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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关于夏河的记忆
很久以来，甘南，对于我来说就

是一方充满诱惑、神奇和想象的地

域。因此当我坐上标有“兰州→夏河

拉卜楞寺”的长途客车，心情竟会如

此激动……一路上都不舍得闭眼休

息，面对着绵延数百里绿意稀少的黄

土高坡却兴致盎然，一再提醒自己，

即将迎来的将会是云开雾散，天地有

大美的胜境。

进入夏河县城西北的拉卜楞，迎

接我的是高原炽热的阳光和蓝得让

人心醉的天空，棉花糖般的白云似有

若无地浮荡着，整颗心就在这一瞬间

复归安详与平和，来时路上所有关于

甘南的热切向往，此刻全部得愿以

偿。行走在这样的蓝天白云间，与肤

色黝黑的红衣僧人、佩戴巨大七彩饰

品的藏民比肩而行，感觉是这般接近

我要的幸福！

整个下午，我和儿子走在黄土飞

扬的路上。无数次我们停下脚步，抬

头凝望湛蓝高远又仿佛唾手可及的天

空，心中的喜悦就像这蓝天上的浮云，

飘飘荡荡，永远都在。海拔 3000米的

高度让儿子断断续续地开始出现鼻子

流血的症状，塞上一小团餐巾纸，小家

伙摆着手笑在澄蓝的晴空下，身后的

贡唐宝塔熠熠闪动着无量金光。

日落时分，我们登上镇旁的小山

坡，红霞满天里俯瞰拉卜楞寺，整个

寺院群落更显现出恢宏博大的气势，

和非比寻常的法度庄严。佛殿寺庙

在群山的环抱之中绵延数里，那金瓦

红墙，飞檐丽阁的雄伟辉煌让我瞠

目，禁不住感叹在这片贫瘠的土地上

竟然珍藏着如此宏大的佛教宝藏。

暮色苍茫中，我们沿着世界最长

的木制转经廊缓缓走着，边走边推

动经筒，吱吱呀呀的声音滑落一

地。不时有步履匆匆的藏民从我们

身边经过，轻微的喘息声中“唵嘛呢

叭咪哞”的六字真言呢喃如耳语。

他们远去的身影慢慢消失在蒙蒙夜

色中，仿佛幻化出一朵朵婷婷袅袅

的莲花，含笑致意。

那一夜，在卓玛旅社的顶楼露台

上，抬眼仰望一天的繁星，我惊喜地欢

呼了起来：那么多星星呵！长这么大

我还是第一次看见那么多星星呵！拼

命把头往后仰，将脑袋和身体折成了

近乎90度，就这么不知疲倦、贪婪地望

着天——密密匝匝的星星交叠着簇拥

着布满了整片天空，明明暗暗的群星

闪烁着，发散出清冷却又热情的光

芒。偶尔有一两颗流星划过，就在我

惊觉但还未及合掌许愿之时，它已经

匆匆跌落到群山的那一边……

那一晚，带着笑凝望窗外的星

群，头枕着哗哗的大夏河流水声，我

和儿子在梦境中入眠……

五、奇情郎木寺
车到郎木寺这座群山环抱的小

村镇时，仿佛是一脚踏进了人间仙

境。满眼是苍翠的山林草地和点缀

其间灰白泛黄的两层民居；火烧云般

通体发亮的红石崖和宝石般湛蓝的

天空，还有身披艳丽的褐红色长袍，

在林间奔跑戏耍，有着蓝天一样清澈

眼眸的孩子们……置身于此，一种无

形的力量牵引着你，慢慢将心沉静下

来，不自觉地就面露笑意。

郎木寺镇不大，也就一两条累计

长不足千米的柏油路，路两旁是各种

小店，最多见的是卖银器和佛事礼器

的店铺；而几乎所有铺面都有藏、汉、

英三种文字对照的店招。镇上有家小

邮局，在最醒目的橱窗里排列着从各

地寄往郎木寺的信件，由各人自行前

来拿取；还有一家小超市，曾见过两个

小姑娘拿起货架上的一包牛肉干，从

里面取出三小根，付过五毛钱后边吃

边走人。藏民、回民和各种肤色的背

包客，勾画出了小镇独特又和谐的人

文风景；而挂着铜铃的马队、肥硕的猪

牛闲庭信步般在街上游荡，更让人滋

生出一种回归自然的惊喜与感动。

同拉卜楞寺相比，这里更加宁静

恬然。十多年前由欧洲人最先发现

了它静谧质朴的美好，自此便有了

“东方小瑞士”的美誉。或许长路漫

漫的艰辛不易，阻挠了太多慕名追风

的脚步，因而也使郎木寺得以摆脱许

多俗世的纠缠喧嚣，始终安静地偏居

一隅，延续着它和蓝天靠得更近，也

就更加接近纯净的本质。

镇上有条宽不到两米，终日川流

不息的小河，据说最终汇入数百里外

的嘉陵江。也正是有了这被唤作“白

龙江”的神河，才有了今天藏传佛教

格鲁派最著名的寺院之一郎木寺。

带着儿子沿小溪一路前行，我们寻访

白龙江源头。只见在纳摩峡谷入口

处朝圣的哈达堆积如山，幢幢经幡在

山风中猎猎作响，许多藏人面朝刻有

经文的石碑磕长头膜拜，或者手捻佛

珠绕着玛尼堆念念有词。

踩着溪流中高高低低的石块，我

们在峡谷中漫步。两旁的青山葱郁

挺拔望不到尽头，山谷清幽空灵，鸟

鸣啾啾，溪水潺潺，丝毫不用费力就

能听到风吹、云过的声音。近旁的山

坡上数百只羊儿在吃草嬉戏——沙

沙沙，咩咩咩，好一个动静相宜和谐

有趣的森林氧吧呵！听当地人说总

共有一百多条水流从两边山涧涌出，

汇成白龙江，要是继续向前追溯它的

源头可以走上七天……忽然一声响

亮的呼哨从身后传来，一位身穿黝黑

藏袍的男子骑马涉水而来，溅起朵朵

沁凉的水花。随着他的哨音，羊群开

始骚动，全都像说好了似的往山谷外

进发回家。八岁的儿子就在这白羊

阵中手舞足蹈，乐不可支。

在格尔底寺售票处的小木屋里，

好客的喇嘛让出电视机给儿子打游

戏，而我就开始一次次的出发，在3600
米的海拔四处游走——攀上山坡看袅

袅炊烟从一个个屋顶升起，看雪花般

祈福的风马一片片腾空又落下；来来

回回反复丈量透着温情的小路，在每

一家银器店里逗留，和看店的云南阿

妹闲话家常，试戴各式的藏银耳环，找

寻心中的绿松石；在酥油灯闪烁的大

经堂里席地而坐，听沉如叹息却压根

没法听懂的诵经，屏息感受神明的光

辉；更在那个烟雾缭绕的清晨，骑马上

山，神情冷静地参观神秘的天葬台，并

于折返回程看到的第一座白塔前默默

转动经筒，祈求那一颗孤寂的灵魂没

有被惊扰，并终能解脱。

六、那片草原那些人
八月末，非常遗憾地错过了草原

上最美的季节，看不见五彩野花连缀

成的花海了，但就那些丛丛簇簇兀自

绽放的“单枝”，已经足以令人欣喜。

它们看上去是如此弱小纤细，却蕴藏

着强大的能量，金黄、雪白、火红，还有

梦幻紫，根本无法叫出这些花的名字，

但那浓烈的色彩，在高原炽热的阳光

下灿烂怒放的姿态，总是令人过目难

忘。不由得心生感慨：在甘南，路边的

野花不要采，真的是需很大定力的呀！

和儿子骑马来到草原纵深处 . 赶
马的姑娘央金采来了一大把野花交到

儿子手上，或许是花的美艳让小男孩

无所适从，他竟然微微地红了一小脸，

手势僵硬地接着，放在鼻下深深地嗅

一口，笑了。央金看出了小家伙的尴

尬，把花束插进马头的缰绳里，英武的

小白马看上去多了几分俏丽。这时，

比央金小 12岁的弟弟骑马赶来了，把

落在牧民家的一小袋文具取回来之

后，这个男孩安心了好多。他比我儿

子高两个年级，但身高骨架明显处在

劣势，看得我心里竟有些发酸。

草原空旷静谧，远处山坡上，牦

牛和羊群就像颗颗黑色、白色的珍

珠，倾洒在一袭碧绿的巨幅画布上。

氤氲在草的清香里，白云悠悠从头顶

掠过，真想就这样让时间停止，让自

己永远都停留在这里……也正是在

那一刻，我强烈地体验到了为什么

“喂马、劈柴”，“关心粮食和蔬菜”就

能成为一个幸福的人。

虽然甘南的游客不算多，但我还是

常常会为像我这样衣着光鲜“出手阔

绰”的外来者的冒昧造访感到羞惭，是

我们惊扰了他们原本简单宁静的生活。

那个清晨，山路上木板撞击地面发

出的啪啪声吸引了我，只见一个双手双

膝绑着木板的小姑娘正在一步一磕。

她一次次掌心向下全身俯在地上，然后

起身；再双手合十高举过头顶，到面前、

到胸口，再匍匐于地。这哪是磕头，分

明就是在用身体丈量土地！姑娘浑身

上下都灰蒙蒙的，尘土满面，微凸的前

额甚至有了淡淡血痕。有游客向她打

招呼问话，这位读初二的姑娘就会停

下，羞涩地笑着一一作答，然后一步不

差地继续她的“功课”。其实她很快乐

很满足，也并没有家中大人施加什么压

力，只是觉得放假有了空闲时间，就过

来磕磕长头，仅此而已。当我走远，还

能听见身后啪啪的木板撞击声，想到那

张满是尘土的脸，心里也总还是有点酸

酸涩涩的复杂。

草原上的藏民是善良淳朴的，生

活条件艰苦，但他们笑得灿烂。我们

迷恋他们生活的散淡惬意，而他们也

有着和我们程度相近的热切盼望

——向往城市的高楼繁华，渴望亲眼

看一看浦东和黄浦江。

在甘南草原整整停留了五天，感

受到的是一种简单的快乐纯粹的

美。“真不想再走了”这种白日梦般

的念头一直在我心里盘桓不去，躺

在草地上，凝望着浮云出神，我真的

愿意永远这样——面朝草原，春暖花

开！

七、天水，陌生却温暖
在甘南停留了五天，离开时有缘

得遇坛城。于是和远近赶来的藏民

一起捧着哈达端坐在大经堂里，恭候

向活佛敬献哈达、接受摩顶的一刻。

仪式完成，和儿子佩戴金刚结，

怀着幸福与不舍纠结复杂的情绪，我

们又上路了。来时一大包文具糖果

全如愿分送给了藏区可爱的孩子们，

现在感觉轻松了不少。也许是害怕

一个闪念会被这里的草原和蓝天牵

绊住前行的脚步，因而我们“走”得飞

快。13:00 从郎木寺

离开，包车到合作，

赶上 16:30 发往兰州

的最后一班大巴，20:
00 抵达兰州。是夜，

坐上 23:20 的特快火车，次日凌晨

3:30，星夜兼程终于到达天水！

看见站台上那高大熟悉的身

影，我长长吁出一口气：因为有亲

人的等待、家的召唤，我才有勇气

领儿子拉练般一鼓作气赶完这千

里长路呵！很有些凉意的深夜，挽着

先生搀着儿子走在一个全然陌生的

城市，内心却是异常的安心和温暖。

睡到自然醒，随先生四处转转，

在东道主为他们单独辟出的洗衣房

里，圆桌上的水果和两大包零食特别

显眼。先生说，这是医疗队的同事得

知儿子要来，特地给小家伙去买的。

真是太意外了！薯片、果冻、葡萄干、

酥饼，甚至还有口香糖！感觉已经在

外奔波了很久，骤然看见这些，竟有

种回到家的惊喜。儿子兴奋雀跃，狼

吞虎咽的模样，更让我从心底里感激

这些心思缜密的医学博士，他们让我

在这个陌生的城市，那么强烈地感受

到了家的温暖。

来天水，最向往的当然还是麦积

山石窟。难为先生暂时放下工作，陪

我们母子半日游兼做讲解。听他介

绍，麦积山属于秦岭山脉，山才一百

来米高，但形状奇特像个麦垛，因而

得名。石窟始建于公元 384 年，历经

十多个朝代的不断开凿修建和完善，

成为与敦煌、云岗和龙门齐名的中国

四大石窟之一。其内大量的泥塑作

品形态逼真，生活气息浓，艺术表现

手法达到了相当的高度，因此麦积山

石窟被后人誉为“东方塑像馆”。

进入麦积山景区，仿佛是被青山

抱个满怀，满眼葱翠，层峦叠嶂。正

是核桃丰收的季节，身手敏捷的当地

人攀爬上几十米高的枝丫，用细长的

竹竿上下左右地敲打着，树下就铺满

了一层青色的核桃。

走到路的尽头，就看到了那像极

麦垛般矗立的山丘，近两百座石窟

密密匝匝蜂房般布满整座山西南侧

的悬崖峭壁上，其间共计藏有历代

泥塑、石雕 7000 余件，壁画 1300 多平

方米。踏上凌空飞架的栈道，小心

翼翼地边走边看。一边是用网眼铁

门隔断，相隔千年光阴的泥塑佛像，

一边是悬崖下鲜活缤纷的世界……

我的心都揪了起来，真有“两股战

战，几欲先走”的冲动。就一直这么

心神紧张着走完栈道，终于又回到

地面，顿时心里踏实了下来。抬头

仰望那完全架设在山体外，并与之

垂直的栈道，让我依然心慌，不禁为

我国古代民间工匠战胜自然、敢于

艺术创造和创新的勇气深深折服。

尽管出于文物保护的考虑，许多

石窟都安装了大铁门，轻易不开启，

大多数游客只能透过网眼看个大

概。但众佛像面含笑靥、衣袂飘然，

俯身注视芸芸众生的温婉神情，总还

是让人平生出无限暖意。

八、寻秦记
掐指算来自己也算是跑过不少

地方的人，可从没有哪个城市能像西

安那样让我心潮澎湃，豪情满怀！

古城西安，在整个华夏历史中绝

对是一个重量级的地标城市，曾有

周、秦、汉、唐等十二个王朝先后在此

建都，留下了灿若星辰的文化艺术瑰

宝，其中被列为世界第八奇迹的秦始

皇兵马俑更是让西安成了世人皆知

的地方。才出西安火车站，迎面高耸

的城墙巍峨耸立，左右环顾望不到边

际，竟让我凝神屏气好一阵失语。抓

紧儿子的手，从半里深的城门下走

过，感觉是穿行在厚重的历史之中。

这是一个浩大繁华的城市。登上

位于市中心的钟楼远眺，南来北往的

车辆穿梭不息，像一串串永不停歇的

音符在花团锦簇间滚动流淌。道路四

周高楼林立商铺云集，处处彰显现代

化的气息。很自然的这里的天空有些

灰蒙蒙，我竭力想把视线投射到最远

的那一点，想寻找那没有鲜亮色彩重

新加以粉饰的原汁原味的长安！

走东线游兵马俑秦陵这条线时，

感触最为深刻。那方圆好几百公里

的山田沟壑下全部是秦始皇时期铸

造的地下宫殿，而兵马俑考古发掘出

土的三个坑，逾万件兵马俑战车等器

物也只是卫护始皇陵的一小组成部

分罢了。在考古发现原址上建造起

来的博物馆里，我和儿子紧随汹涌的

参观人潮，左奔右突好奇又懵懂地浏

览着。但见三个俑坑中的兵马俑全

都以实战军阵排列，有身披战袍手持

弓弩，担任前锋和警戒任务的武士

俑；有驻守在驷马战车旁，身披铠甲，

手执长兵器的陶俑；还有木制战车、

鞍马和骑兵俑组成的骑兵阵；甚至还

有作战指挥中心、战前占卜祷告胜利

的场所等等。听导游说，这些陶俑刚

出土时还都是色泽艳丽的彩俑，但一

离开恒定千年的温湿度环境之后，它

们迅速“凋零”只剩下了陶土的颜

色。于是出于文物保护和当代古迹

开发技术尚不成熟等原因，其他一些

坑位暂停挖掘，许多陶俑在出土之后

立即又披上厚厚的粘黏土进行保护

性封存……

在兵马俑博物馆里，我看见来自

世界各地，各年龄段的游客们，尽管

以俯瞰的角度在参观瞻仰，但他们的

脸上的惊奇和赞叹却是一览无遗！

据说古时候的长安要比如今的

西安整整大上五倍，因此那浩如烟海

的历史遗存就星罗棋布一般散布在

以西安为圆心向四周辐射的广阔区

域里。兵马俑、秦始皇陵、华清池、法

门寺、乾陵、骊山、大雁塔、钟楼鼓楼、

明城墙、陕西省历史博物馆，带着儿

子在西安住了四晚，每天按照计划的

旅游线路，也就南征北战基本跑全了

这些地方。

离开前一晚，大雁塔北广场给我

们留下了最愉快轻松的记忆。在这

个有亚洲最大音乐喷泉之称的广场

上，近千个带灯光的水喷随着旋律喷

出高低飞溅的水花，数千人在这巨大

的水池中踩水嬉戏。那一刻，最畅快

的大笑、尖叫和欢呼，和着《蓝色多瑙

河》的华美旋律，定格在了每个人记

忆的胶片上。

四天时间对于游西安来说只能

是看了个大概。西安秦砖汉瓦的丰

富厚重，建城 3000 年的璀璨荣光，现

如今新城区科技建设的日新月异，还

有西安人的热情爽直，羊肉泡馍、灌

汤包、肉夹馍的美味，这一切又岂是

三言两语尽能描述的呢？或许，在西

安遇到的人、经过的地方，都能找到

“秦”的踪迹；也可能，“寻秦记”将在

今后 N 次的西安行中一次次延续。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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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年龄的增长，骨质疏松成

为很多老年人不得不关注和面对的

一个健康问题。要知道，骨质疏松

容易导致骨折，进而使老年人的自

理能力下降、活动范围受限，生活品

质也随之下降。因此，为了老年人

健康快乐的晚年生活，预防骨质疏

松、正确补充钙质十分必要。

一、预防骨质疏松，钙得补起来
钙是人体含量最高的金属元

素，其中 99%的钙用于构建骨骼和

牙齿，剩余的则存于血液，有助血液

凝固、协助肌肉收缩等。

随着年龄的增加（约 35 岁以

后），人体的骨质本来就处于一个不

断流失的状态。当钙摄入不足时，

血钙水平下降，骨钙会被提取到血

液中以维持血钙的水平，如果这种

情况持续，骨骼便会因为失去过多

的钙而变得疏松、脆弱，甚至容易折

断。因此，补钙是预防骨质疏松的

重要环节。

二、补钙最佳途径——食补

补钙最好的方法是摄入含钙较

高的食物。奶类是优质膳食钙的主

要来源，奶类不仅含钙高，而且钙与

磷的比例适宜，还含有维生素 D、乳

糖、氨基酸等促进钙吸收的因子，吸

收利用率高，建议老年人每天喝

300 g鲜牛奶或相当量的奶制品。

除了奶类外，豆制品、海带、虾、

绿叶蔬菜、黑木耳、芝麻等天然含钙

高的食物也是补钙的不错选择。

另外，还需要摄取足够的维生

素 D 以促进钙的吸收，含维生素 D
的食物包括蛋黄、海鱼、动物肝脏

等。经常晒晒太阳也是获取维生素

D的重要途径。

三、喝骨头汤能补钙吗？
骨头汤补钙的效果很一般。猪

骨或鱼骨中的钙难溶于水，虽然随

着烹饪时间钙溶出量会有所增加，

但是相比于等量牛奶中的钙含量，

还是很低。而且骨头汤的营养价值

也较低，长时间加热的骨头汤中钙、

镁、铁等矿物质均有所损失。对于

老年人而言，骨头汤里溶解了大量

骨内脂肪，经常食用还可能引起其

他健康问题。

四、钙剂选择要慎重
如果日常饮食中的钙供给不足

以满足人体的需求时，可以选用钙

补充剂。钙剂选择需慎重考虑其钙

元素含量、安全性和有效性。不同

种类钙剂中，碳酸钙含钙量最高，吸

收率高，易溶于胃酸，但可能会导致

上腹不适和便秘等；枸橼酸钙含钙

量较低，但水溶性较好，胃肠道不良

反应小，且有可能减少肾结石的发

生，适用于胃酸缺乏和有肾结石风

险的患者。高钙血症和高钙尿症时

则应避免使用钙剂。

提醒大家，使用钙剂前，请咨询

专业的医生或营养师，并检查血钙

和尿钙，而且补充钙剂要适量，推荐

每天补充500~600mg。

老年人该如何补钙？

水Cool·2019乡村艺术季拉开帷幕

“变身”没有围墙的田园实验室

本报讯（通讯员 姚丹萍）近日，

作为市政府今年实事项目之一、被列

入金山首批试点的朱泾镇智慧健康

小屋正式启用。“只要刷一下身份证

或社保卡就可以测身高、体重、心率、

血压、体脂等健康指标，机器会自动

生成健康体征自助检测报告，并给出

详细的健康建议，真的很方便！”前来

体验智慧健康小屋的居民说道。

据介绍，朱泾镇智慧健康小屋位

于镇社区生活服务中心（金龙新街

519 号二楼），内有健康自检设备、体

质测试设备、“健康云”机器等多种智

能化设施设备，为居民提供实时、多

样、智能化的健康服务。作为“医体

结合”的创新之举，在体质测试区，居

民们根据系统语音提示，完成肺活

量、握力、闭眼单脚站立、坐位体前屈

等体质检测，最终得到一份体质测定

报告，报告还包含关于运动锻炼的干

预建议。健康检测、评估、干预“三位

一体”的服务，有助于提升居民自我

健康管理的能力。智慧健康小屋内

的“健康云”机器，相当于上海市卫健

委的“健康云APP”线下版，无论是通

过这一机器，还是通过手机 APP 端，

居民们都可以进行预约挂号、健康档

案、智慧接种等多项医疗服务。

朱泾镇智慧健康小屋开放时间

为周一至周日上午 8：30 至 11:00，下
午 13:00 至 16:30（双 休 日 仅 限 上

午）。为让智慧健康小屋更好地服务

居民，现场专门安排工作人员、志愿

者进行引导。

朱泾智慧健康小屋正式启用

“家门口”体验智慧医疗服务

今日晴，最高温度 19℃，最

低温度 14℃，东南风 3—5 级；明

日晴，最高温度 21℃，最低温度

16℃。

近期冷空气活动比较频繁，

气温起伏较大，好在白天最高气

温有所回升，明日白天的最高气

温又将回升到“2”字头。不过 17
日夜里至 18 日还有次强冷空气

过程，届时气温将明显下降。请

市民根据气温变化，及时增减衣

物。

近期气温起伏大
增减衣物要及时

本报讯 11 月 17 日，

2019 浙沪乡村半程马拉

松赛即将开跑。为确保

2019 年浙沪乡村半程马

拉松赛安全顺利举行，区

政府决定于当天 7 时至

12 时，对本区部分道路、

区域采取如下临时交通

管制措施：漕廊公路（廊

平公路至朱平公路）路段

双向封闭；朱平公路（景

邱路至浙江界）路段双向

封闭；山塘中心路（漕廊

公路至浙江界山塘桥）全

线封闭；廊华路（景邱路

至山塘中心路）全线封

闭。

届时，公安交通管理

部门将视情况提前或推

迟交通管制时间，扩大或

缩小交通管制范围。此

外，乘坐公共交通出行的

市民需注意，交通管制期

间廊下一路、廊下二路、

廊下三路停运，莲廊专线

始发站调整至廊下农贸

市场，当天下午，涉及公

交线路恢复正常，请市民

事先安排好出行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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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 陈杰）多人

集体绘画创作、儿童现场书法教

学、油画创作、水晶球表演……近

日，随着阵阵稻花香，伴着暖暖秋

日阳，漕泾镇水 Cool · 2019 乡村艺

术季之田园实验在水库村五组稻田

拉开帷幕。

本次的主题是“田园实验”，田

园实验由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

学院董楠楠副教授发起，已经连续

在上海开展 3 年，通过高校、村镇与

广泛的社会资源全面链接合作，以

临时性场地和在地化建造技术，导

入特色化的艺术活动与文化体验，

旨在促进城乡人群与社会资源之间

的交流互动，增强当地乡村未来发

展机会。

在田园实验区域，艺术家们用

了 1000 根竹子、100 套脚手架装置，

在 10 米乘 10 米的稻田制造空间场

景。在根根树立的竹竿中，孩子们

与现场观众分别在稻田中和藕遇公

园里进行现场书法教学和绘画创

作，预示着此次田园实验的开始。

而主舞台中央的大幅油画，由著名

画家林加冰伴随着悠扬的钢琴声现

场创作完成。活动最后，还有精彩

的水晶球、hang drum（手碟）、龙棍

和武幻双环组合而成的杂耍串烧。

于此同时，现场还有多名艺术家带

来的田园实验创作大笔书法、充气

装置《水·酷》等展出。

活动当天还举办了稻田集市，这

次集市销售的农产品大多是当地合

作社和农民自产自销的大米和蜜桔，

吸引了不少游客驻足购买。

据悉，整个艺术季活动将持续

到 12 月底，在这期间艺术文化活动

接连不断，有乡村振兴论坛、植物科

普、儿童小小乡村设计师、艺术讲座

等。除了活动，艺术季期间的艺术

装置也是一大特色亮点，由同济大

学专业团队和相关国内外艺术家设

计，有从水库本身特点出发设计的

《水中之鱼》，有展现人与水岸田野

风光融合的《人—原野》等作品。同

时，在艺术季期间，尚品书院将会举

办定期驻地创作和工作坊活动，市

民可以现场与艺术家直接对话交

流，并亲身体验艺术创作的魅力。

小朋友在欣赏田园创意画小朋友在欣赏田园创意画 记者记者 庄毅庄毅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