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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欢

Anton 是一个乌克兰人，来杭州已经
有两年了，也经常到萧山“串门”。Anton
的中文不太溜，但是，他喜欢吃中国菜，能
够用非常标准的普通话说出“鱼香肉丝”

“麻婆豆腐”，当然还会说“西湖醋鱼”。虽
然不精通中文，但是Anton精通另一项世
界语言——音乐。在音乐领域，他的身上
可以贴不少标签：小提琴独奏家，室内乐
演奏家、作曲家。

说起音乐，他能够滔滔不绝地说上好
几个小时，当然是用英语，我们也总是卡
壳在那些古典乐的专有名词上。说到兴
奋时，他打开手机给我们听了一曲德彪西
的《月光》(clair de lune)，让我们去感受月
色朦胧中如诗如画般的意境。作为一个
从小沉浸在古典音乐中的人，他觉得音乐
没那么复杂，这是每个人都可以听懂的世
界语言。

音乐的理解没那么复杂

很久之前，Anton曾在加拿大听过中
国的鼓乐表演，这种气势磅礴的音乐令他
无比震撼。从那时起，他对中国的音乐产
生了浓厚的兴趣。在Anton看来，在音乐
这件事上没有文化差异，追溯到本源，都
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当你听这首曲子的时候，是否能想
起那些静谧的夜晚，幽暗的月光透过轻轻
浮动的云，影影绰绰的月光随着水面轻轻
波动？你只需要一点想象，让你的思绪跟
随音乐不受拘束。”Anton一边放着德彪
西的《月光》一边说，音乐的理解没有人们
想象的那么复杂，不同的音乐只是在用不
同的方式讲故事或是表达人们的感情，那
些情绪和音符跨越了语言和文化差异，没
有局限。

2018年11月29日，Anton和Ave国
际青年交响乐团在萧山上演了一场特殊
的音乐会，邀请了萧山特殊学校的孩子们
聆听古典音乐，因为他觉得音乐是可以跨

界的，任何人都可以欣赏音乐。

“魔鬼的咏叹调”改变他的一生

Anton第一次听小提琴，是父亲给他
放的一盘录音带——《帕格尼尼第二十四
随想曲》。他的父亲同样也是一位指挥
家，会演奏吉他、钢琴甚至乌克兰传统的
民族乐器。

帕格尼尼的音乐被称为走过人间、地
狱与天堂的“魔音”，深深吸引了Anton，
也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最初，他并没有
学习小提琴，而是在父亲的影响下学习弹
奏钢琴。但这璀璨绚烂的小提琴声让
Anton从此坚定了学习演奏小提琴的决
心。

经过层层的选拔考试，成绩不错的他
得以进入乌克兰S. Prokofiev Donetsk音

乐学院学习。拿到录取通知书的第二天，
Anton兴奋得一个人坐车去了那所他梦
寐以求的大学校园。他说，那是他生命中
最重要的时刻。之后的日子里，他完全沉
醉于小提琴的世界，在别人看来他就是

“音乐疯子”。
父亲的朋友送给他一盘交响乐的录

音带，他视若珍宝。身边的朋友在追逐摇
滚乐、流行乐，他痴迷于这些在同龄人眼
中不是那么“时髦”，甚至说可能有些“无
聊”的古典音乐。“每天醒来，我做的第一
件事就是听曲子；晚上睡着的时候我还抱
着录音机听磁带。”

没有排练，今晚直接上台

2006年，Anton从音乐学院毕业，在
乌克兰国家爱乐乐团担任第一小提琴

手。之后，他辞掉了工作，带着自己的小
提琴来到了奥地利维也纳。

在Anton眼中，维也纳是个非常小
的城市，比杭州大概要小上四倍，但它却
是个充满活力和竞争的城市，有很多高
水平音乐家。他回忆，“在维也纳工作，
你有可能清晨接到同事或朋友的电话，
让你代替他在今晚的音乐会上演奏。这
意味着，你在上台前没有时间练习或是
跟乐团排练，同时在演出的时候不能出
一点差错。”

第一次遇到这样的情况，让Anton紧
张而又兴奋。有一次我临时代替朋友在
音乐会上演奏。和以往的演奏完全不同，
没有任何练习时间，也没有跟乐队的排
练，当晚他去了乐团，直接登上舞台，跟着
指挥，演奏放在他面前的乐曲。演出结束
后的那整整一个晚上，Anton都激动得无

法入睡，这就是音乐的魅力。

让更多人聆听古典音乐

在来到杭州之前，Anton已经带着自
己的音乐游历了俄罗斯、美国和欧洲的很
多国家。用他自己的话说，只有住在一个
国家，才能真正了解这个国家的人和文
化。也正是因为这样，当杭州向他抛出橄
榄枝的时候，他告别了维也纳，毅然选择
来到中国。

在杭州的两年半里，他招募了志同道
合的国际青年友人，组建了别具一格的古
典音乐室内乐团。很多个周末，Anton和
他的朋友们，为杭州的市民带来了一场又
一场“高而不贵”的市民音乐会。

除了组建乐团，他更热心于古典音乐
的普及和教育。他希望更多的人，尤其是
更多的孩子能够接受到古典音乐的教
育。去年下半年那场在萧山举行的音乐
会，所得门票捐赠给了萧山特殊教育学
校。为了用好这笔钱，他特地去了解了孩
子的特殊情况，为孩子悉心挑选了节奏感
强、操作简单的鼓乐器……

Anton说，他爱杭州，这里人的友好
和热情，而且有一种开放而积极的心态。
他希望把自己多年积累的知识和经验分
享出来，让更多人能走进古典音乐世界，
享受音乐带来的慰藉。

■俞梁波

少年时代，乡村夏日的夜晚既响亮
又活泼。荷尔蒙催生青春少年骚动的
心，他们三五成群在乡村的田野和机耕
路上漫游，于是，远远会传来当时的流行
歌声，如“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啊……”，
又如“喝了咱的酒呀……”，伴随歌声的
是粗野且放肆的笑声，几乎响彻整个村
子，惊得狗们时不时狂吠一阵。而我，基
本上靠在床头读书，并不是我不想跟他
们出去玩耍，而是怕父母担心，把心玩野
了。当然，另一层意思也可以说家教较
严。我有一张不完全属于自己的写字
桌：三个抽屉归我，两个柜子是家里放东
西的。写字桌是我母亲去诸暨县应店街
开交流会时买来的。当时，我们那儿的
村里人都喜欢去交流会上买东西，认为
价格实惠。写字桌桌面光滑，但抽屉质
量不太好，锁及滑轮用不了多久就会坏
掉，柜子的门也关不紧，有点“金玉其外，
败絮其中”。我在桌上压了一块玻璃，以
防桌面起毛，变粗糙，后来却发现桌面因
压着玻璃，不透气，加上潮湿，乌花了。
写字桌上放着一叠书，内容庞杂，品种多
样：唐诗宋词，武侠小说，《李自成》、但丁
的《神曲》，养猪种花，油漆工艺……床的
对面，约两米远有一个竹子书架靠墙立，
花六元钱买的，上面堆着书，五花八门，
宛如一个微型的新华书店。这些书几乎
都是每年夏天我天天剥桑树皮，卖掉之
后攒下一点钱，然后去书店购得，日积月
累，约有上百本了。那时候，书的确是有
香味的，那种油墨香是世界上最好闻的
气味，每次打开书，都是深吸一口气。

上世纪八十年末，阅读对一个乡村
少年来说显得特别奢侈，物资贫乏，兜里
没钱，书便显得珍贵，正如今天都市人的
阅读同样是奢侈的，信息爆炸，游戏网
络，无心读书。将近三十年的光阴，如今
我 眼 前 依 旧 能 浮 现 当 年 的 读 书 画
面：……台灯昏暗，玻璃窗外的天空是宁
静的，像一幅画。偶尔下床，打开窗户，
像个哲人一样背着手伫立，圆月当空，山
风清洌，心中却是波涛汹涌，仿佛神游万
仞。如果是雪夜，万籁俱寂，世界好像是
静止的。我会裹紧被子，用冰冷的手指
拨动书页，“唰”地一声尤其响亮。那时
候，时间好像一列长长的火车，不像现
在，时间快得跟一道烟似的。

信息时代，人类的生活方式得以革
命性地改变。传统阅读首当其冲。当海
量的信息扑面而来，我们几乎没有抵抗
就投降了，就成了信息的奴隶。我们贪
婪地刷屏，恨不得把全世界的信息一下
子全部装进脑中。看上去，我们每天的

阅读量好像不低，然而这种浅层或者说
碎片化的阅读就像吸食海洛因一样，令
我们上瘾，难以自拔。等我们安静下来，
发现脑中空空如也，那些信息居然像潮
水一样退去了，好像什么都没有记住，更
谈不上生根了，片刻，新的信息又像潮水
般汹涌而至。如此周而复始，长久以往，
就很难再静下心来系统地阅读了。阅读
是个系统工程，每一本书都有属于自己
的特点，有厚重的磅礴的，也有轻盈的消
费的，有存在现实的阅读障碍的，甚至艰
涩难懂的，也有流畅无比的。如果说非
得让我选择，读一点有障碍的更好些，太
流畅的会让你失去思考，仿佛在急匆匆
赶路。自然，关于纸质书和电子书的阅
读，各人都有自己的习惯。我喜欢阅读纸
质书。更多的年轻人可能喜欢阅读电子
书，一目十行。青菜萝卜，各有所好。别
人干涉不得。

我相信，读什么样的书就有什么样
的人生。这句话可能有点夸张了，但我
个人认为这其实是一种人生认知。延伸
开去，繁复而庞大。作家王小波有一句
话：人生是一条寂寞的路，要有一本有趣
的书来消磨旅途。总之要读好书，但好
书不常有。不妨适当往前看，把目光投
向古人，投向大家公认的名著，投向能引
起你共鸣的作品。古人圣言，弥足珍贵；
经过百年光阴检验的书，至今尚能获得
读者的喜欢，自然有它的道理；共鸣之
书，如同朋友。而且，阅读会随着年龄的
变化发生质的变化，同一本书，少年阅读
与中年阅读，那就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心
境，感悟与体会也迥然不同。无论是中
国经典名著，如《三国》，还是《复活》《红
与黑》《百年孤独》《唐吉诃德》《静静的顿
河》等，唐诗宋词也是如此，就像我们萧
山老乡贺知章的诗作《回乡偶书》，少时
读之，仅以诗句的本义去理解。现在读
来，觉得此诗之所以能千古流传，最核心
的一点恐怕就是那种阅尽人生之后的无
尽悲凉……如果有条件阅读，我指的是
有一定的时间，或者学会每天挤出一点
儿时间来阅读，不妨挑战一下自己，给自
己定个目标，一个星期或半个月读完一
本书，一年读完十本书等等。阅读不求
快不求多，只求精和深，读透一本书，胜
于浏览一百本书。永远不要相信太浮浅
的东西，真正的好东西可能是沉默的，孤
独的，甚至是不合群的，真正的智者与强
者也不是夸夸其谈的，他们专注与坚持，
他们不在乎一时的热闹与得失，他们执
著于理想信念。对所有的阅读者来说，
我们需要找到自己的灵魂的净地。要有
一双慧眼寻找到它，就像在茫茫人海中
找到你的另一半一样。

音乐，是每个人都能听懂的世界语言

阅读与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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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妙林：开元旅业集团创始人
推荐书目：《时间的悖论》
它从心理学角度来告诉你什么是

时间，时间对你究竟会产生怎么样的
影响，时间观其实影响着我们的行为、
决策和人生。时间本质上其实是一个
关于人生意义的问题。

翁仁康：中国曲协副主席、省文
联副主席

推荐书目：《大围涂》
天下好书千千万，多读几本反映

萧山精神的书，这些书不仅传承了勤
劳拼搏的萧山精神，把萧山精神传得
更远。

孙道荣：浙江省作家协会会员
推荐书目：《街巷志》
他记录了深圳这个城市的“密

码”，发现了那些高楼大厦和车水马
龙之外的城中村和街巷，以及这些街
巷里面形形色色的众生态，是一部文
学性的“哲学著作”。

施加农：萧山博物馆馆长
推荐书目：《父亲的声音》
书以平淡而富有亲和力的语言，

讲述了朱先生的家史和生平故事，包
括成长过程、对他影响最大的师友亲
属，工作经历，为故宫所作的贡献。娓
娓道来，如饮甘泉。

尹哲军：区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
推荐书目：《巴黎圣母院》
不久前一场大火让人们感到惋

惜，同时也让我们又一次想起了这本
小说，通过重温这部经典小说，与善
良丑陋的卡西莫多和美丽的埃斯梅
拉达一起再次感悟这座人类的瑰宝。

俞梁波：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杭州
市作家协会副主席

推荐书目：《红与黑》
我相信，读什么样的书就有什么

样的人生。这句话可能有点夸张了，
但我个人认为这其实是一种人生认
知。延伸开去，繁复而庞大。

张少杰：阿里巴巴首届“全球数学
竞赛”优秀奖获得者

推荐书目：《普林斯顿数学指南》。
他说：“我确信《数学指南》是目前

最牛的数学科普书，没有之一”。

叶佳星：南宋官窑艺术馆馆长
推荐书目：《写给大家的中国美术史》
这是一本通俗易懂、适合普通大

众阅读的书，真正印证了书名中的
“写给大家”。

俞国娣：杭州市崇文教育集团党
委书记、总校长

推荐书目：《让孩子爱上学习》
把大学教授的深度理论用浅显

易懂的语言，清晰地铺陈开来，让基
础教育工作者都能读懂。“爱学习”应
该成为每一人的基本素养。

张剑秋：杭报集团党委委员、华
媒控股总经理、萧报传媒董事长

推荐书目：《汉字王国》
这本书打破思维惯性，讲述为什

么中国人会在田野里并排种植不同
的庄稼？为什么人们会把自来水的
开关称为“龙头”？

自1995年起，每年的4月23日是“世界读书日”，全世界都在共同享受着阅读带来的
幸福与快乐。昨天是第24个世界读书日，我们邀请了萧山不同领域的“大咖”分享他们的
读书感悟，一起来看看他们推荐的书单吧！想要了解更多内容可关注萧山发布App。

好书推荐

Anton（左边第九位）与他的小提琴共同演绎的音乐人生

(以下排名按姓氏笔画顺序排列)■郭钰、徐京 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