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春耕，在大地上写诗

■ 仇士鹏

春耕，是缄默寡言的农人对土地
的一次盛大抒情。

水田里， 白鹭三三两两地立着，
迈着细长的腿， 侧耳谛听春天的脉
动。 燕子剪开了柳叶，衔着从南国带
回的阳春的消息， 在天地间奔走相
告。 村庄静卧在一片水墨色的流云
下， 还没从严冬的僵硬中缓过劲来，
睁着惺忪的睡眼。风中，春寒犹在，却
已润上了晨光的明媚，在水田里划开
道道涟漪。

“走 ，下田去 。 ”父亲抖了抖牛
绳，招呼着老伙计，共赴这场与春天
的约会。

蓑衣是父亲的礼服，斗笠上有一
年年春天留下的吻痕。 牵着牛，扛着
犁铧，父亲像是诗人举起了手，把灵
感提在笔尖， 准备在大地上纵情泼
墨。 走进水田，脚步触摸丈量着大地
的肥沃与强壮，闲了一个冬天的双手
把犁紧紧握住，坚硬、充实的触感让
父亲的心踏实而愉悦。

风甩出一声清亮的呼号， 蓄势
已久的耕耘终于拉开了序幕， 在整
片田地写下人对春天崭新的定义 。
你看，犁铧正卖力地破开土层，种下
入木三分的诗行，用铺陈、起伏的排
比虔诚地颂扬春天， 一声声惊叹将
顶着深深浅浅的绿意， 从大地上次
第生长出来。

牛打着响鼻，向远方的白鹭与燕
子一一问好。父亲把鞭子的力度全留
在了半空，只将声声催促送到牛的耳
旁。十年了，这头牛和我一起长大，成
了家中不可或缺的帮手。不会说话的
它， 调皮甩动的尾巴阐述它的欢喜。
蹄子下，烂泥块向后翻起，又被父亲

踩开———就像是踩碎过去一年的苦
涩与辛劳， 让它们化作岁月的福祉，
呵护新生的绿苗生长，一年更比一年
丰茂。

就连休息的时候，父亲也要让自
己的脚和田野靠在一起。坐在云的下
面，坐在田野的边缘，他缓缓抬起目
光，迈过田里的幼苗，越过村庄的篱
笆，望向贮存在天空的一缕缕阳光。

“日长农有暇，悔不带经来。 ”其
实，这片水田就是最好的经书，农家
人一直是最勤奋的求学者， 日日耕
读，夜夜怀想。 耕种的姿势于是成了
五千年中华文明最质朴的缩影，一步
一个脚印，踏实而稳重地前行、收获。

“知道时节的雨就是好雨”，面朝
黄土背朝天的父亲没有多少文化，却
能慢条斯理地吟诵 “好雨知时节，当
春乃发生。 随风潜入夜， 润物细无
声”。 当春雨如约而至， 父亲便点着
烟，坐在窗户旁，静静地听它呢喃絮
语， 听着这一年的生活淅淅沥沥、轻
轻抽芽的声音。

或许，比起我，父亲更懂得春天
的浪漫吧。 在他弯曲的腰背上，我看
见了春天最生机勃勃的力与美。

如今，我已经脱离了乡村，但每
到春天，总会想起春耕时的情景。 原
来，时间也像一头老牛，划开记忆的
田垄。 在一些风雨温柔的梦里，我依
旧能够听见犁与土壤的耳鬓厮磨。

我渐渐明白，春耕已经脱离了农
事的概念，成了一枚文化符号，一种
生存美学的象征，一种希望与喜悦在
春天的隐喻。那一幅田园风光的素描
在每一年春回大地时都酝酿着勃发
的灵感，等待着一颗热爱生活的心前
去耕耘，去着色。 于是，每一年，我们
都将收获更美好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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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走黄淮流域

■ 许辉

说不清自己为什么对先秦的古文那
么有兴趣，那么能找到感觉，那么愿意汲
取。 1992 年，我写了一部长篇小说《王》，
我在“后记”里说：“《王》的孕育实际上是
充满了一种令人追忆难舍的过程的 。
1992年春天我在上海买到一本厚厚的
‘怪书’———《尚书综述》，说它是‘怪书’，
其实是说这本书的归属很‘怪’———它怎
么会为一个毫不相干的人所购得？ 而一
个毫不相干的人又怎么会去采购这样一
本极端枯燥乏味、考证、注释并附加浓烈
古旧气息学卷？ 在此后的一段日子里，我
一直紧紧地怀抱着它，从上海到南宁、从
柳州到桂林、 从昆明到上海的似乎是永
无止境的旅途上沉思、 冥想和无端地激
动！ 我想这是一种平实而绚烂无比的文
化来到了我的身上；谁在敲打我的骨骼？
是千或数千年前那些睿智的额头、 心灵
和修长的手指吗？ 是我的哪一位心静如
水的祖先的目光呢？ 半年后冬季的一个
上午动手写这本书以及此后的八十多个
日夜里， 激荡我心房的那种类似于静如
止水而又潜流澎湃的感觉始终如一 ，一
直没有退去。 在小小的乳白色书桌边，我
时常有想要叫、哭、喊的愿望，也每时每
刻为我得到了一种我非常非常渴望得到
的地域和地域文化的强烈感觉而激动 、
亢奋、自信和感激涕零。 ”

的确，我从包括《尚书 》在内的先秦
典籍中汲取甚多。 我 30 岁以前基本生活
在黄淮流域的淮北地区， 那一区域正是
2000 多年前老庄、 孔孟等诸多先贤行走
和生活的地方， 当地的历史文化在外国
人看来是中华文化， 在外地人看来是地
域文化，但在我心中，就是自家文化 ，或
邻家文化。它们离我很近。有一年冬天我
到黄河故道写一本书， 住在小镇一家旧
旅馆里，在小饭店吃饭时，听得邻桌有两
位当地沧桑老农讲话， 一位老农大着嗓
门讲，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请自己去，
怎么讲？ 孔子只活到七十三，孟子才活到
八十四，你能比圣人活得长？ 从此我就知
道七十三八十四这个俗语的来历了。 《庄

子·秋水》里庄子谈到高洁的品质 ，用一
种鸟来比喻，说“南方有鸟，其名为鹓鶵，
子知之乎？ 夫鹓鶵发于南海， 而飞于北
海，非梧桐不止，非练实不食 ，非醴泉不
饮。 ”这里说的练实，在淮北人看来，就是
楝实，楝是楝树，实是楝树的果实。 淮北
当地人说楝树的果实，就叫它楝实；但也
有俗称，叫楝枣子，它长得像枣子 ，但比
枣子小，果实成熟时就变成黄色了。 庄子
长期生活在皖北、豫东、鲁南 、苏北一带
的概率极大， 那他对当地多见的楝实应
该就十分熟悉了。 地域环境中的物象，正
是成就经典的原型和起点。

《论语》里描述孔子的日常生活 ，有
一句话叫“食不语寝不言”。 吃饭的时候
不说话，睡觉的时候不交流，这两条日常
生活的准则，孔子可能是这样遵守的，当
地当时的习俗可能也是这样要求的 ，人
们可能既会认为默默地吃饭符合礼节 ，
也会认为默默地吃饭有助健康。 随着时
间的流逝和推移， 这两条行为准则至少
一直沿习到我父亲那一辈。 我小的时候，
母亲特别疼爱我， 上幼儿园之前我都是
和父母亲同床的；后来稍大些，就和两个
姐姐同床， 睡在床的最里面， 免得掉下
来；再大些，家里住房并不是那么宽裕 ，
就在堂屋里铺一张床给我睡。 关灯就是
睡觉，母亲也就不允许我们再说话了。 一
家人在桌子上吃饭，只做吃饭这一件事，
父亲更不允许我们在吃饭时说话。 因此
在我的记忆里，小时候我们家，都是安安
静静、全神贯注地吃饭，吃过饭以后 ，该
干什么干什么。 后来， 父亲母亲都不在
了，如果我有时候在吃饭时话说得多，妻
子就会说我，要是有老年人在时，你吃饭
时说这么多话，肯定要挨训！

我从小就对地理感兴趣， 从小到大，
没事就步行、骑自行车、乘汽车火车，后来
又自驾，走大地、游河流。淮河的干支流走
了个遍。上大学的时候，我一个人到青海、
甘肃去， 还在柴达木盆地步行过一两天，
住在废弃的车厢里。 这种游观地理的理
念， 最初都是受到古代典籍的影响。 《禹
贡》是《尚书》中的一篇文章，也是中国最
早的地理文献。 人们借助大禹的名头，来

介绍山川河流的方位、 走向和疏导状况，
划定九个大的地理及文化区域的范围，同
时展示各地土地、物产、交通情况及进献
方物（上贡）的路线。 《禹贡》里说“泗滨浮
磬”。泗水曾是淮河下游最大的支流，黄河
泛淮后，淮河中下游水系紊乱，人工河道
也变得越来越复杂；徐州和宿迁之间的泗
水古道南，现安徽省灵璧县渔沟镇盛产磬
石，当地除著名的磬云山外，附近农田或
大大小小的山头， 都能挖出上等的磬石。
渔沟磬云山方圆十数公里外就难以挖到
磬石了， 因此按照徐州区域的地理方位，
“泗滨浮磬”的磬，讲的就是渔沟镇出产的
磬石。 渔沟磬石古已著名，以前主要名在
制磬，现在则主要名在石奇。 渔沟磬石敲
击时声音清脆，是古代制作钟等乐器的上
佳材料。 磬石看起来轻盈清亮，重量似乎
也比普通的石头轻巧， 这里形容为 “浮
磬”，是极言其轻盈。 其实，磬石在水里既
浮不起来，出产磬石的渔沟镇也不在古泗
水岸边，离水滨还有好几十里路呢。不过，
《禹贡》是宏观视角，使用的都是大的参照
物，几十里的路程，在《禹贡》里，都可以忽
略不计的。 就这样，我常常一边走，一边
记，一边写，写出来的书，都是《山海经》或
《水经注》的味道，都是“几日几时几分，初
东南，又东，再东北”之类的句式。

《庄子·达生》里有个故事说，孔子到楚
国去，经过一片树林，看见一个驼背的人正
用竹竿黏知了， 就仿佛从地上拾取一样容
易，于是就请教这有什么窍门。 驼背的人
说，哪有什么窍门，俺用五六个月时间练
习在竿子上放两个丸子不让它们掉下来，
那么黏知了时就较少失手了；放三个丸子
不掉下来， 那么失手的情况十次只有一
次；放五个丸子不掉下来，黏知了时就能
像拾东西一样自如了；俺站立时，就像一
截枯树桩；俺伸出持竿的手臂，就像枯树
的树枝；虽说天地广大，万物众多，可俺只
认得知了的翅膀； 俺不反悔也不分神，你
拿万物来换取俺喜欢做的这件事俺也不
换，有什么道理俺不成功！ 于是孔子感叹
说，一个人要成功，一要志向坚定，二要凝
聚精神呀。 故事里说的黏知了这种事，我
们小时候都干过，先找一个树枝，树枝的

顶端要有个树杈子，在树杈子上固定住一
个硬纸壳子， 硬纸壳子上放一些黏液，就
是摊开一些糖稀，拿这样一个粘网去黏知
了。 糖稀是用红芋熬出来的糖。 家里条件
不好的孩子，没有糖稀，就在灌木丛里找
蜘蛛网，把人家蜘蛛好不容易才织成的网
都卷裹在自己的树杈子上， 弄成一个粘
网， 然后一群孩子举着五花八门的粘网，
天天到小树林里黏知了，黏到了就放在随
身带的一个布袋子里。小时候只知道玩得
开心，不懂玩里的道理，读了《庄子》里这
样的故事，顿然就有了思想的收益。

庄子经常从我们习以为常的生活体
验和现象中，找到带有普遍性的思想和道
理。先秦的典籍亦大多如是。《周易·大有·
小象》说：“大车以载，积中不败也。 ”意思
是，大车重载，但只要装车平衡就不会失
败（倒塌）。 这句话来自于生活的道理，可
以做一种体验式理解。 大车就是牛车，在
四十年前的黄淮平原上还十分常见，笨笨
的，行走缓慢，如果夜里出动，响声和隆隆
的震地声能惊醒整个平原。牛车常用于载
运重物，由于是用牛牵拉，虽然车速慢，但
还是很能载重的。 在农耕情境中，牛车拉
载的，大多是农作物 ，比如粮食 、秸秆之
类，这些物品在装车时，重心掌握不好，遇
到道路坑凹不平，就极易倾倒，因此装车
时掌握载物的平衡十分重要，所以《周易·
大有·小象》说“积中不败”。把农耕实践的
经验迁移到人生或社会生活中，就能得出
以中为用、和谐中正等道理，并逐渐演变
成儒家文化的中庸思想。

对我而言，先秦的思想文化资源在心
理上就是我自家的资源， 对中国人来说，
亦大抵如此———中国人在日常生活中无
时无刻不在免费且理所当然地使用着先
人的总结和发现。 先秦的典籍，是中国人
最早、最基础的思想来源，它们分量足够
重，体量足够大，渠道足够多 ，包纳足够
广，内容足够丰，品质足够好，历史上中国
人也总是聪明地拿它跟北南西东的思想
文化资源融合汇通，使得这个农耕文明的
草垛垒得越来越大、越来越实。 如何高效
地挖掘、使用好这个草垛大资源的现代元
素，这却是要好好动一番脑筋的。

别让“娱乐式阅读”唱主角

■ 周慧虹

国民阅读率近些年有提升

的趋势。 不过值得关注的是，这
种阅读回归中 ，有着 “娱乐式阅
读”越来越盛的势头。

稍加留意不难发现 ， 当下
很多畅销书都偏爱轻松愉悦的

风格 ， 即便是严肃 、 经典的内
容 ，也往往经过了漫画 、戏说等
方式改头换面，以便迎合对阅读
越来越缺乏耐心的人。有学者指
出，在娱乐文化背景下成长的年
轻人，忍耐没有笑点、没有兴奋、
没有生动言谈方式的时间非常

短。 更有媒体人评论，如今很多
所谓“学习”，已经脱离了对真知
的求索，不是让人克服枯燥去获
得新知，而是迎合人“厌恶枯燥”
的惰性， 把需要硬啃的知识，再
生产为表面有趣却失去原质营

养的“知识点”“金句”“成功学鸡
汤”，这实际上不是滋养，而是娱
乐工业对人们眼目的封闭、心智
的消耗。

知识无涯， 而生命有限，把
有限的生命消耗在 “娱乐式阅
读 ”中 ，势必导致一个人的阅读
能力愈益下降。

先贤的阅读心得，自然有借
鉴意义。 郑板桥以诗书画“三绝”
闻名天下，与他深厚的文化底蕴
密不可分。 在他的著述当中，论
及读书治学之道处不少，今日观
之 ，颇多闪光之处 ，或可为治疗
“娱乐式阅读”开出良方。

论及阅读 ， 《板桥自叙 》有
云：“能自刻苦，自愤激，自竖立，
不苟同俗 ，深自屈曲委蛇 ，由浅
入深，由卑及高，由迩达远，以赴
古人之奥区，以自畅其性情才力
之所不尽。 ”勤奋力学，有主见，
不依附流俗之见， 由浅入深，直
探古人真意，是郑板桥对自己读
书治学历程和经验的总结概括。

阅读不能总是轻松惬意，能
真正获得心灵滋养的阅读，往往
需要忍受某种枯燥，投入深度注
意力。 郑板桥读书读得好，首要
便在于“能自刻苦”，对硬阅读不
畏惧不躲避。 他勤于诵读，“每读
一书，必千百遍。 舟中、马上、被
底 ，或当食忘匕箸 ，或对客不听
其语 ，并自忘其所语 ，皆记书默

诵也。 ”如此刻苦用心，与现今很
多人读书有一搭没一搭，只图享
受过程而不讲求实际结果，最终
效果焉能同日而语？

阅读要找准方向 ， 不畏艰
难，还须懂得“善读”。 读书要有
所选择。 不是什么样的书都值得
读，板桥曾曰：“读书以过目成诵
为能，最是不济事。 眼中了了，心
下匆匆 ，方寸无多 ，往来应接不
暇，如看场中美色，一眼即过，与
我何与也。 ”在其看来，“《五经》
《廿一史》《藏》 十二部， 句句都
读，便是呆子 。 汉 、魏 、六朝 、三
唐、两宋诗人，家家都学，便是蠢
才。 ”一味读浅层次的书，热衷于
看网络资讯 、各种段子 ，流连于
短视频，当然没有读经典、收“干
货”获益来得大。

读书得学会思考，才容易读
通读透，使之为我所用。 要带着
问题去读，不懂就问。 在郑板桥
看来，“学问”二字，要拆开来看，
学是学、问是问，只学而不问，虽
然读书万卷， 只是一条钝汉，终
不开窍。 “一问不得， 不妨再三
问， 问一人不得 ， 不妨问数十
人，要使疑窦释然，精理迸露。 ”
要学会问自己 、问他人 ，问的过
程就是思考的过程 ， 经过自己
的思考 ，才是真理解 、真明白 。
现在不少人阅读习惯于吃 “现
成饭 ”，习惯于速食别人掰开揉
碎后的 “营养米糊 ”，任由自己
的头脑沦为别人思想的 “跑马
场 ”。 如此阅读 ，是否有助于增
强自身的知识消化能力 ， 是否
有助于强健一个人的精神筋

骨，怕是要打个问号。
阅读 ， 未必完全意味着苦

读 ，但无论如何 ，一味推崇放纵
自我的娱乐式 “悦读”， 实不足
取。 很多时候，尝试在潜心静读
中沉思默想 ，并尽可能通过 “输
出” 吸收固化学到的知识智慧，
可让自己活得更充实、更通透。

茶香飘过的岁月
■ 聂玲慧

我的家乡潜山盛产茶。人们常说北纬
30 度是神奇的地带， 我的记忆里却只有
一片“与世隔绝”的边远山坳，还有那些高
高低低、参差不齐的梯田。

上世纪 90 年代，我家田地并不多，也
算不得良田。 鸡叫一遍时，睡意朦胧的我
们醒来，拿着镰刀从家走到山头另一边的
责任田，在半摸索半清醒的状态下埋头苦
干，手指被割伤是常有的事。田虽不多，家
里的山场倒是不少。 父亲和母亲都是农
民，除了伺弄贫瘠的三分亩田，常常在自
家山场里“刨食”———打柴出去卖。这种需
要劳力的活儿母亲其实不愿意干，她身材
本就矮小，打柴得费上一整天时间，还得
担惊受怕地防止出现树压人的危险。

终于有一天， 母亲遇上了茶苗。 其
实，茶也不算稀罕物，家住畈区的外公常
年喜欢喝茶，只是那种茶，“叶子能包盐，
杆子能撑船”。 而这茶苗据说叶子细小，
江南那边特别流行， 是村里一个能人在
江南打工时引进来的。 因为家中的山场

确实没有什么好营生， 母亲便和父亲商
量也种起了茶叶。

母亲带着锄头和米粑， 日带夜地把荒
山整理出一道道条块，种上茶苗。 父亲又及
时给茶苗施农肥，锄草。 那一行行青翠的茶
苗，在自然雨露的滋润下，第二年便抽出了
新蕊。 第三年谷雨后，母亲挽着竹箩，起早
歇晚地采摘了些茶叶， 回来放在房间里摊
晒，拣去其中的残枝败叶。 随后，母亲把家
里的锅刷了一遍又一遍，说茶叶不能沾油。
等到锅底透着点丝亮的时候， 她再将挑拣
好的茶草倒入锅中，父亲在锅灶添火，母亲
在锅中用手翻炒， 能听到吱吱的微小爆裂
声。 慢慢地，锅里升起白色水汽，茶草变得
细软， 原本展开的叶片， 慢慢地紧缩在一
起，开始散发出茶多酚的香味。

杀青完后是摊青、烘焙，母亲双手不
停舞动，翻、揉、捻、搓，每一个动作，都是
毫不含糊。 簸箕里的新茶条索紧致，纤毫
毕现。 那一晚，我们为做茶叶忙了一个通
宵，但茶叶的香气最终扫去了一家人的疲
倦。 父亲将炒好的茶叶摊在手上，如获至
宝，闻了又闻。我伸手想要抓一把，他赶紧

拍我的手：“你那手油乎乎的，莫乱碰！ ”
那一年， 母亲摘得了几十斤鲜茶草，

前后加工制了 8 斤干茶， 家里留了 3 斤，
其余全送给了亲戚。住在畈区的外公也得
了 1 斤， 宝贝一样地收在床头柜子里，只
有重要的客人来了才泡，“这可是正宗的
山里茶叶，味道正！ ”

尝到甜头的母亲让父亲在山头又开
辟了几拢山地， 就这样一点一滴积累，茶
园后来足足有了 5 亩。 多余的茶叶，母亲
让山外的外公帮忙换成米面，贴补家用。

茶叶是一批一批生长的，谷雨前后的
茶叶品质最佳。 每到谷雨时，母亲一个人
忙不过来，我和妹妹也上阵帮忙。 采茶得
起早，鸡叫三遍，天刚蒙蒙亮就起床，吃罢
早饭上了茶山。 3 月的山间春寒最浓，山
雾浮在人身上，冷湿冷湿的。 茶叶上的露
水带着寒气，“沾衣欲湿杏花雨”， 说得虽
浪漫，那个湿衣襟的人儿，却是需要用体
温烘干凉意的。

上大学时，一位北方的同学听说我家
有茶叶，他欢呼那是多么曼妙的事情———
纤纤玉手，头戴纱巾，腰系竹篮……听我

说及早起采茶的辛苦劳烦时， 他忍不住
问，为什么不等中午去采呢？ 中午阳光一
晒，不就没有露水了？ 他不知道，茶叶要
鲜，早晨才是最佳的采摘时机，太阳出来
后，阳光一晒茶叶就蔫了，没有了那种鲜
的样子，不好喝。

我们这里的茶树多是一年一剪，个头
不高。采茶的时候，人得一直弯着腰。我和
妹妹采茶时， 母亲怕我们拿不动竹箩，特
地给我们脖子上挎着个袋子，好方便来回
采摘。 每天下来，腰酸腿痛，脸晒得通红。
这些倒是其次，最恼人的是，茶芽是不能
用指甲掐下来的，制成茶叶，通体绿中透
黄，可是掐痕处是黑的，这样就败了茶色。
所以，我们采茶不是掐，而是连掐带拽，两
指捏住一枚茶芽，轻轻一拽就断了。 周而
复始的掐扯动作中，茶树的干枯枝头总是
碰到我们的手，一天下来，手上布满了被
枯枝扫起的痕， 指甲边上也会翻起许多
皮。 所以纤纤素手采摘茶叶，现实比这想
象骨感地多。

童年的许多周末时光，就这样不紧不
慢地在采茶里度过。两只手在茶树与茶树
之间此起彼落，而那些从风土中带来的日
月精华，在紧火与慢火的烤制之下，将一
片山水的记忆缩为一片片茶。那些蜷缩为
陶罐中的苍老枯叶， 再经过滚水的洗礼，
片片新绿焕然而起，重新摇曳生姿，成为
世间涅磐重生的一抹新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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