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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方未必有诗情

冬季的漠河，平均气温-32℃，天
寒地冻，几乎没有游客。而我，一个纯
粹的南方人，偏偏选择凛冽的季节，踏
雪北上，想去体会寒冷的滋味。从长
春出发，经加格达奇转车，穿越林海雪
原，行程1700多公里，历时28个小时，
才抵达漠河县城。刚下火车，我就投
入了大自然酷寒的怀抱。寒风锐利，

“刮”在脸上，疼痛不已。只一会儿工
夫，身上的热量就被“吸”走了，我居然
还听到鼻毛结冰的声音，头发、眉毛
上挂满了“雾凇”，背包冻得僵硬，烤
鸡变成了石头，最揪心的是机械相机
不听使唤了⋯⋯

在乌尔禾“魔鬼城”，40℃高温伴
着热浪，把我“烘烤”得红光满面，汗滴
来不及停留就蒸发了。地面温度更
高，几乎不容停留。尽管酷热难耐，但
大自然鬼斧神工的诱惑，让我继续往

“城”里冲⋯⋯突然，狂风大作，强风裹
挟沙粒，在无数的岩壁间穿、行、挤、
撞、旋，发出种种怪叫声，天昏地暗，出
现了憧憧“鬼影”。来不及害怕，赶紧
撤离，与沙暴赛跑，如同荒不择路的

“野兔”⋯⋯
一进入被称为“死亡走廊”的“咆

哮西风带”，船体就摇晃起来，身体立
即做出反馈：头晕目眩，不能站立，只
能静卧。本以为床如摇篮，安睡便可，
但根本无法睡着，那种摇晃，几乎是
360°的圆周运动。这样的折腾不是
一两个小时，而要持续30多个小时。
心里恐慌了，赶紧吃药，但为时已晚。
带了晕船药出来，我没按要求吃，居然
想体验一下“咆哮西风带”的威力，真
是太天真了。时间流逝得很慢很慢，
让我细细品尝着流遍全身的难受与后
悔。不是后悔来南极，而是忽视了对
海洋的敬畏⋯⋯

以上这些，就是我的远方，一个地
理教师的远方。看不到田园般的诗
情，也没有令人艳羡的浪漫，但那些浸
透着深刻体验而获得的原始素材，却
让我的课堂洋溢着大自然的气息和诗
意。学生们跟随我的镜头，了解北极
村人在严酷环境下的温馨生活；欣赏
干旱地区风蚀地貌的壮美奇丽；领悟
敬畏海洋不该是一句口号，而要认真
去面对。

坚持30年，行走远方积累素材

天地无言，它需要人类与之心有
灵犀，心心相印。作为地理教师，我自
诩是大自然的“恋人”，是天地的“代言
人”。为了做一个优秀的“代言人”，我
坚持了30年，行万里路，读山水文章，
从未间断过，几乎所有节假日，我都奉
献给了远方。

我的远方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旅游
热点，有不少是地理学教科书上那种
典型范式的所在地。比如教材中讲到
伊基托斯热带雨林气候，于是，远在南
半球、西半球的秘鲁伊基托斯热带雨
林，成了我考察的目的地；不少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如可可西里、三江源、羌
塘等，隐在离天最近的青藏高原，为了
探知保护区的现状，我不顾高原反应，
去了一次又一次。我坚信，作为教师，

只有丰富了自己，才能够影响别人。
行走远方，我期望寻求一种独特

的视角，既有专业支撑，又有自身情感
和价值观的引领。在我的镜头里，冰
川、河流、秘境、原始部落、文明遗存等
景观，不仅有天、地、人关系的表达，还
有真、善、美温暖的传递。

为了这种独特性，出发前要做大
量功课：绘制路线图，浏览卫星影像，
设计自然与人文相融的考察方案等，
仿佛不是去旅行，而是去“科考”。旅
行中，拍摄大量照片，杂乱无章的冰碛
物、留着手印的牛粪、盐碱滩上的点点
绿意，那些别人看不上的照片，在我的
镜头里，都是珍贵的素材。考察归来
后，整理、研究，把原始素材变为课程
资源，引领学生走进美妙的地理世界，
体会“人类诗意栖居的家园”的当下与
未来。

去南极旅行，我准备了一年。到
南极看什么？企鹅当然要看，但企鹅
的生命历程是怎样的？去看冰山，但
南极还有冰盖、冰架、冰川、海冰、
蓝冰、浮冰等，怎么区分？南极考察
路线很多，但哪一条路线最独特且对
南极环境影响最小？带着思考去准
备，可以减少考察的盲目性。真正到
了南极，巡游和登陆只有11天。在
旅行中又会发现很多不知真相的素
材，每天拍摄至少15个小时，每天
撰写观察笔记。南极归来后，整理素
材，研究分析，又花了三个月时间。
如此这般，一个我能说清楚的南极，
一个独一无二的远方，就能在课堂上
呈现出来了。

在课堂上，既有审美，又有忧虑。
在南极海峡北端，漂浮着许多巨型桌
状冰山，有的像巨轮，有的如城堡，浩
浩荡荡，蔚为壮观。巨型冰山是南极
半岛东侧的拉森冰架整体性大面积破
碎、崩塌形成的，类似于多米诺骨牌式
的快速崩塌。据介绍，这是在全球气
候变暖的大环境下非同寻常的解体模

式。南极，远离污染源，但不等于不会
受到影响。也许亚马孙雨林的一场焚
耕开垦活动，就会引起南极冰山的加
速融化。在南极，欣赏冰雪之美的同
时，会更真切地感受：南极属于全人
类，更是全人类的未来。

我力求在有限的时空里，用自己
的镜头和经历，引领学生读懂自然物
语，领略自然的伟力，习得与自然的相
处之道。

最美的时光在路上

用行走阅读世界，我相信，这是地
理带给我的素养和能力。在旅行中，
从地理视角去认识世界，能欣赏到自
然和生命的多样性。人与自然的和谐
共生，以及自然与心灵的契合，能唤醒
对内在生命的领悟。

为探访长江源，在平均海拔5200
米的冰川谷中，我用最原始的方
式 ——徒步，去靠近神圣的长江之
源——唐古拉山脉主峰格拉丹东。岗
加曲巴冰川是格拉丹东最大的冰川，
长长的冰舌蜿蜒铺展，冰舌前方有奔
腾的洪流，巨大的声响回荡在谷地，如
同气势宏大的交响曲。冰川消融后形
成的冰碛堤，按时间序列，一个又一
个，接连不断。四周冰峰威风凛凛，护
卫着长江源。

冰川因整体退缩明显，让靠近变
得非常艰难。在海拔5200米之上，翻
过一个10米高的冰碛堤，体力消耗相
当于平原地区翻越一座丘陵。翻山越
岭，没完没了，几个小时过去了，却发
现冰舌还远在天边⋯⋯视觉上近在咫
尺，空间上却遥不可及，这是人与自然
的距离。

在严酷而空阔的环境中，打动心
灵的永远是那些孤独而坚韧的生命。
轻薄如绢的绿绒蒿和亭亭玉立的蓝舌
飞蓬在砾石间绽放，它们静静地陪伴
我，安慰着一位迷失方向的徒步者。
而我，在人迹罕至的格拉丹东冰川谷

里，欣赏过它们灿烂的生命，它们也将
永远盛开在我的生命里。

荒野，很少有人将其列为景观，而
我，将荒野视作永恒的远方。荒野拥
有野性之美，那是率性中隐藏的规律
和蛮荒里渗出的敬畏。荒野严酷，但
依然有微小的植物以匍匐的姿态领受
风雨。荒野，是难得的孤寂，默然于天
地之间，孤寂可以化作生命的营养。
梭罗说：“对于我来说，希望与未来不
在草坪和耕地中，也不在城镇中，而在
那不受人类影响的、颤动着的沼泽
里。”在浮躁不安的现实里，当我们的
精神已越来越麻木的时候，或许，这样
的远方，能帮助我们与自己久别重逢。

远方的一切，滋养着行走的心灵，
让我成为一个淡泊从容、温暖善意的
地理教师。我期望我的学生们在学习
知识的同时，也能明白，作为一个现代
人，应该视野开阔、心灵开放，重视生
命价值。

我的许多学生在毕业之后，会挤
出时间去旅行，感知天地人和，体会旅
行之于生命的意义。2008届的一名毕
业生旅行后给我寄来了明信片，他写
道：“搭了5辆车，终于从拉萨经樟木进
入了尼泊尔，全程800多公里山路。在
聂拉木遭遇暴风雪，在-20℃的夜晚在
卡车内度过，第二天见到了雪山日
出。当到达雪山另一面时，一派春意
盎然。我知道，先前所有的艰辛都是
值得的。所有面对死亡的修行，都是
为了更好的活着。”

最美的时光在路上，一个地理教
师的远方，凝练成了《景观·观景》一
书，这是我献给大自然的深情。远方，
让我们认识了大自然，同时，渺小的我
们也透过远方，望见了自己心灵的风
景。远方可以在路上，也可以在心
上。或许，有了脚步的丈量，心里的

“远方”，将没有阻挡，无穷无尽。
（作者系江苏省苏州中学地理特

级教师，著有《景观·观景》）

行万里路，读山水文章
——一位地理教师的远方

蔡明 “风筝不断线，这根线是贯穿吴先
生艺术生命始终的线，同时，观众也将
从吴先生的作品中，领略其一颗永无
休止的探索之心，一条不断超越自己
的创新之路，一根连着传统、紧系着生
活的乡愁之线。”在不久前由中国美术
馆和清华大学共同主办的“风筝不断
线——纪念吴冠中诞辰一百周年作品
展”上，中国美术馆馆长吴为山如此解
读著名艺术家、美术教育家吴冠中的
绘画艺术。的确，吴冠中绘画中那些
看似抽象的点、线、色块，通过聚散、重
复、排列和组合，构成极为单纯、和谐
的视觉关系，观画者可以清晰地感受
到艺术家的纯真之心。

展览分为“生命之本”“自然之
意”“纯真之心”三个板块，展出了中
国美术馆藏吴冠中作品57件、清华
大学藏1件。

吴冠中1919年生于江苏宜兴，
1936年入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
师从林风眠、李超士、常书鸿、关良、
潘天寿等大家，1947年入法国国立
巴黎高等美术学校学习油画；1950
年回国，先后任教于中央美术学院、
清华大学、北京艺术师范学院、北京
艺术学院、中央工艺美术学院；1994
年当选为全国政协常委，2002年当
选为法兰西艺术院通讯院士；2010
年逝世于北京。

吴冠中一直强调“风筝不断线”，
他认为，艺术创作不能远离现实生
活，在抽象艺术探索的过程中，要注
意不能完全抽象。造化与心源、物象
与心象，经由他那颗纯真之心的提炼
与升华，成为永恒的艺术之美。

吴冠中的艺术世界是他用画笔编
织的绚烂梦境。他的绘画中既有生命
的蓬勃向上，亦有生命的枯萎凋亡。
这一切，都是生命的本来状态。在巨
幅水墨画作品《逍遥游》中，我们可以
看到美国抽象表现主义艺术家波洛克

的影子。但是在绘画的过程中，吴冠
中更多感受到的是庄子名篇《逍遥游》
的状态，是一种忘却物我、心性自由的
境界。这是一种生命的状态，也是吴
冠中艺术创造力的本源。

吴冠中的风景画创作着重于形式
韵味的表现，诸如线与线、块面与块面
之间的节奏关系，使画面中有一种和
谐的律动。20世纪90年代后，吴冠中
的创作进入了平面化、抽象化的阶
段。但他始终认为，“脱离了具体画面
的孤立的笔墨价值等于零”。所以，他
的绘画题材大多是从生活中直接得来
的：鳞次栉比、密密麻麻的房屋构成了
《围城》，漫天飞舞的墨点（蒲公英）构
成了《播》，墨线（脚手架）和红、黄、绿
色块（脚手架上作业的建筑工人衣服
的颜色）构成了《建楼曲》。

吴冠中在坚持对艺术本真探索
的同时，还培养了一代又一代艺术
家。在教学理念上，他不断向学生讲
授现代艺术的思想和观念，鼓励学生
独立思考。他的思想的因子，已经深
深融入到中国现代美术发展的血脉
之中，其艺术已成为连接中国传统与
现代艺术思想的桥梁、连接中国与世
界艺术交流的纽带。

吴冠中：风筝不断线
本报记者 王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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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展

本报讯 近两个月来，第十届
国际大学生时尚设计盛典吸引了
432 所 国 内 外 院 校 大 学 生 积 极 参
赛，4100余名选手报送设计作品近
8000 件。在 4 月 18 日举行的第十
届国际大学生时尚设计盛典新闻发
布会上，联合国人口基金驻华代表
洪腾博士表示，国际大学生时尚设
计盛典是年轻人的舞台，全世界的

青年大学生都能在此传递自己的声
音、灵感和创造力。国际大学生时
尚设计盛典至今已经连续举办九
届，其时装设计、时尚化妆、时尚
摄影、时尚微视频等多领域交叉的
时尚设计类特色活动，为国内外大
学生提供了展示平台，也促进了高
校之间的交流互鉴。本届盛典以

“源·创”为主题。 （苏婷）

第十届国际大学生时尚设计盛典为年轻人搭建舞台

本报讯 （记者 却咏梅） 第十
二届中国艺术节将于 5 月 20 日在上
海开幕，包括戏曲、话剧、儿童
剧、曲艺剧、歌剧、舞剧、音乐
剧、交响音乐会、民族音乐会、杂
技剧等多种艺术形式在内的51台优
秀剧目将在上海的 19 个剧场演出
102场。

据介绍，艺术节将以上海歌舞
团有限公司排演的舞剧 《永不消逝
的电波》 开幕，除了51台优秀剧目

的展演外，还将举办全国优秀美术
作品展览、全国优秀书法篆刻作品
展览和全国优秀摄影作品展览。艺
术节期间，第十六届文华奖和第十
八届群星奖将出炉，上述51台演出
剧目中，经初评、公示等环节，有
38 台剧目进入第十六届“文华大
奖”终评，最终将有10台剧目荣获
第十六届“文华大奖”。群星奖最终
将评出20个获奖作品，并于5月31
日举行颁奖仪式及获奖作品展演。

第十二届中国艺术节将在上海开幕

⦾聚焦

本报讯 由国家博物馆与山东
省文化和旅游厅、山东省文物局、淄
博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海岱朝
宗——山东古代文物菁华”目前正
在国家博物馆展出。

展览分为多源同流、竞争称雄、
融归一统三个单元。“多源同流”介绍
自新石器时代至商、西周时期的齐地
考古学文化面貌;“竞争称雄”介绍春
秋战国时期齐地的文化面貌及其特
色，重点突出齐都临淄、世家大族、邦

国关系、历史拐点、礼仪变革等;“融
归一统”主要介绍秦汉时期的齐地郡
国文化，重点突出齐文化逐渐融入秦
汉统一王朝并最终演化为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基因的过程和趋势。该展
览以齐文化腹心地区出土的新石器
时代至秦汉时期的精品文物为主体，
以时代演进为脉络，力图让观众对海
岱之间的齐地文化面貌有更加直观、
深入的了解。

（问水）

“海岱朝宗——山东古代文物菁华”正在国博展出

本报讯 （记者 梁杰） 第二届
“一带一路”音乐教育联盟大会日
前在中央音乐学院开幕。本届大会
的主题为理解、分享、协作，在为
期三天的会议上，“一带一路”沿
线 30 个国家和地区及国内 20 个音
乐院校的院长围绕“音乐教育资源
共享”“合作与面向未来”“不同国
家音乐教育的独特性”等主题展开
交流互动。本届活动分为“院长论
坛 ”“ ‘ 一 带 一 路 ’ 音 乐 艺 术 展
演”和“音乐学术讲座和工作坊”

三部分。
据介绍，“一带一路”音乐教

育联盟成立于 2017 年 5 月，至今
已有 25 个国家的 29 所院校和 24 个
国内音乐院校加入该联盟。联盟被
列入“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
坛项目成果清单，教育部国际司批
准成立了“一带一路”音乐交流与
研究中心，联盟开展了多样化的音
乐教育交流和演出，并组织开展了

“一带一路”音乐和音乐教育研究
课题。

第二届“一带一路”音乐教育联盟大会举办

作为中国民营书店的先行者，诞
生于1993年的西西弗书店一直秉承

“参与构成本地精神生活”的价值理
念，引导推动大众精品阅读。如今它
已成为拥有200余家图书零售门店、
400多万活跃会员的文化企业。4月
27日，西西弗正式进驻北京国贸商城，
开启了它在北京的首家黑标旗舰店。

穿过国贸商城大大小小的店铺、
餐厅，走进西西弗国贸店，记者从书店
的整体空间设计感受到其与北京城市
文化肌理的一种渗透关系。

主题橱窗区域：历史开合。“文字”
是由各种笔画组合而成的，“城市”也
是由建筑结构组合而成的，二者有着
异曲同工之处。橱窗中的传统建筑形
象，选择了紫禁城中体量最大的皇家
藏书阁——文渊阁，它曾是乾隆用于
专贮《四库全书》及大臣讲学的地方，
其与书店契合点在于，二者均承载人
文关怀、知识与价值、理念和思索，融
入了对城市与历史的见解；而现代建
筑方面，则选取了文字中“開合”二字，
将文字的笔画结构作为现代建筑的主
体进行设计置换。“開合”是阅历、是对
古今变迁的记录。以此为题，显示了
书店试图作为历史的翻阅者、城市的

观察者、文化的探索者之追求，呈现出
对历史、城市与文化更全面、更兼容并
包的视角。

内场书架：文字编年。在图书展
架区域，书架侧挡板的视觉设计上则
以文字时间线为脉络，以历史时间线
为背景，选择商、周、秦、汉、唐、宋、元、
明、清文字及城市文化产物为表现形
式，用手绘画面呈现时代的风貌，次第
构成一部清晰可见的文化编年史。

阅读区：四时俱备。这家书店的
阅读区以“四时俱备”为主题，从文字
背景出发，将目光聚焦清代，用《十二
月令图轴》表现一年四季中完整的生
活风貌，人、物、景齐备，在细节的变化
中捕捉时间的痕迹。通过一言一行一
物一景，将文化的传承与历史的流动
展现出来，形成一幅勾勒时代风貌的
画卷。

作为黑标旗舰店，西西弗国贸店
的图书品种相较标准店总数多出
40%。其中经管类图书品种数，又占
到该店图书整体的10.51%。据该店
负责人介绍，这家店的图书产品以都
市白领、社会精英、部分年轻中产家庭
客群为读者定位，图书细分出满足不
同需求的内容板块：如匹配都市白领

读者的素养提升阅读需求，配以思维
与效率、心理认知等图书；匹配有一定
阅读储备的读者的人文阅读需求，配
以历史文化、传统文化经典和社会新
知等图书；匹配商务精英读者职业阅
读需求，配以战略经营、企业管理和时
代前沿等图书；匹配中产家庭读者生
活阅读需求，配以家庭品质生活、亲子
成长沟通等图书；匹配年轻读者休闲

阅读需求，配以世界各国当代小说和
欧美漫画等图书。

书店作为城市空间的构成部分，
既是参与者，也是推动者。随着北京
国贸黑标旗舰店的启幕，由众多知名
文化嘉宾参与举办的文化活动，也即
将在该店与读者见面，这体现了西西
弗书店一直坚守的“参与构成本地精
神生活”的价值理念。

“参与构成本地精神生活”的书店样本
——西西弗书店北京首家城市旗舰黑标店探店记

缇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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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文字编年的书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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