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之信仰
■ 潘玉毅

说起山， 人们的第一反应是青色的，不
然何以有“青山”一词？ 然详加思索，人们又
觉得山应该是墨黑色的，前人笔下，类似“青
山如黛远村东，嫩绿长溪柳絮风”的句子数
不胜数。 而井冈山与人们印象里的山都不
同，它是红色的，缘出有二：其一，山上最美
的杜鹃花是红色的；其二，与山相关的精神
是红色的。

井冈山的杜鹃花花期很长，可以从四月
一直绵延到六月， 这在其他地方是不多见
的。更令人称奇的是，此间的杜鹃花盛开时，
有红、黄、白、紫多种颜色，各有各的好看。暖
风吹过，杜鹃花一朵接一朵、一片接一片地
竞相开放，姹紫嫣红，争奇斗艳。

井冈山上，每一种颜色的杜鹃花盛开时
都是一样的美丽，但美得最惊心动魄的还是
红色杜鹃。那红色的花儿，是燃烧的火焰，是

奔放的热情， 更是人心头那股不屈的意志。
无论处境如何艰难， 无论摔多少个跟头，留
下多少伤痕，有的人依然坚挺着傲骨，保持
着前行的动力，杜鹃之红艳，便与之相类。故
而其形其神，让人看过之后难以忘怀。

当春风绿遍山原， 当细雨浇透大地，一
株株杜鹃花顺着崇山峻岭开满山坡。山花烂
漫，落入人眼中，不只好看，更是壮观。 壮观
之外，还有一种令人动容的风姿。 且不说别
的，单那笔架山上十里杜鹃长廊，就足以叫
人叹为观止、流连忘返。满山杜鹃集生成林，
山与杜鹃、杜鹃与山，已然不可分。 那情状，
分明整座山都已长成了一株硕大的杜鹃，就
像星星之火成了燎原之势。

人在提到井冈山的时候，多半会忆及那
段风起云涌的岁月。 不独是我，井冈山于很
多人而言，都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它不
仅仅是一座山，更是一种精神的象征。

1927 年 10 月，毛泽东率领队伍抵达兰

花坪茨坪，把革命红旗插上了地处湘赣边境
的井冈山。次年 4 月，朱德、陈毅率南昌起义
余部与毛泽东会师，两军合并一处，计万余
人，改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此后数年，
在毛泽东、朱德的领导下，中国工农红军在
井冈山创建革命根据地，开展艰苦卓绝的革
命斗争，最终凭借着“坚定信念，艰苦奋斗；
实事求是，敢闯新路；依靠群众，勇于胜利”
二十四字为主要内容的“井冈山精神”，开辟
了中国革命的新道路。

而今， 这一切都被记录在井冈山革命博
物馆里，被记录在小学、中学、大学的历史教
科书中，人们读到它就会想起井冈山，对其心
生向往。每次，当我们温习完这一段段数十年
前发生的往事，再去看山时，山还是当年的那
座山，山上的树还是当年的那片树，但山之巍
峨、树之挺拔，在我们心中已然发生了变化。

人间的山峦，几经沧海，与千百年前相
比，除了高低，并无不同。 可是一旦有了人

迹，它就拥有不一样的意义。 老一辈无产阶
级革命家以及无数的红军战士，以井冈山为
根据地，开展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并与反
动派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 进而凝成了
“井冈山精神”。随着时间的推移，“井冈山精
神”成为无产阶级革命者的信仰，也成了一
座山、一个时代的信仰。

足迹所至，井冈山上，古木参天，花繁叶
茂。人在观览的时候，双目化足，循着杜鹃身
影，循着前人行踪，一步一停，满怀景仰。 山
上的草木山石似通人语，言说着四时的雨雪
风霜，就像一名资深导游，告诉你曾经的花
怎样开起又怎样落下，告诉你此间百姓的生
活发生了怎样天翻地覆的变化。

或许，于井冈山而言，草木如人，春开冬
落，亦不过是过客一名。但生在此间、行至此
间，草木也好、人也好，所得所悟，皆是一种
精神的烛照。 “井冈山精神”永存，一如山之
信仰，亘古不变，不老，不移。

别被“知识胶囊”
惯坏了阅读胃口

■ 周慧虹

对于热爱阅读的人来说， 现今的阅读环境实在是太便利。
想读什么书、想要怎么读，皆可自由选择。 除了传统纸质书，只
要读者乐意，还有大量资源供作读图、听书、看视频等。其中，一
些对于经典作品的浓缩式解读在当下非常流行，三分钟解读一
部电影、五分钟讲完一本名著……各种各样的“知识胶囊”随手
可得。

对于此类“知识胶囊”，有的人嗤之以鼻、敬而远之，可也有
人甘之若怡、欲罢不能。究竟应该如何看待“知识胶囊”，仁者见
仁，智者见智。

不可否认，品尝“知识胶囊”有其积极的一面。毕竟，现代人
工作生活繁忙，时间精力日益成为稀缺品，很多人想要阅读，但
常常力不从心。这种情况下，适时来一粒“知识胶囊”，倒也算不
得什么坏事。 毕竟，它省时省力，有助于利用碎片化时间，最高
效汲取书籍营养。

还有一种情况， 有些人尽管习惯于传统的沉浸式阅读方
式，自身也有很强的阅读定力，然而有些时候，鉴于阅读内容超
出了其思想认知范围，需要向外界寻求相应的阅读指导。抑或，
自己读罢之后还想了解一下其他人的观点，因此通过寻求高品
质的“知识胶囊”补充、平衡知识养分，的确有其积极意义。

凡事皆需有度。现实中存在的问题是，有些人过分迷恋“知
识胶囊”，一方面把“知识胶囊”当作自己的阅读正餐，遇到想要
了解的真知识领域，第一反应便是找寻相应的“知识胶囊”，期
待阅读速成，习惯于走阅读捷径；另一方面，对“知识胶囊”深信
不疑，缺少自己的思考和思想，甚至错认为服用“知识胶囊”后
获得的那点儿认知，便是自己思考的结果。

一个人对于“知识胶囊”若是依赖到如此程度，恐怕会适得
其反。它很大程度上会惯坏一个人阅读的胃口，使之思考力、想
像力在持久的驯化之后，丧失应有的活力与野性。更糟糕的是，
有的人因此养成了一种从“知识胶囊”中寻找标准答案的思维
惯性，原本丰富的文本一次次被整成扁平化的误读。 对于一些
人对于“知识胶囊”的过度迷恋，哈佛大学伯克曼互联网与社会
中心研究员戴维·温伯格博士认为：“似乎只要服用了就掌控了
知识，等着被喂养并不是一种获取知识的好方法，真正的求知
之旅必然包含提问，包含挑战，而不是将知识视为关于世界无
可置疑的真理。 知识永远承诺开放，而非封闭。 ”

“知识胶囊”面前，读者应保持应有的理性。时间、精力不充
足的条件下想要快速了解某个领域的知识， 或是想要补充、延
展自我思考的深度与广度时，选择一、两粒优质“知识胶囊”为
我所用，未尝不可。只是，无论如何不能本末倒置，不能把“知识
胶囊”当作自己日常阅读的主体乃至全部。

必须指出的是， 碎片化
阅读时代， 读者很有必要努
力练就处理信息的能力。 只
有自己处理信息的能力不断

提升了，对于“知识胶囊”的
用法、用量，也自然能有较好
的把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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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的坚守
■ 马俊杰

父亲生于 1934 年，因家里穷，十一二岁
起就给地主家扛长工放牛，一天挣一个黑面
馍馍。 1949 年 9 月的一天，家乡甘肃省玉门
县迎来了和平解放酒泉城后挥师西进的解
放军， 刚刚 15 岁的父亲听大人说部队能吃
饱饭，就扔下牛鞭参了军。 次年 3 月,父亲随
部队转战西南，参加了广西剿匪战役，后整
编入中国人民志愿军 39 军赴朝鲜参战。 回
国后，先后在西安、兰州部队工作，还参加了
甘南剿匪战役。因病重的奶奶日夜思念十年
未见面的小儿子， 在一封封家书的催促下，
父亲于 1959 年底带着满身伤病转业， 依依
不舍地离开了部队，放弃了组织上在兰州安
排的工作回到老家，在黄土地上默默耕耘了

一辈子。
我家有六个孩子， 一直是生产队最穷

的，包产到户后日子才渐渐好起来。 父亲不
让我们和别家孩子比吃穿，只对学习要求严
格，说只有学到知识，才能做一个对国家和
社会有用的人。

父亲一辈子都对部队怀有深厚感情，我
们兄弟三个到了十八岁都去验过兵，最后二
哥如愿入伍，在新疆守卫边境线 13 年。

还记得去年 10 月 23 日那天，纪念中国
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 70 周年大会
在北京召开，老早就期盼这一天的父亲从头
看到尾盯着电视看，双目炯亮，情绪亢奋，眼
睛里闪现出激情燃烧的岁月里才有的那种
光芒。当白发苍苍的老战士代表们蹒跚步入
会场时，父亲激动地站了起来，情不自已地

想要去和战友们拥抱，转而又面露无法如愿
的落寞神情。 眼花耳背的父亲，仔仔细细地
看，一字不落地听，直到电视节目结束。

这些日子，每每看见电视里庆祝中国共
产党成立 100 周年系列活动的新闻，年近九
旬的父亲时而久久凝视画面沉默不语， 时而
一个人自说自话地打着手势唱 “雄赳赳气昂
昂，跨过鸭绿江……”我知道，他又沉浸在战
火纷飞的回忆里，又想念那些牺牲的战友了。

70 年前的那个沉沉黑夜， 当父亲与战
友们背着行李和干粮， 义无反顾跨过鸭绿
江的时候，心里只有一个念头 ：听党指挥 ，
保家卫国。 与父亲同期入朝参战的玉门籍
战士三十五人，1953 年 10 月回国时， 只剩
下两个人。 “都是多好的小伙子啊，一个个
那么精干，11 点冲锋， 下午 2 点不到就牺

牲了……”这句话 ，父亲每次喝点酒后 ，都
会重复。

从小我就知道父亲有个鲜红的小本本
一直压在箱底，上学识字后才知道，那是转
业军人证明书，上面有毛主席头像和“发扬
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的题词，还有鲜红
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印章。 照片中，
父亲英姿勃发。 父亲还有一枚“入朝作战纪
念章”、一枚“三等功军功章”，可惜都被我和
二哥小时候偷偷翻出来挂在胸膛上 “打仗”
炫耀时弄丢了，父亲虽遗憾，但从没有责怪。

十五从军行，百战存一息。 已入耄耋之
年的父亲平时最爱看《新闻联播》，尤其爱看
全国各地人民美好生活的画面。 他一边看，
一边感慨：“现在国家真的强大起来了，只要
跟着共产党，什么困难都不怕！ ”

远逝的麦场
■ 刘明礼

较之于春的慢条斯理，北方的夏，来得有
些急不可待。 “小满”之后，随着“芒种”节气的
临近，由南向北吹来风，裹挟着一股又干又燥
的热流。 烈日下，碧绿的麦田开始变黄。

倏忽而至的干热风，报告着夏的消息，
也带来了麦收的约定。 春抢种、夏抢收，农
民们开始忙活起麦收的事情。 没有机械化
的年代，收麦得靠人力，是一年中最重的农
活，也是乡间最繁忙最热闹的场景。

如果把收麦比做一场战斗， 打麦场自
然是最激动人心的战场。 生产队的“场”通
常是固定的，大多选在村边，既可打麦也收
秋粮。 经过了冬春两季，场尽管依然平整，
但表面有些松软。 所以，收麦之前先得“杠
场”。 队长派人用水把场洇透晾上几天，趁
着潮湿浅犁上一遍，耙盖平整，略加辗实，
再铺上厚厚一层去年特意留下的滑秸。 这
时，光着溜黑脊背的青壮男人们闪亮登场，
用扁担挑着水桶健步如飞。 女社员分散在
场里，把挑来的水一瓢瓢舀起，均匀地泼洒
到滑秸上，空气中弥散着湿漉漉的腥香。

牲口把式牵来了大黄牛， 套上石头磙
子，鞭子一挥：“驾，驾！ ”牛四蹄蹬开，鼻孔
里喘着粗气一路小跑，磙子一圈一圈，吱吱
扭扭、咕咕噜噜响着。 小半天光景，滑秸被

辗轧地像一湖静水，在阳光下闪闪发光。 挑
开滑秸，翻新过的麦场，平整如镜，光滑似
冰，坚硬异常。

麦子还没入场， 这儿先成了孩子们的
欢乐场。 翻跟斗打滚儿，赛跑，撞拐，摔跤，
撒着欢儿玩。

麦场干了，麦也熟透了。 放眼田野，除
了那些高大的杨柳擎着的绿伞，满目金黄。
青壮劳力天不亮便去到田间，甩开膀子，将
成熟的小麦连根拔起。 麦子，成片地躺在地
里……骡马牛纷纷驾起大车， 在地与场之
间往来穿梭，趟起一路尘烟。 场里的麦垛越
堆越高，慢慢变成座座小山。 各种“角儿”纷
纷登场。 麦场的大戏由序幕渐入正剧。

麦垛旁摆上了铡刀。 黑铁塔般的汉子
光着膀子，双腿叉立，上身的腱子肉一缕一
缕暴着。 蹲在地上的女人，把成捆的麦秸填
入刀口，壮汉腰身一弯，铡刀“刷”地将麦秸
分斩为两截。 一米多长的铡刀，闪着寒光张
张合合，麦捆在女人手中飞来飞去。 大人们
的说笑声，孩子们的喊叫声，铡刀的“刷刷”
声，牲口的嘶鸣声，还有间或传来的鸡鸣狗
叫声，合奏出丰收的欢乐曲。 那一座座麦秸
山，越变越小。 麦秸铺展开来，有半尺厚，把
整个场盖得严严实实。 十几个人用木叉来
回翻挑着，为的是让它早点干透。

正午的烈日，把打麦场晒得滚烫。 牲口

把式来了，还是大黄牛套着的石磙。 牛不知
疲倦地跑着， 人们跟在磙子后面挑翻着麦
秸， 一遍又一遍， 直到麦秸发亮成为 “滑
秸”，籽粒也随之脱落。 将滑秸挑开，再用扫
帚、搓板、木锹把麦粒攒成堆。

太阳一步一步向西山滑落， 风知趣地
吹起。 几个老伯拎着簸箕在麦堆旁站定，望
着树梢选好风向。 拿着木锨的大婶把麦粒
撮起，倒入老伯伸出的簸箕。 老伯潇洒地信
手一扬，麦粒“唰”地飞一下子飞出去，留下
一道优美的弧线，雨点般纷纷落下，麦糠随
着风向慢条斯理地飘落侧旁。 一会儿光景，
麦粒在场里变成一条条金龙， 在傍晚的潮
气里，弥漫着浅浅麦香。

随着落日的那一抹余晖， 蜻蜓也跟着
来凑热闹，时而高飞，时而低徊。 蜻蜓追逐
着虫儿，孩子们则挥舞着扫把追逐着蜻蜓。
银白的麦秸垛，金黄的麦粒山，忙碌的农民
们，游戏的孩子们，在晚霞里，生动成初夏
里的油画……

30 多年后，夏收季节再回故乡。村边的
场不知所踪， 更不见了当年打麦场上的情
景。 麦子熟了，农民们不慌不忙。 直到麦粒
在穗上干透，收割机轰隆隆地来了，不大工
夫，装好口袋的粮食就直接拉回了家。 那隆
隆的机鸣，把曾经热闹的打麦场景，连同那
个时代，封存在人们的记忆之中。

唯独石榴花欲燃

■ 关峰

院里的石榴花开出一片嫣然，左邻右舍眼馋，纷纷驻足欣
赏。夜的雨掠过，夜的风吹过，依然花红似火，那热烈的展示中，
透着花儿骨子里的高傲风范。 一阵微风吹过，它扬起那轻盈的
舞姿，有着沁人心脾的韵香。

我不喜欢五月的燥热，也不喜欢朱熹《题榴花》诗中的忧伤
感触：“窈窕安榴花，乃是西邻村。坠萼可怜人，风吹落幽户。”但
不知怎样却喜欢上了这象征五月热情奔放的石榴花，喜欢上它
的嫣红和平淡，喜欢上它的纯粹却不繁华，喜欢上它的奉献和
强烈的生命感。多年前，我没有栽石榴树的心愿，只是看邻居家
修剪石榴树枝弄得满街都是，便顺手拿来一个枝条，插在了院
里的小花坛中。石榴树的生命力很强，年复一年，它随着儿子一
起渐渐长大。 儿子长大离开了家乡，但石榴树长大后却留在老
家的小院里，越发枝繁叶盛。

在小花坛里，它与樱桃树、葡萄树一起长大，竞相吸收着池
中的养分。 花池中首先毙命的是樱桃树，因为全家人外出一个
月，花坛里缺了水，较弱的樱桃树夭折。第二个枯萎的是那棵葡
萄树，它虽在花坛中占了一点点的位置，尽管每年也结了不少
果实，但最终还是争不过石榴树。说来也怪，院里这棵石榴树虽
然是那种只开花不结果的种类，但却花期很长，花儿能持续开
上五、六两个月。 绽开的石榴花，把小小的院子染成红艳艳的。
风过，一地落红。

石榴花错过万紫千红的春日，开在了不为花开的季节。 但
浓郁的红焰没有被满目青翠遮盖， 它享受着炎热中的抗争，舒
展出奔放和灿烂的殷红，充满着强烈的生命感，把自己的毫不
娇柔和淳纯朴袒露出来。 石榴花盛开后，必须每日清扫被风吹
过落下的花瓣。“落英惹人怜”，在这石榴花的馨香中，我曾笑视
着沧桑，我曾浅吟地低唱，越发离不开这象征着五月的生命花。
每次周末回城，我都会带上几枝石榴花枝，插在案头的花瓶中，
让石榴花在室内灿烂、芬芳。 花的清香，能开启封尘已久的思
绪，温暖尘世中疲惫的心，激发我与石榴树一般的生命力。 也
罢，让灵感生动我的岁月，让馨香伴我从此不再寂寞。

那开在层层叠叠茂密绿叶中的石榴花，在风中怒放出艳阳
似火的花瓣，大红大俗，象征成熟、美丽、富贵。它没有玫瑰的娇
妍，没有菊花的华容，更没有桂花的清远。 石榴花似火如焰，摄
人的心，燃人的情。 正所谓“风相伴，雨相伴，落日红霞争娇，英
雄君边站。万紫千红芳菲尽，唯独石榴花欲燃。”风儿吹过，石榴
花在风中翩翩起舞，淡淡的清香引来了蜜蜂、蝴蝶飞来飞去，给
这静静的美增添了几分动感和活力。我曾埋怨风儿破坏了这其
中的氛围。 但其实，风儿能让石榴花唱着曲儿、弹着弦儿，在绿
叶的映衬下，将这轰轰烈烈的美丽在一片和谐中尽收眼底。

“浓绿万枝红一点，动人春色不须多。 ”趁石榴花正红红火
火地开着，我在树下等着你，一起欣赏这一树花红，一起去感悟
人生的真谛。

感悟芒种

■ 许国华

如果说，立夏摁响了夏天羞涩的门铃，芒种
则是敞开了夏天热情的大门。 马路边，田野里，
姹紫嫣红的牵牛花，如张开的一个个小喇叭，吹
响了进军盛夏的号角。 “麦随风里熟，梅逐雨中
黄”，一个夏花灿烂的季节如期而至。

石榴红了，桑椹紫了，麦穗黄了，芒种时节
到了。“春争日，夏争时”，芒种如一扇门，轻轻一
推，繁忙就接踵而至，又到了农家一年中最忙碌
的时节。

初夏的风吹黄了麦田，沉甸甸的麦穗泛着金
黄色的光芒，风中弥漫着新麦的清香。 麦收的帷
幕渐次拉开，处处是忙碌的身影，处处是古铜色
的脊梁。 走进一望无际的田间，黝黑的土地洒满
了如雨的汗水，挥舞的银镰闪烁着丰收的喜悦。

亦收亦种是芒种。 芒种的两头，一头连着收，
一头连着种，有人把芒种解释为“忙种”，真是恰
如其分。 芒种之“芒”，即指麦类等有芒植物的收
获，而“种”，则是谷黍类作物播种的节令。 在芒种
时节，凡有芒的都必须在此时收割，凡有芒的都
必须在此时种下。

芒种时节，是掐着秒表的快跑，连轴转的农
民在“收”与“种”之间快速切换。“栽秧割麦两头
忙”“收麦插秧不让晌”，形象地说明了芒种的繁
忙。 小麦的成熟期短，收割的时间性强，一旦遭
遇连日阴雨或风雹灾害天气，若没有及时收割、
脱粒和贮藏，极易形成“烂麦场”，使丰收在望的
粮食毁于一旦。

时令不饶人，刚忙完“虎口夺粮”的割麦，农
民又争分夺秒抢种。耕田、挖渠、插秧，哪一样劳
动不艰辛？眼前轻风拂起的绿浪，是躬耕田野上
一道最靓丽风景。 一把青秧，一帘烟雨，镜面似
的秧田中， 农民把绿油油的禾苗天女散花般地
抛向田野，灵巧飞快地插上了行行青秧。

芒种如一位神奇的田野调色师， 快速地变
换着田野的颜色，碧绿的麦浪刚变成金色，又迫
不及待地换成了碧波荡漾的秧海。 鲜活的乡野
生机盎然，不需几日，秧田中的点点淡绿，便会
长成片片深绿，汇成海洋般的墨绿。

麦子收起最后的锋芒，以一颗谷粒的播种，
再一次憧憬未来。芒种是一个归零的原点，又是
一个全新的起点。在洒满汗水的田野上，我读懂
了芒种， 认识了劳作和收获， 感悟了播种与丰
收。 如果没有辛勤的付出，哪来丰收的喜悦？ 就
好比一粒金色的麦种，在秋天播种后，经历了冬
天的蛰伏，经历了春天的昭苏，经历了夏季的蓬
勃，经历了辛苦的耕耘，才能收割金色的成熟。

生命的丰厚来自耕作的勤奋， 耕作的过程
必定是艰辛的、繁忙的。今日的种子是来日的收
成，今日的收获是未来的种子。 种与收，在这里
循环往复，生生不息。

播种下一片希望，耕耘好一方土地，收获一
季丰收。 农事如此，人生何尝不是如此？ 人生如
芒种，没有播种，没有耕耘，就没有收获。趁着时
节，赶紧在属于自己的土地上，播下一片希望的
种子。

硕果摇枝 武清海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