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农事丰盈

■ 王太生

我是一个在城里长大的孩子，从
前的城池有油菜花粉的传播， 豆荚的
清香，弥漫着农耕气息。年幼时常去乡
下， 从此便对那些野径疏篱， 粗蔬细
苇，小屋炊烟，甚至是田地里散发出来
的泥土味道，感到亲切。 乡村世界，天
地广袤，器物温柔，农事丰盈。

那时我喜欢看农人扶犁而耕，那
些被春雨浇灌过的土地开始苏醒，变
得柔软。牛在前面走着，犁铧在田地中
哗哗翻出一道口子，土膏泛着青光。一
只大鸟，立于细绳田埂，站在不远处。

闲观农事，人在乡村是客，却觉得
它们一件件，在季节里渐次饱满清晰，
棱角分明。

插秧， 是一件让人内心丰盈的事
情。正所谓，云在青天，水在瓶。水田漠
漠，波平如鉴，青秧在田，天光云影。鸟
在空中飞，人站于田中，一棵秧、一棵
秧地栽插，身子向后退着，这样的情形
很美。

稻田放水，地气涌动，声响喧哗。
农人扛大锹，背影如雕塑伫立，掀开土
坝含草根软泥， 水便如绸缎般一跃而
过，顺着渠潺潺而流，稻田便有了一片
汩汩田水声。 一位家在乡村的朋友，向
我描述“开秧门”的情景。 那些被灌入

清凉之水的田地，硬土成膏泥，睡了一
冬天懒觉的小虫子纷纷爬出草丛或洞
穴，落荒而逃。 于是，密密麻麻的鸟也
在天空舞动、蹁跹，争先恐后，啄虫而
食。 到了插田的日子，扯头手秧叫开秧
门， 要放鞭炮庆贺。 人会送茶酒到田
头，分吃蛋、饼、包子。 乡亲们哼唱着秧
歌，脸上满是神圣与庄严，手上撒下的
是一季的希冀与憧憬。

采茶也是一件能让人内心安静
的事。 采茶很辛苦，一大早擦着露水
上山 ，带上准备好的午饭和水 ，一个
人一天也不过能摘几斤。 朋友邀我上
山采茶，说摘下的茶叶可以拿到村上
店中炒干，归己。 我人还没去，已是心
生向往。

罱河泥，也曾是经典农事。罱上来
的淤泥，曾是过去农家的有机肥。我喜
欢看农人撑一条大水泥船到河心去罱
河泥， 看那河中微妙的变化———罱河
泥的竹具搅动了一河清水， 河中生泥
烟，逶迤磅礴，若游龙走兽，罱河泥便
也成了一件有翰墨清趣的事情。当然，
那些河泥被弄上岸后， 不仅可充当肥
料，还是做砖坯的上好材料。河泥做成
砖坯后，在土窑中高温燃烧，飘过一缕
狼烟，成为村民砌房建屋的青砖。

浅夏时节，在乡下看农人踮起脚
尖采摘果子，让人心怀欢喜。 我曾在

乡下摘过棉花 。 棉桃雪白是那么可
爱 ，由内而外地炸开 。 摘棉花的人 ，
站在密匝匝的棉田中 ， 看那一颗颗
雪白的棉桃 ， 心中想必都是有着感
动的。

我还要向那些朴素老农致敬。 在
乡下，76 岁的周大爷，一边揩汗，一边
向我介绍琐碎而细微的事情。 播种为
农事之首，春播在惊蛰后，这时候虔诚
的老农要燃一炷香， 供奉田头， 才下
犁。 麦子黄熟时，用镰刀收割，将几束
子合起来，用草腰子捆扎，拉到麦场。
传统的打碾是在晴天将麦子解捆，头
尾相接， 一排排铺在场上。 晒至正午
时，用牛、马、骡、驴拉石磙子；待麦粒
脱壳，用木杈将无籽的麦秆挑出，将剩
余的薄厚铺匀，再一圈圈转打，麦子与
麦壳混合集中成堆；待有风时，用木锨
借风力，将麦子扬出。

“麦子是土地上最优美、 最典雅
的、最令人动情的庄稼……到了六月，
农民抢在雷雨之前，把麦田搬走。 ”播
种是抒情优美的农事， 收割是深情获
得的农事。 翻阅 《齐民要术》《陈敷农
书》等古代农书，一部部泛黄纸页所记
录的文字，朴素而深情。 透过文字，仿
佛看到一簇簇豆苗摇曳的远古大地，
更觉禾稼尽观，农事丰盈。

黄山奇松

■ 何振亚

“登黄山天下无山， 黄山奇松冠天下”。 “奇
松”，是黄山“四绝”之首。

在这神奇山崖坡谷土石上，千峰松立，万壑松
封，松涛澎湃，遍山皆松，素有“黄山为天下奇松数
株最多之山”和“黄山无树非松、无松不奇”的赞
誉。清朝的雁黄布衣曾多次游览黄山，满怀激情歌
颂黄山松，按众多奇异之松的特点，创作了《黄山
百松歌》。 当代画家朱峰曾在黄山历辛十余年，迎
着狂风暴雨，顶着漫天飞雪，登绝顶、临险壑、寻找
奇松，细微写生，描绘了《黄山百松图》，艺术大师
刘海粟为其画册出版题写：“更铺万丈鹅溪绢，遍
写黄山万壑松。 ”

黄山松形状奇异。 万顷青松，千姿百态，刚毅
挺拔，形态各异，有虬枝如龙盘柱，有顶枝扁平如
经人工整修；有冠形像伞，有尖状像剑；有群株合
聚密集，宛如遮荫凉棚；有枝叶随风飘柔，宛如少
女轻盈起舞；有低低生长谷涧，无声无臭，甘心平
凡；有高高屹立峰巅，战胜风险，顶天立地；有的形
似振翅欲飞的雄鹰，有的状像猛虎出山；有秀美蓬
枝形如凤凰开屏，有蜿蜒石壁状似苍龙卧坡，真是
无奇不有。 更有奇形巧合者， 还流传着美妙的典
故，“梦笔生花” 就是其中一例： 在黄山北海宾馆
前，一石挺出，平空耸立，下圆上尖，像一支书法家
的“斗笔”，峰顶尖石缝中，长着一株奇巧古松，盘
旋曲折，深茵一团，好像盛开的鲜花。据说，明代有
一位姓花的秀才京城御考落榜后，来黄山游览，消
愁解梦。 他来到此处，久久不肯离去，仰视，想象，
沉思，见此似笔之石，见笔尖如鲜花盛开的奇松，
赞不绝口，突如梦中猛醒，朝天自问自答：“石笔犹
能生花，余花何不能开？ 毅坚其志，花必开焉！ ”于
是，他朝石笔奇松三拜，留下誓言，下山而去。第二
年，他果真考上了状元。 “梦笔生花”也由此得名。
多少年来，游客至此，观察奇形，津津乐道，甚至也
有三拜者。

黄山松性格奇特。 三十年前， 我第一次登黄
山，导游向我介绍了黄山松的特性。黄山松是中国
华东高山寒空峰石嶙峋松属一种，尤能抗低温、顶
台风，性格顽强，不怕冰劈雪蚀。其形多样，寿命久
长，特别适应地壳环境，尤耐贫瘠，其根系善于坚
强穿透岩层石缝吸收营养，竟枝繁叶茂而生存。它
凭借风力和飞禽走兽传播种子，在坎坷坡谷、峭壁
悬崖，只要有一抔泥土就能扎根发芽。黄山常年多
云多雾，四季空气潮湿，岩石和土壤含水量重，这
就滋润了土石缝中大大小小的各异奇松。 清代著
名游客潘来曾登黄山实地考察，在《黄山绝异》中
写下了黄山松凭“云雾之气，日露之精”而生长的
名句。 正是如此，黄山松得天独厚，适应了特殊环
境，形成了傲骨天生、刚毅顽强的奇特性格，海内
外游客赞其为“劲松”“傲世奇松”。

黄山松象征奇伟。汉末会稽太守陈业，酷慕黄
山松，隐居黄山，他是古代知名人士在黄山定居的
第一人，晚年曾自称“黄山不老松”。 古往今来，黄
山松象征“高寿”，中华历有“寿比南山”“寿比黄山
松”的说法。 黄山松经受冰川洗礼，强劲地生长在
八百至一千八百米的高山上，它的根能穿石而下，
绕石而过，钻缝而扎根，坚韧不拔，给人们奋发上
进的意志和力量，象征着“顽强”“奋进”。 当今，人
们正以“黄山松精神”，同心实现中国梦。

布谷鸟的春天

■ 吴鲜

人间四月天，无疑是大美的。清
晨， 我半躺在床上， 静听窗外的鸟
声。 鸟声清越，鸟声一地，鸟声从未
苍老。

好像是缺了一点什么，是什么
呢？ 在这个暮春时节，亮晶晶的早
晨里 ，我翻身下床走向阳台 ，推开
窗，努力去回忆，去寻找。 忽地，仿
佛从远方传来一阵紧似一阵熟悉
的鸣叫之声：“刮锅，刮锅，割麦，插
禾。 ”这就对了，是布谷鸟的叫声。
布谷鸟的春天哟！ 姗姗来迟焉！ 你
再不来 ，春天就要结束了 ，我在心
中暗暗念叨。

布谷鸟，在我的家乡桐城，人们
大多习惯地称之为刮锅鸟。 关于这
一名称的来历，由于传承久远，业已
无从考证。 反正打我记事时起，爷
爷，奶奶，父亲，母亲，乡人们，包括
我们一帮半拉不大的孩子们都是这
么叫的。 但其实，这么多年以来，我
一直都是只闻其声，却未见其身，真
是一种神奇的鸟！

早些年，在乡间，布谷鸟的叫声
充斥着我整个童年时代乃至少年时
光。奶奶对于布谷鸟的叫声提醒，是
在她寄予厚望的菜园地里。割麦，插
禾，这在乡间都是很繁重的体力活。
在奶奶的心中， 她要伺弄好她的菜
园地， 以保证一大家子人一日三餐
菜蔬的充足供给。而在爷爷的眼里，
布谷鸟的叫声是一种提醒： 莫误农
时，一年之计在于春，春种一粒粟，
秋收万颗子。 他说，刮锅鸟一叫，春
耕农忙就要开始了。

麦地里、田野间、山坡上，在这
个暮春时节， 时不时会从不同的地
方传来布谷鸟叫声，一声，两声，声
声不歇。我曾认真地问爷爷，刮锅鸟
一天到晚就这么一直叫着， 它不累
呀？谁说它不累？奶奶接过爷爷的话
茬：刮锅鸟是神鸟呢，你们可不许伤
害它们。在奶奶的心中，布谷鸟的叫
声就是一份深藏于天地间的性灵：
一种叫做生命春天的成长， 繁衍生
息，荫被子孙。 劝君莫打枝头鸟，子
在巢中盼母归。 爷爷也好， 奶奶也
好，他（她）们都是这片土地之上勤

劳质朴淳厚善良的人们！
直到多年之后， 我才深深地懂

得了一个既浅显又深奥的道理：仓
廪实而知礼节。布谷鸟的春天，从某
种意义上来说， 是带有一份使命担
当的：唤醒春天，唤醒大地，唤醒农
人，莫误农时。 布谷鸟的春天，就是
我的生命春天， 它伴随着我的一路
成长。 时至今日，我已人到中年，但
一日都不敢懈怠。 每一个大美而鲜
活的春天到来之际，心生梦想，怀揣
希望，奋勇前行。

我静静地听，布谷鸟的叫声。布
谷鸟的春天，从春天里启航，驶向生
命的远方。 沿途有风雨，有阳光，沿
途历经磨难，也风光无限。布谷鸟的
叫声， 我无比熟稔。 这是乡愁的记
忆，更是成长的记忆。 声声息息中，
我们长大，离开家乡，行走远方，扎
根泥土，岁月芬芳。

走在春天里，在不经意间，总会
有那么一些美好会唤醒我们久违的
记忆。 比如， 在这美丽的人间四月
天，在这个亮晶晶的暮春早晨，我忽
被一阵紧似一阵的“乡音”所惊醒。

我是一个在乡间长大的孩子
呀！ 可不敢偷懒。 该岀发了，走进原
野，走向希望，走进春天。 布谷鸟的
春天，亦是我生命成长的春天。一路
行来， 从乡村到城市， 从城市到乡
村，乡间鸟鸣，城市鸟声，布谷声声
里，声声脆脆中，“刮锅，刮锅，割麦，
插禾” 的一路提醒， 始终都在警示
我：劳动创造美好生活！幸福都是奋
斗岀来的！

怪不得世人都说， 布谷鸟是一
种神奇的鸟，它一叫，春天就鲜活开
来，灵动开去。大地之上，世人心中，
仿佛只是在那么一瞬间， 都背负上
了一种使命与担当：莫负春光，未来
可期。 从无边美好的春天里一路走
来，从儿时难忘的记忆中一路走来，
始终都有那么的一种鸟声清越，就
叫做布谷鸟的叫声， 始终都会那么
的一份大美春天， 就叫做布谷鸟的
春天。

布谷鸟的春天，声声息息，生生
不息。这又是一个多么美好的春天！
将之视为， 我和鸟儿们共同拥有的
大美鲜活而又奋进有为的春天！

现实数据与“心灵数据”

■ 刘振

最近，一位作家谈到自己新近
出版的一部关于空巢老人的非虚

构作品时，说到这部作品有两个版
本， 第一个版本有大量现实数据，
而第二个版本则舍弃了很多数据，
因为他觉得“以文学的名义展开的
非虚构写作 ，更应当给出人的 ‘心
灵数据’”。 细细想来，这句话颇耐
人寻味。

以现实为描摹对象的非虚构作

品，往往和新闻报道一样，讲求“用
数据说话”，认为这样才真实、准确、
有力， 这几乎成为一条不言自明也
不容置疑的定律。但是，这位作家却
反其道而行之， 舍弃别人觉得最有
说服力的数据， 直接进入一位位空
巢老人的生活， 用大量的细节、话
语、动作，铺陈出他们的生活情境、
情绪感受与所思所想。所谓“心灵数
据”，正是这样一种独特、个性化、有
血有肉、真实而有痛感的生存体验，
也是数据无法体现、 算法无法穷尽
的心灵空间。

其实， 文学关注个人、 关怀心
灵，向来如此，所谓“心灵数据”也只
是对应现实数据的一种说法， 本质
上并无新意。作家之所以刻意提出，
意在重申大数据时代， 文学守护个
体内在价值与独特性的作用， 让个
体不被整体的数据所湮没， 让个性
不被冷冰冰的数字所代替。事实上，
人们关注某个社会问题或社会群

体， 首先是被推己及人的感受所唤
醒，被共通的情感经验所感动，并非
被精准的数据所俘获。一张“春运母
亲”的照片让人瞬间泪目，一张“霜
花男孩” 的照片唤起人们的怜悯同
情， 恰恰是这些无法被数字化的细
节更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达到数
据所无法达到的效果。同样，文学的
职责与意义，正在于此。

从另一个角度说， 今日中国变
化之急遽，不要说三年五载，即使是
今年和去年都有很大不同， 曾经有
效的数据会迅速失效。而千载之下，
人性不变，那些“心灵数据”会超越
时空界限， 引发一代又一代人的共
鸣。如果说，对一部非虚构作品的要
求是真实、准确，那么在数据性的真
实、准确之上，文学还能够抽象出某
种更为持久、 更具普遍价值的真实
和准确。 数据能够呈现空巢老人的
数量和分布， 但无法呈现他们内心
的孤独。 数据可以为一个人的日常
“画像”， 但这幅有形而无神的 “画
像”很难代表真实自我。数据对于社
会问题研究的确有着重大作用，但
数据有着不能及之处， 就在这些不
能及之处，文学可能出场、出声并且
出彩。

当然，现实数据与“心灵数据”
并不是相悖的，运用得当，可以相辅
相成。 这位作家之所以舍弃现实数
据而专注于“心灵数据”，有题材上
的考量， 人性化的题材更需要人性
化的呈现方式，但从更宏大、更根本
的意义上来说， 他是以看似违背潮
流的选择来推动非虚构写作回归本

心，也是在呼唤文学“在数据之外直
抵人心”。 非虚构写作可以利用数
据，但更应该穿透现实数据的表象，
写出令人震颤的“心灵数据”，绘出
物质生活之外的一方精神家园。 身
处大数据时代，或许这样的“心灵数
据”更为珍贵、更为难得，致力于“心
灵数据”的写作更加富有个性，更能
常写常新、生生不息。

■ 叶炎

上世纪 80 年代中期， 我从野战部队
考入当时的解放军西安政治学院（现国防
大学政法学院）。 学院自成立至今，有条不
成文的校规，所有学员在毕业前夕，都要
到延安现场教学，开启“寻根之旅”，接受
革命传统教育洗礼，让党的红色基因代代
相传。

那一年，大学毕业前夕，我和同学们
一起，奔向心中向往已久的革命圣地。

当时延安还没通高速公路，更没有高
铁，我们这一届学员近千人，分成几批，自
带背包行囊，在西北高原上，十几辆军车
组成的车队，一路颠簸、一路风尘，一路高
歌、一路向北，经过近一天的行军，黄昏时
分终于到达延安。

学院在延安有自己的教育基地，也就
是一排排窑洞，一孔挨着一孔，跟电影里
一样一样的。 里面是大通铺，一个班七八
个人住一孔。 自参军入伍后，平时住营房，
野营拉练住兵站、住帐篷、住民宅，最困难
的时候就是参加边境自卫反击战，住荒郊
野外、住猫儿洞。 住窑洞，对我来说是大姑
娘上花轿———头一回，新鲜又好奇。

十二天的现场教学，主要内容是专题
讲座、参观革命旧址、瞻仰烈士陵园、请老
红军讲传统、家访座谈、在延水河畔开篝
火晚会等教学活动。 学院精心安排的专题

讲座，主题突出，内容丰富，旁征博引，妙
趣横生。 《伟大而平凡的战士张思德》《伟
大的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继承发扬延
安精神》《沿着烈士足迹前进》四个专题讲
座扣人心弦，《延安岁月》《圣地沉思》等系
列教材和《怀念您啊，延安》《永恒的精神》
等教学录像片至今还印刻在我的脑海里。

在延安革命纪念馆，一张张珍贵的历
史照片，一件件珍贵的历史遗存，让我们
仿佛回到了七八十年前的峥嵘岁月。 1935
年至 1948 年，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 周恩
来、朱德、刘少奇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
家在这里坐阵指挥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
十三年峥嵘岁月，共产党由小到大、由弱
到强，从低谷走向高峰。

杨家岭、枣园都是毛主席当年在延安
居住的地方。 老人家在这里写有《中国革
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在延
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等许多重要文
章。 党的六届七中全会在此召开，通过了
《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党的七大也
在此召开， 毛主席在大会开幕词中强调
“我们应该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全心全
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 在闭幕式上发表
了《愚公移山》的讲话，号召全党“下定决
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凤凰山、宝塔山、清凉山三山鼎峙，周
围有众多革命旧址，我们逐一参观了抗日
军政大学、鲁迅艺术文学院、延安保育院

等红色教育旧址，眼前仿佛重现延安时期
的情景，来自五湖四海的革命青年和有识
之士，高唱着“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
民族优秀的子孙……”，以“只要还有一口
气，爬也要爬到延安城”的毅力，冒着生命
危险长途跋涉奔向延安，就是因为延安窑
洞里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有马克思
主义和革命必胜的坚定理想信念，有中华
民族前进的方向。

在延安，我们更加深切感受到，我们
党的历史是一部历经沧桑、 曲折坎坷、波
澜壮阔的奋斗史。 面对数倍于我党的国民
党军队和外国侵略者，毛泽东提出“一切
反动派都是纸老虎。 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
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 面对国民党
围堵封锁，我党一手拿枪、一手拿锄，在延
安南泥湾开展生产自救运动，艰苦奋斗的
创业精神被誉为“南泥湾精神”，成为教育
全国人民发扬艰苦奋斗光荣传统的宝贵
精神财富。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 当下，我们正
经历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党的十九届五
中全会指出，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绝
不是一时一事、一域一国之变，而是世界
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 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大力弘扬延安精神，告诫
全党要深刻认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
带来的新特征新要求，深刻认识错综复杂
的国际环境带来的新矛盾新挑战，沉着应

对，科学决策。 中国的发展，让世界为之瞩
目。 紧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紧贴思
想政治建设实际，紧盯社会大众的精神需
求，紧扣时代脉搏，让革命传统永葆生机，
让延安精神薪火相传，这正是延安革命传
统教学深受欢迎的重要原因，也是让革命
传统在创新发展中永葆生机的必然要求。

巍巍宝塔山，滚滚延河水。 延安是革
命圣地， 是我们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她
孕育了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延
安精神。 站在“两个一百年”的历史交汇
点 ， “要继续从延安精神中汲取力量 ”。
“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 解放思想实事求
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
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
习近平总书记的谆谆教诲激励着我们不
断前行。

“几回回梦里回延安，双手搂定宝塔
山。 ”三十多年过去了，延安精神一直感召
着我，激励着我。

一次延安行，一生延安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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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回延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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