活
的基础，在青稞的灌浆生长的季节，原该是
阳光照射，形成躯干和血液，可是，由于森
林的破坏，植物在最该生长的季节，寒流一
路浩浩荡荡，扑向了青稞。没有了森林的
保护，青稞瞬间停止了生长，果粒干瘪弱
小，怎能酿出香甜的青稞酒呢？

而我，却想起童年的一条河流。她没
有名字，只是绕着小村，连接着灌溉渠，源
头应该就是古运河了。那时候，还没有自
来水，家家户户饮用、使用的都是这河水。
暑假里，我喜欢在这河水里洗碗洗衣服，淘
米洗菜⋯⋯放暑假的时候，看书学习累了，
就喜欢拿个毛巾，站在水里，用清冽的河水
洗把脸。在水里待久了，那些小小的、细细
的二三厘米长的小鱼就好奇地围拢过来，
咬着我的腿，啃着我的脚⋯⋯可现在呢？
那条小河河床已干，荒草丛生，上面满是垃
圾。夏日里一股恶臭让人掩鼻而过。曾经
是听取蛙声一片的稻田，已经听不见蛙鸣，
也看不到萤火虫的星星点点，有的只是燥
热和越来越肆虐的蚊虫。

我曾经如众多的游客，随着大地的升
高，逐步攀升，看着植被随着海拔的变化而
发生变化。我曾经久久地仰视着阳光下突
然露面的雪山，我曾经遥望远处湛蓝的牛
奶湖，努力用眼前的景色和我之前做的攻
略进行对比。在那片高原之上，我有很多
的不适，头痛，体能下降，因为我来自平原，
对这里的风景好奇大于热爱，只是听着一
个汉族的导游絮絮地介绍着这一带的开
发。而此刻，我才似乎读懂了这一片土地，
这一片高原，这一穗青稞。

不管是大树还是庄稼，都是这块土地
深厚的赐予。人们只有满怀敬意、满怀感
激的去生活，去劳作，上天才会赐予健康和
安乐。无论是宗教还是文学，都必须根植
于脚下的土地，然后枝繁叶茂，纵横生长。

平原之上，群山之巅，太阳公平地洒过
每一片土地，高处也好，低处也罢，一切都
符合自然法则。

（作者系诗人、江苏省扬州市邗江区实
验学校教师）

我所经历的我所经历的，，我所抵达的我所抵达的
——《大地的阶梯》随记

丁云

书与人

我的寒假书单
荐读人：赵清风 陕西省灞桥教师进修学校教师

央珍和她的作品看上去是两个人，你
不读她的作品根本不可能了解她。她是如
此的安静，话少，默默地存在，简直看不出
她是个作家。加上与央珍不多的几次见面
都与龙冬（央珍的丈夫——编者注）有关，
她是配角，虽认识很多年也感觉从未走进
她。甚至仔细想也想不起跟她说过什么
话，她跟我说过什么话。如果她的作品不
是出得那么早，1994 年就出来了，而且那
么少，几乎只这一部长篇，如果我们有过稍
许交谈，比如关于文学或创作，我想我会早
一点走进她，不会像最近这些天这么遗憾。

在央珍去世一周年之际，浙江文艺出
版社出版了她的两本纪念文集，一本是长
篇小说《无性别的神》，一本是短篇小说及
散文随笔《拉萨的时间》，读这两本书，一个
如此强大、过去仿佛始终隐在云雾中、从未
露面的央珍慢慢矗立起来。她过去的安
静，优雅，无声，也是因为有如此隐逸的作
品的存在。她的安静并不多余，而是像空
气一样自在，像雪山一样有云挡着，存在也
是一种不存在，不存在又存在着。看她的
书如同拨开云雾，让蒙面人说话。

《无性别的神》让我惊讶，即使放在整
个当代中国文学的层面也是不可多得的优
秀长篇小说，仅仅把其定义为少数民族文
学语境，诸如一部藏族优秀长篇小说，哪怕
前面再放置“里程碑”之类的字眼，我认为
都是不够的，是一种习惯性的狭窄定义或
身份定义。老实说，当代小说具有正典性
质的并不多，即使一些名头响亮的作品在
某种意义上都尚不知文学为何物，都在门
外。央珍创作《无性别的神》有这样几个背

景，首先，接受了正典的文学教育，1981年
18 岁的央珍从西藏考入了北京大学中文
系，这在当时西藏的女大学生中绝无仅
有。1981年正是读名著的时代，经典的时
代，据央珍的大学室友、如今已是北大教授
的李简女士说，“她读的全是中外名著，全
是经典”。而且是在北大读的，多有名师指
点——这两点即使不强调其意义也不言自
明，可见在央珍文学奠基之时其文学的营
养是怎样坚实丰厚，并构成了她对文学根
本的理解，这在她写《无性别的神》时充分
体现出来。其次，在完整正典的文学教育
基础之上，央珍又来自雪域高原西藏，两者
如同两种极致一样，相映成趣，“相看两不
厌，唯有敬亭山”构成了央珍卓尔不群的写
作。

西藏是“特殊”的，甚至至今都是“特
殊”的，而央珍始终反对西藏的“特殊”。西
藏的“特殊”来自两个方面，一是“香巴拉”
式的，浪漫的，天堂的，一是《农奴》式的，野
蛮的，恐怖的。现在“香巴拉”式多一点，而
1981 年《农奴》式的认知占据着几乎所有
内地人对西藏的认知，央珍由西藏来到北
京遭遇到极大的心理冲击。人们对她非常
好奇，不相信她是藏族，问的都是不可思议
的问题，正如改革开放后中国人到美国，许
多美国人问“中国人现在还梳不梳辫子”，
其对国人心理冲击可想而知。央珍创作

《无性别的神》很大的一个心理势能就是要
让人们认识真实的西藏，正常的而非“特
殊”的西藏。

什么是正常？就是人类所拥有的一
切——喜怒哀乐美丑善恶七情六欲是人所

有西藏都有，和任何地方或文明是一样的，
包括西藏历史文化宗教哲学虽有特性，但
也更有人类的共性，普遍性；真实包含了一
切，真实的即是正常的，只有真实才能表达
正常，也只有正常才能表达真实。这既是
西藏固有的，也是文学对生活正典的认识，
是所有伟大文学作品所表达的。所以在

《无性别的神》里所表达的正是这种正典的
认识，不回避丑陋，虚伪，恶，但它们不是特
殊的，是普遍的，可理解的，人类所共有的，
并非要批判什么揭露什么，正如作品中所
表达美、善也并不过分，自自然然，自自在
在，没有因为《农奴》式的存在就跑到另一
端：“香巴拉”式的表现。这点特别值得敬
佩，和她在北京大学所受的正典的文学教
育有关系，文学的谱系在她脑子里非常清
晰，超越了立场、身份，甚至意识形态，文学
或者说人性是本体。这点甚至在当下许多
所谓优秀小说家那里也并不明晰，不时会
看到名噪一时的作品偏离本体。

《无性别的神》采用童年视角，以德康
庄园的二小姐央吉卓玛在家庭中特殊的命
运、经历为线索，通过央吉卓玛美丽的眼睛
和善良的心灵，从侧面展现了 20 世纪初、
中叶西藏嘎厦政府、贵族家庭及寺院的种
种状况，再现了西藏历史巨变的时代风
貌。小说描述了身为女孩的央吉卓玛在家
中因种种陋习而受到冷遇，生活孤寂。她
在德康庄园、帕鲁庄园、贝西庄园之间迁徙
流浪、寄人篱下，后又遁入空门一心事佛，
以求心灵解脱。然而当西藏开始迈进一个
新的历史阶段时，更新的理想追求敲开了
她年轻的心扉。注意，这里的关键之处在

于“童年视角”，这也是这部作品的“正典”
表现之一，是文学的本体，没有这一视角，
所谓表现了时代、社会生活、历史诸如此类
的都是社会学，而非文学。这点央珍把握
得特别准，牢靠。童年视角即是以人为中
心——以人的感觉、情绪、心灵、意识活
动、行为为中心，这点在 《无性别的神》
体现得特别坚固、充分、丰盈，社会、历
史影影绰绰，而央吉卓玛活灵活现。小说
没有完整的故事，主要以细节、描写、氛
围构成，但人物却可感可触，跃然纸上，
如生活本身。这又是小说特别是现代小说
的正典特征之一。相比之下，有多少长篇
在堆砌故事？

读央珍的作品一个最大的遗憾是，她
作品太少了，写得太少了，她带走了太多
的秘密，特别是关于世界的秘密。读她的
书、她的文字才觉得她真正熟悉起来，能
感到她在和你说话，她说得那么好，只不
过是以沉默的方式、心灵的方式。生前跟
她不熟悉，走后才这么熟悉，让人不由得
唏嘘、遗憾。读她的书就像拨开云雾，看
到她的真容，雪山一样的真容。

如果一个民族、一段历史，没有一部重
要的叙事作品，人们对这个文化、对这个民
族的理解，就只能处在两端，政治的、宗教
的一端，或者无知偏见的一端。只有巨大
的文学作品，特别是长篇小说，全场景地表
现，才能把这个民族的真正状态呈现给大
家。人们对西藏的误读有种种原因，其中
一个原因，就是缺少央珍《无性别的神》这
样的文学作品。

（作者系北京市作家协会副主席）

央珍和她的雪山
——读《无性别的神》

宁肯

滋味坊

选自《心·境》插图 索以 摄

本报讯 由教育科学出版
社出版的《柯达伊333首读谱练
习》中文版新书发布会日前在
京召开。出版方表示，希望该
书的出版能帮助中国的音乐教
师们深入学习柯达伊教学法。

柯达伊音乐教学体系是世
界著名三大音乐教学体系之
一。它由匈牙利作曲家、音乐
教育家柯达伊和他的学生所创
建，是以歌唱为基础和主要教
学手段的音乐教学法。为了实

现“让音乐属于每一个人”的
核心理念，柯达伊编写了大量
的视唱读谱教材，《333 首读
谱练习》 是其中最基础、运用
最广泛的一本。随着柯达伊教
学体系在全世界的影响逐步扩
大 ，《柯 达 伊 333 首 读 谱 练
习》 在世界范围内成为儿童和
其他音乐爱好者学习音乐读
写，提高准确歌唱能力、音乐
记忆力，发展节奏感、复调感
的学习材料。 （杨洋）

《柯达伊333首读谱练习》中文版发布

《乡土中国》费孝通 著
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一版

读这本书开始有硬读的准
备，因为有共读的伙伴一起切
磋讨论才得以“啃”完。《乡
土中国》 确实不怎么好看，但
真的走进去才发现异彩纷呈，
费孝通先生提供的很多概念至
今沿用：男女有别，文字下
乡，私人道德，血缘地缘，名
实分离，欲望需要，差序格
局，无为政治，长老统治，礼
治秩序等等，每一个词汇在书
中都落到原本生活的实处，且
有追踪到历史深处的探索。你
若想了解古老的中国，不妨去
读一读这本书，你若想知道伟
大的中国人的个性，从这部书
中，多少能找到答案。

《爱的艺术》［美］弗洛姆
著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8 年
第一版

这是一部文字精湛的哲学
与心理学经典之作。百读不厌
的原因是人总是需要不断更新
对自我的认知。一个人爱情发
生了，享受了，为什么又消失了
呢？可能并不是在技术或者爱
的艺术方面出了问题，多数是
对爱的理解出现了偏差——作
者对博爱、母爱、性爱、自爱、神
爱都进行了深度解析。爱情与
成熟的人格关系密切。爱情是
那些具有创造性和成熟性格的
人的一种能力。爱情最能考验
一个人是不是真正谦卑、勇敢、
真诚和自律，要发展爱的能力，
就要努力发展自己的人格。

新书赏

索以，自由摄影师，西藏
摄影第一人，拥有百万级忠实
粉丝。

现代出版社最新出版的
《心·镜》 记录了索以从 2010
年至 2018 年的旅行经历、见
闻和感想。8 年间，其足迹遍
布众多不为世人所知的秘境，
他用朴实、风趣的文字和令人
震撼的照片向众人展示，在那
个原生态的世界里，真实质朴
善良的人性和至美的风景。

书中提供了多条鲜为人知
的旅行线路，为旅人提供更广
阔的旅行空间和可能性。

287 张高清大图，首次集
结秘境影像，探秘人迹罕至的
冰川，登顶寒风彻骨的雪峰，
流连极致之蓝的湖光，触摸离
星群最近的空气，穷尽 8 年时
光，用镜头亲近绝处风景。

稍有旅行经验的人都会调
侃，“一旦某个地方获得了天
堂 的 美 誉 ， 它 就 会 变 成 地
狱”。索以也会怀疑，将秘境
展现给世人，会不会破坏那里
的原生之美？他对想去西藏的
人们说：“希望下次见面，我
能听你们讲去藏区的故事，只
是，一定记住，不要带走任何
东 西 ， 也 不 要 留 下 任 何 东
西。”他认为，只有爱西藏、
了解藏地复杂地貌的人，才能

体会，安全抵达目的地才是最
值得骄傲的事情。藏地秘境之
旅，极为清苦，无数次感觉自己
快挂了，但越是在荒郊野外，越
是没有手机信号的地方，你才
会找到最真实的自己——人生
如此平凡，但面对广阔的世
界，渺小的我们仍有存在的意
义。在神山之所，在圣湖之
旁，在荒芜的沙漠，在绚烂的
大地上，人们用自己的方式踏
出一条信仰之路，随风而展的
经幡，祈福的玛尼经石，那是
寻求内心安宁的寄托。经历过
的幸与不幸，都在俯仰之间化
为云烟。而只有雪山、风沙、
冰河、消失的王朝⋯⋯那些远
古的气息，仍在这片土地上呼
吸着、延续着，保存着荣耀的
筋骨，吸引着远道而来的世
人，想象、感叹、惦念。

《心·镜》：秘境所在 足迹所至
缇妮

三门峡市，是 1957 年伴随着万里
黄河第一坝——三门峡大坝的兴建而
崛起的一座新兴城市，也是沿黄城市
中距离黄河最近的一座城市，更是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黄河文化和仰韶文化
的发源地。三门峡市第一小学随城市
的兴起应运而生，学校与这座城市同
龄，焕发着青春向上的蓬勃风采。在
旖旎的自然风光和厚重的历史文化映
衬下，学校始终追寻“立德树人”的
育人目标，以实践促发展，全力打造
独具三门峡特色的德育建设新品牌。

“一二三四”，“全年度”实践
活动不间断

学生、家庭、学校、社会共同参
与，学校的实践活动为学生打开了一
扇通往现实生活世界的大门。学校制

定了以“一二三四”为指南的实践活
动新思路，即一个宗旨：“育人为本，
突出特色。塑造学生德行品格，促进
学生全面发展”；强化“两项服务”：
服务好实践活动顶层设计，服务好学
生、家长多样化需求；推进“三项建
设”：实践课程建设、研学旅行建设和
志愿服务建设；抓好“四项教育”：主
题教育、文化艺术教育、研学拓展教
育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

在此基础上，学校利用不同时间
节点，有目的、有重点地培育出了贯
穿全年度的特色实践活动项目——1
月“传统文化习德月”、3 月“传承雷
锋 精 神 月 ”、 4 月 “ 革 命 传 统 教 育
月”、5 月“感恩励志月”、6 月“亮我
风采展示月”、8 月“社会实践月”、9
月“弘扬民族精神月”以及重阳节敬

老爱老助老等活动，使实践育人成为
学校德育工作的常态。

“黄河明珠”，三门峡特色德
育成亮点

三门峡市被誉为“黄河明珠”“天
鹅之城”“华夏文明的第一缕曙光”。
生活在三门峡市，学习好这片土地上
蕴含的巨大精神财富是学校在德育方
面的重要工作。在此基础上，学校开
展的丰富、创新的实践内容就成了德
育工作的典型经验来源。

近年来，学校秉承“在行动中探
索，在实践中获得真知”的理念，开
展了一系列以“亲临函谷雄关，品读
老子文化”为主题的函谷关研学旅行
活动。这既是学校德育工作的地缘优
势，又是创新实践模式的重要立足

点。学生们化身“小小讲解员”，向游
人讲解老子骑青牛入函谷关著 《道德
经》 和紫气东来、白马非马等中国传
统文化里的故事和内涵，从而不断加
深正确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影
响。同时，学校还开展了精彩纷呈的
各类主题活动，比如：组织学生到气
象局参观学习，与风、雨、雷、电近
距离接触；参与陕州剪纸、捶草印花
的制作，使非物质文化遗产在青少年
心中焕发生机；走进三门峡市某部
队，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集体
主义教育、艰苦奋斗教育；开展“消
防安全体验日”、国防教育等主题实践
活动，激发学生珍惜当下美好生活的
责任感和使命感。除此之外，在生活
着数以万计白天鹅的天鹅湖畔、在神
奇的地坑院、在温柔多姿的母亲河

畔、在仰韶文化遗址、在卢氏县革命
老区⋯⋯都留下了学校学子的身影。

硕果累累，立德树人成效凸显

在德育的道路上，学校始终坚持
长效发力，在德育成果的基础上，建
立起了实践活动特色校、楹联文化特
色校、足球特色校、文明特色校，取
得了令人欣喜的成绩。学校先后荣获

“省级体育传统项目学校”“河南省中
小学师德师风先进学校”“雷锋式学
校”“未成年人文化经典诵读示范学
校”“中国楹联教育基地”“河南省文
明校园”等国家与省市各级荣誉 120
余项。

长期以来，通过学校多种多样的
德育实践活动，学生中拾金不昧、见
义智为、尊老爱幼、自立自强的“道

德小模范”代表层出不穷，受到了各
级报纸、电视等媒体的多次报道，得
到了上级领导的高度认同。2017 年，
学校将已成功举办的各类实践活动，
汇 编 成 厚 达 206 页 的 《多 彩 实 践 活
动 培养博学英才》 一书。在校际交
流中，该书得到了全市各兄弟学校的
一致好评，更有很多学校慕名前来求
取实践育人的“真经”，使三门峡市第
一小学特色德育名声在外。

在三门峡大坝前，代表中华民族
不屈精神的“中流砥柱石”巍然挺立
在湍流不息的黄河水中。这与学校自
强不息、发奋实践的教育精神不谋而
合。全体师生将以此为指引，不畏艰
难、再接再厉，勇创三门峡教育的崭
新辉煌。

（李雪玲）

三门峡市第一小学

以实践促发展 全力打造德育特色品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