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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全国少数民族优秀声乐作品展演
精品荟萃演出在京举行

艺术
中国

9 月 21 日晚，由国家民委文化宣传司、
文化和旅游部艺术司、呼和浩特市人民政
府共同主办的“多彩之韵——第二届全国
少数民族优秀声乐作品展演精品荟萃演

出”在中央民族歌舞团举办，为首都各界近
千名群众带来了一场精彩绝伦的民族文化
盛宴。
此次精品荟萃演出是第二届全国少数

演出人员合影

高维生（（满族））

额芬，，饽饽

早饭后，散步到山东大学校门，它的对面有两家书
店，一家是山东大学出版社的书店，紧挨着的是新华书
店。新华书店里有一个特价书架，我从中淘到了《文人
饮食谈》一书。
《文人饮食谈》收有端木蕻良的《东北风味》。他是
上世纪 30 年代东北作家群中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长
篇小说《科尔沁旗草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但他的散
□
文我之前没有读过。在这一组不长的文字里，端木蕻
良主要回味起家乡的小吃。他谈到“玻璃叶饼”“
：家乡
有一种树，叶子很大，叶面光滑，反光性很好，乡亲们都
叫这树的叶子为玻璃叶。用这种叶子包制的饼，叫玻
璃叶饼。”所谓玻璃叶，其实就是柞树叶，民间把柞树叫
“菠离蕻子”。陪母亲聊天，说起一些过去的事情。她
说，上世纪 60 年代的困难时期，人们上山采菠离蕻叶
子回来，在锅中烘干捣碎，掺进包米面中吃。有时候，
人们舍弃窄小的柞树叶，改用大而圆的椴树叶，做成
“椴叶饽饽”。
“饽饽”的满语是“额芬”，它是满族人对面食的称
谓。满族人长年在野外捕猎和征战，
随身总是带着黏饽
饽，
既省事，
又能抗住饥饿，
于是便养成了吃饽饽的习俗。
据翰林院侍讲臣高士奇的《扈从东巡日录》所记，
1682 年，康熙帝东巡至大乌拉。衣食住行是东巡中重
要的部分。饽饽当然是其中的重要食物，一部分是用
来吃的，另一部分是上供用的。饽饽一部分由吉林将军府果子楼提供，余下的是打牲
乌拉衙门提供。由于打牲乌拉衙门不设供应饽饽的机构，便分派给当地糕点商铺和
大户人家制作。2015 年 8 月，我为了看乌拉打牲衙门第 31 任总管赵云生的私宅后
府，来到乌拉街。站在后府的园子间，望着远处的包米地，我不禁浮想联翩。
满族的饽饽种类繁多，常见的有苏叶饽饽、豆面饽饽、牛舌饽饽、椴叶饽饽。类似
的东西还有肉末烧饼、酸枣糕、淋浆糕、五花糕、芙蓉糕、绿豆糕、五花糕、马蹄酥、豌豆
黄、四叶饼、淋浆糕、豆擦糕、油炸糕，
以及凉糕、小酥、盆糕、发糕、打糕等。饽饽的食材
主要有两种，
白面和粘米面，
制作工艺多为烘、烤、蒸和烙。
满族人祭祀祖先和敬神多用各种饽饽。2014 年 6 月，我前去拜访满族剪纸传人
关云德，观看了他新创作的作品。他赠送我《亲亲聊条边》
《九台文史资料》两本书，书
中有他写的关于满族跳饽饽神的文章。据介绍，每到龙虎年，满族人烧香祭祖，要为
敬祖准备一些供品。在淘米、蒸米、制作打糕的过程中，扎着神裙子的萨满对着天地
唱起颂神歌。鼓声和歌声中，人们制作完成供品。跳神的吉日，院子中置一张高桌，
供桌上铺红布，摆放烛台、香炉、打糕、米酒等。悬挂在屋梁或门框上的大鼓，让人充
满敬畏之情。火镰点燃香烛，香烟袅袅飘升，大萨满和助手敲响皮鼓，祈祷祭祀开始，
跳起饽饽神。
满族有一首以黏糕为主题的情歌，歌颂年轻人的爱慕之情，从中可以读出饽饽在
满族人心中的重要位置：
“ 黄米糕，黏又黏，红芸豆，撒上面，格格做的定情饭，双手捧
在我跟前。吃下红豆定心丸，再吃米糕更觉黏。越黏越觉心不散，你心我心黏一团。”
我祖母出生在乌拉古城，她是旗人，在平常的生活中都遵守老满族的规矩，给我
讲过许多民间传说，哼唱过古老的歌谣。祖母手巧，难吃的包米面，在她的手下能够
做出各种饽饽。包米面发酵后，铺在锅中的屉上，摊成一寸厚，撒上红小豆。蒸出的
发糕松软入口，有淡淡的酸甜味。祖母喜欢黏食，比如椴叶饽饽、黏耗子、黏豆包等。
对这些食物的偏爱，与她受民族文化的影响分不开。
阅读《文人饮食谈》的时候，阳光丰沛，楼下邻居家的小狗一阵狂叫。书房的窗子
前，吊挂的绿萝，垂下的茎蔓，在阳光的拥抱中，散发旺盛的生机。此时，想起夏丏尊
说过的话：
“在中国，衣不妨污浊，居室不妨简陋，道路不妨泥泞。而独在吃上，却分毫
不能马虎。衣、食、住、行的四事之中，对食的重视程度，远高于其余一切，很不调和。
中国民族的文化，可以说是口的文化。”夏丏尊的眼光独到，抓住了国民的心态。再品
读端木蕻良写的文章，短小洗练，读起来回味无穷。母亲把一块热玻璃饼放在一个小
碟中，怕他烫着时，深情地说出：
“ 我这‘老’儿子”，这个老字，浓缩着深厚的情感。清
香的玻璃饼，不过是被一片树叶包裹，但在端木蕻良的心中，却是不尽的思念。

民族优秀声乐展演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今年 7 月 13 日至 18 日，第二届全国少数民
族优秀声乐作品展演在呼和浩特市举办。
活动从全国报送的 365 件作品中，选出 82
件作品进行展演。这次荟萃演出的 17 件作
品，就是从 82 件作品中再次挑选出来的。
演出在中央民族歌舞团青年合唱团演
唱的《西山谣》
《扎西德勒秀》中拉开帷幕。
参加演出的有来自高校、中央和地方艺术
院团的各民族演员。节目的民族特色鲜明，
内容和形式丰富多彩。有来自内蒙古大草
原的歌曲《我的呼伦贝尔》，来自南方山间
的壮族歌曲《鹧鸪岭上鹧鸪啼》、苗族歌曲
《苗岭飞歌·北京喜讯传边寨》、彝族歌曲
《放羊调》，还有来自东北的朝鲜族民歌《长
白山阿里郎》。另外，还有展示民族习俗的
《畲家姑娘采茶忙》
《土家酒歌》
《土家哭嫁
歌》等歌曲。
全国第一支乌兰牧骑诞生在内蒙古苏
尼特大草原，他们长期扎根于人民群众之
中，成为了“全国文艺战线的一面旗帜”。
2017 年 11 月 21 日，习近平总书记给苏尼
特右旗乌兰牧骑队员们回信，充分肯定了

乌兰牧骑作出的重要贡献，殷切希望乌兰
牧骑队员永远做草原上的“红色文艺轻骑
兵”。这次演出，来自最基层的苏尼特右旗
乌兰牧骑用歌声演绎了这封《珍贵的信》。
演出在全体演员同唱《同心共筑中国梦》的
嘹亮歌声中结束。
据介绍，为传承保护少数民族优秀文
化，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国家民委、文
化 和 旅 游 部 、内 蒙 古 自 治 区 人 民 政 府 从
2011 年开始共同举办中国·呼和浩特少数
民族文化旅游艺术活动，并从 2014 年起，
在活动期间按照舞蹈、声乐、戏剧的顺序，
每年举办一届优秀作品展演，三年一个循
环。截止目前，中国·呼和浩特少数民族文
化旅游艺术活动已成功举办 8 届。期间还
举办了两届全国少数民族优秀舞蹈作品展
演、两届优秀声乐作品展演和一届全国少
数戏剧会演。定期举办这些活动，有力促进
了我国少数民族文艺事业的发展，推动了
民族文化工作人才队伍建设，为铸牢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构筑各民族共有精神家
园发挥了重要作用。
（明江/文 娘吉加/摄影）

一
小学那会儿，我和一个朋友偷偷跑去了县城。在
县城，我们东走西逛，并不知道要干什么。那是我第
一次进城，但我和朋友说，我之前进过城。他并不相
信，迷乱的眼神暴露了我对城市的陌生。我们身子僵
硬地穿过许多楼房、店铺、小摊，汇入匆忙的人流，人
流焦急地赶着上班。
我们迷路了，肚子饿得咕咕叫，这才发现已是中
午。我们没有走进任何一家饭店或粉铺，因为没有
钱。赤着双脚走在水泥路面，脚板热乎乎的，路面反
射的太阳光晃得人眼晕。疲软的车轮滚过路面的嘶
哑声，使得饿瘪的肚子更脆弱。我们的眼神充满疲惫
感与饥饿感。
多年之后回想起来，我才觉得，以那样的方式进
城是多么英勇的壮举。这次进城的经历，和我今后的
人生有着某种隐秘的关联。茫茫尘世里，到处都有陌
生的地方，延伸着陌生的道路，潜伏着陌生的疲劳、
惶惑与饥渴……

二
后来，我又进行了一次“荒唐的冒险”，竟跟随刚
认识的“驴友”跑到异域他乡。那年我 21 岁，从未去
过比珠穆朗玛峰更远的地方。而火车驶过关卡时，我
没有一丝慌乱与惊恐。我记得，哨岗的边防兵肩上背
着步枪，目光冷峻而坚毅。那目光从月台看向我时，
我把它当作出关必不可少的仪式。我还记得过了哨
卡，火车开进了山路，路边尽是陡峭的山峰，长着低
矮的草木。昏暗的天幕下，山路寂寞地延伸，国境线
此起彼伏。
那时的火车开得不紧不慢，我静静地坐在窗边，
用手指在窗玻璃上擦出一条缝，凝视沿途的景色。黑
白相间的山峰，显露被水溶蚀的喀斯特地貌，耕地、
池塘、房舍零零星星，看不见人影，只有风自顾自地
来去。
这是边境的无人地带，山峰、树木、草坡，构成窗
外始终不变的景色。
我闭起了眼睛，摄入大脑的风景图像翻卷成一
幅幅颜色各异的油画。等到睁开眼睛时，我发现火车
驶入了雪域。茫茫雪地上，绵延着弯弯曲曲的踪迹，
一串串的像珠链子。突然，我看到一只山羊越过栅
栏，不紧不慢地朝铁路走来，完全不顾正在行驶的火
车。它体态昂然潇洒，步子稳健优美，身上覆盖着厚
厚的毛皮，在雪的映照下闪着银光。
它迷住了我，使我第一次为生命的激越和脆弱
担 忧 。我 目 不 转 睛 地 看 着 它 ，心 里 不 断 呼 喊“ 快 走
开”，但它对我不理不睬，始终按着自己的步伐前进。
火车慢了下来，接着猛烈晃动一下停住了。我看
到几个人影在雪地上奔跑，山羊从容不迫地走了过
去。也许那一刻，整个火车的人都像我一样，怀着崇
高的敬意目送它离开。
火车继续开动，渐渐地，窗外的风景变了。山峰、
树林、草坡变成了岩石、树草、流水、白雪。岩石嶙峋
突兀，有时是深褐色的，有时是土红色的。树大抵是
针叶林，矮矮的，尖尖的，像一座座紧挨着的、小小的

广西艺术学校选送的《夜歌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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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塔。高高的山顶铺着一层薄薄的雪，融化的雪变成
水，从山沟慢慢往下流。
我们在一个小站下车，路过一个山间小镇，在镇
上买了红薯、土豆等吃食。以一个视野开阔的山峰为
目标，我们沿着羊肠小径往山上爬，到达一块没有风
雪侵蚀的山坡，选择一个背风的平地搭起了帐篷，并
赶在落日前到树林中收集足够的松针和枯树枝。
一切准备就绪，我们爬到山顶看落日。山顶的积
雪只有薄薄的一层，而我们未涉足的北坡积雪看上
去竟比山顶还厚。在一览无余的山顶上，人变得那么
渺小，而落日又变得那么大。清朗明净的天空，使得
落日竟像一枚搁在蛋清中的蛋黄。站在无所遮掩的
山顶，身后是浩浩荡荡的风，面前是熔金的落日，而

却爆发出无比夺目的光芒。
这就是所谓的流星雨吧，
它来时浩浩荡荡，
去时见
过的人还记得它。
我相信它与我的命运紧密相连。
就在
那时，
我心底升起一种宗教般的情怀，
宇宙星辰见证了
我的渺小卑微、我对自己以及人类的悲悯。茫茫宇宙
中，
浩渺天地间，
人是一粒奋力燃烧的微小尘埃。
静谧的夜色托起山谷的柔和。这样的时刻适合
谈起童年、梦想和所爱，然而我只说了那次进城的经
历。说起来很不可思议，所有按正常逻辑发展下去就
会发生的事情，在我这里都有了不同的走向，拐到了
不同的地方。不远万里跑了那么多路，寻找一个干净
的角落看一场流星雨，看完之后，我依然一个人面对
世间的孤独。

我曾见过一只边地的羊
□连

亭（壮族
壮族）
）

人自己则成了镀金的塔尖。
夕阳沉落，天边抹去黄昏的折痕，我们还意犹未
尽地站在那儿。长庚星在树梢出现时，我们回到帐篷
边生起了火堆，把红薯、土豆从背包里拿出，丢进火
堆里烤。没多久，红薯、土豆就烤熟了，用木棍扒出
来，散发着诱人的香气。我们边吃边开心地说话，嘴
巴、脸颊都被烤焦的红薯皮、土豆皮染黑了。
吃完我们坐在篝火边，抬头仰望满是星星的天
空。银河如此白亮，宽阔绵长，无数的星星在其中闪
烁。山中响起低低的虫鸣，不时地听到动物跑动的脚
步声，气氛如此安静祥和。突然，一个锥形发光体出
现了！它拖着长长的尾巴，忽忽悠悠地从南向北滑
动，经过山坡上空时，把草叶和帐篷都照亮了。有那
么一瞬间，它似乎就要朝我们俯冲过来，撞入怀抱，
但它只是一掠而过，留下一个优美的弧线就消失了。
过了一会儿，天空开始下雨，一颗颗耀眼的雨滴，义
无反顾地扑向地面，在盛开的瞬间绽放最美的容颜。
比起浩瀚的银河，它们是那么渺小短暂，但它们此刻

三
终究，我还是要面对城市。看着城市不断涌起的
单调乏味的高楼，旁观那些被塞进密密麻麻的盒子
的生活，我心里时常涌起当年第一次进城时所产生
的疲惫、惶惑与饥饿感。城市变多变大了，有了工业
污染，有了被叫作“雾霾”的怪物。人类爬上再高的
楼，也找不到一处洁净的天空看一场流星雨。如今，
那么多年过去了，我仍能清楚地记得在边地见过的
那只羊，它身上闪亮的毛发依然熠熠生辉，也仍然记
得在山顶上看的那场流星雨。
现在，我经常要回家看看老妈，看她在家为我保
留的储藏室。储藏室放着许多画，这些画记录了我从
儿时那次进城至今的记忆。每当我站在画前凝神静
思，黄昏微弱的光从窗户透进来，那些画散发出迷蒙
的色彩，好像就要化作一缕青烟飞向远方。那些青烟
就像悲伤之后突然释然的痕迹。在青烟拂过的地方，
闪现出往日的生活图景。幸福仿佛就要降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