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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心也有文化

舜风荡荡气脉盈读史札记 坊间纪事

乡村的空房

人情月饼

生如白露

纸 上 博 客

心灵小品

时尚辞典

软风从天井里穿窗过来

□ 傅绍万

孟子赢得世代景仰，因为他始终坚信
人性善，一生矢志不渝，奔波于提升人性向
善的路途。一次，一个叫曹交的人请教他：

“人皆可以为尧、舜，有乎？”孟子的回答斩
钉截铁：“然”，还告诉他，只要去做，也完全
能够做到。这个话是否说得过大、过满，有
点不太靠谱？实则，它如一记棒喝，一语说
中尧、舜精神文化的鹄的，说到了做人做事
的大关节，讲了个治国安民的大道理。

尧、舜是远古时代的两位帝王。尧为陶
唐氏，又称唐尧，舜为有虞氏，又称虞舜。中
华传统文化的奠基人孔子，最推崇的帝王就
是尧、舜。他夫子自道，说自己“述而不作”。
述什么呢？祖述尧、舜，宪章文武。按照孟子
的说法，“尧、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孝，是指
纵向的父母、子女关系，弟，是指横向的兄
弟、姐妹关系，尧、舜之道至高至大，怎么能
说“孝弟而已矣”呢？因为孝在中国人的心目
中有泰山之重，它是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
历史上一代代帝王，自诩以孝治天下。

查《尚书》《史记》等信史，关于尧的记
载，找不出多少“孝弟”的事迹。但从《尚书》
首篇《尧典》关于尧帝治国的规章中，可见
孝在其中所占的位置。这个规章分三个步
骤：第一步，“克明俊德，以亲九族”，就是提
升个人道德修养，使家族和睦相亲；第二
步，“九族既睦，平章百姓”，就是把社会、百
姓治理好；第三步，“协和万邦”，做到天下

万国和平共处。由此可见，尧的治国规章以
家庭为细胞，以修身齐家为基础，其中孝的
作用不言自明。此外，作为尧选定的接班
人、继位者，舜被推荐、被尧选中，是“以孝
闻”，从这个角度讲，孟子对“尧之道”的评
价是没有疑问的。舜是今山东诸城人。济南
及其周边地区是他重要的活动区域，这里
关于舜的传说和遗迹众多。像“舜耕历山”，
历山就是千佛山，千佛山上的大舜石图园，
与舜祠遥相呼应。九根八米高的四棱石
柱，组成石图园主体架构，古朴厚重，沉雄
大气。取材秦汉壁画、砖刻和马王堆帛画
的石刻图案，配以引自古籍信史的文字，
生动地展示了舜的生平事迹。舜是一个大
孝子。舜的父亲瞽叟是个盲人，母亲早亡，
父亲偏爱后妻生的儿子象。“父顽，母嚣，象
傲”，他们合起伙来虐待舜、折磨舜，甚至还
要杀害舜。但是，舜并不以此不认父母，抛
弃父母，更不会仇视父母，他始终记住自己
作为儿子的角色定位，顺事父母，“日以笃
谨”，巧用智慧，化解矛盾， 终于感化了父
母和弟弟。舜登上帝位后，回去看望父亲，
恭恭敬敬，儿子还是那个儿子。他在治国中
传承尧的遗产，发展为“父义、母慈、兄友、弟
恭、子孝”的五典，孝的内涵就更全面、更合
乎情理了。

人人都有父母，都面对一个孝字。在这
一点上，一个普通人，完全可以做得像舜一
样好。这样的事例，在城市、在乡村，在富裕
的家庭、在贫困的人家，在文化教养高些或

者低些的人群中，随处都能见到。有这样一
个感人的故事：一位女儿，和患有疯病的妈
妈相依为命。疯妈妈失去自理能力，随时都
要有人看护。一时不留心，她便来到垃圾桶
前翻腾垃圾，弄得满脸污秽，肮脏不堪。外
人不了解内情，有人当面指责女儿不孝。女
儿默默忍受着委屈，吞下泪水，一次次耐心
地哄着妈妈回家。这位岁数并不太大的女
儿，身心劳悴，已是白发满头。这个故事，又
改变了另一对母女关系：这位母亲太自我、
自私。女儿正怀着身孕，需要多休息，少劳
累。但是，她要买房子，就让女儿跑遍全城
为她看房。女儿拖着笨重的身子，照妈妈
的要求做了。她要回趟乡村老家，又让女
儿开车送回。女儿和妈妈商量，能不能让
家里其他人代送？妈妈一听，顿时哭天嚎
地，说女儿这么不孝顺，不想活了。女儿无
奈，只好开车送妈妈回家。因为长途颠簸，
女儿流产了，这引发了女儿对妈妈的怨
恨。但是，见到疯妈妈母女那个场面以后，
女儿反思了：我应该知足了，要好好对待
妈妈。因为我的妈妈不疯不傻，生活能够
自理。若是像那个疯妈妈，不是照样还得
照顾她吗？那是自己的亲妈啊！这个故事
口口相传，像一股春风吹拂大地，滋润着
人们的心田。我想，这两个有着严重身心缺
陷的妈妈的女儿，不是和尧、舜一样伟大的
人吗？

中国几千年传统，齐家讲孝，把孝推及
社会，就是对国、对社稷，对君主尽忠，“夫

孝，始于事亲，终于事君。盖事君之忠，即事
亲之孝也”，这也是历代统治者以孝治天下
的良苦用心所在。需要明确的是，忠包含两
个方面，一指君主官吏忠于人民，二指官民
忠于君主，决非仅指臣民尽心事上。君主臣
民关系，同样需要摆正。孟子害怕后人打着
他的旗号贩卖私货，以先见之明，告诉人
们：民贵君轻，社稷次之。君臣关系怎么处
理呢？“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
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
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明朝开国皇
帝朱元璋看清了孟夫子的“阴谋诡计”，要
把他请出孔庙，因为“反动派”太强大，只好
以删《孟子》作了个了断。封建时代，国属一
家一姓，维系国家、代表社稷的是一个个君
主，但儒学中忠忱所托的对象，大半是一种
国家和社稷的人格化，而并不尽在时君的
一人一身。君臣关系，平等占着很重的分
量，也给臣子留有正君的极大空间和权利。
这才是忠孝及其关系的不易之理。这些道
理，柳诒徴《中国文化史》，陈寅恪《王观堂
先生挽词》中阐述得异常分明。但是，进入
满人统治的清代，君臣、君民关系变成了主
子和奴才的关系，忠孝也就完全变了味道，
糟粕的成分越来越多，这是需要分辨清楚
的。比如清宫剧里，匍匐在主子面前，臣子
一口一个奴才，主子显得多么荣耀，多么心
安理得！刮垢刨光，正本清源，传承创新，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承载的核心价值才能气脉
充盈，生命永续。

□ 韩浩月

一位女网友发微博，反对一位身穿背心
大裤衩的男性“混”进了上海一家豪华酒店的
意大利餐厅。在网友评论里，有人觉得高档酒
店就不应该允许“衣着不整”的人进入与消
费。也有人觉得，客人是消费者，你管他穿啥？
一件背心能引起这么大争议并不奇怪，毕竟
咱们是一个即便是背心也有文化的国度。

说来你可能不信，背心最早出现于中国
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只是那个时候不叫背
心，而是叫“裲裆”，用现在的话说叫“两
裆”——— 前面挡住一片，后面挡住一片，就齐
活了，就是一件最简便不过的衣服。

“裲裆”的发明有可能源自古战场上士
兵穿在身上用来挡刀挡箭的铠甲，想想这也
真是脑洞大开，从坚硬的兵器屏障，到飘逸
的贴身小褂，背心的变迁还真是让人有点瞠
目结舌。

在中国古代，穿背心可不像现在这样容
易被人当成油腻男，有段时间，它竟然还是
身份的象征，比如在清朝，有一种正胸处镶
嵌13颗纽扣的“巴图鲁(满语勇士)坎肩”，只
有朝廷要员才可以穿着，普通官员看着眼
红，纷纷效仿之，再到后来，便发展到了士兵
人身一件。物以稀为贵，当背心成为士兵也
配享受的待遇时，就降格成了“号衣”。

唐高祖李渊是背心的粉丝，《实录》中如
此记载，“隋大业中，内官多服半涂，即长袖
也。唐高祖减其袖谓之半臂，今背子也。江淮
之间或曰绰子。士人竞服，隋始制之也。今俗
名搭护，又名背心。”

在文学圈也不乏背心的拥趸，比如苏轼
就很爱穿背心，邵博在《邵氏闻见后录》这样
写道，“东坡自海外归毗陵，病暑，着小冠，披
半臂，坐船中，夹运河岸千万人随观之。”据
分析，苏轼穿的就是当时还能够彰显身份的

“勇士坎肩”。落魄之日，苏先生也仅能凭借
一件背心自我安慰了。

不过，我严重怀疑，有着悠久历史与璀
璨文化的中国古代背心，并非我们想到背心
就会立刻浮上脑海的两根筋白色吊带背心。
古人讲究衣衫整齐，根据史料记载，背心的
功能也多是“内衣外穿”，起到一个身份象征
的作用，很难想象，苏轼坐船行走于运河上，
一阵微风吹来，袒胸露腹，即便他不讲究自
己的形象，也要在意岸边千万人跟随围观的
铁粉们的印象吧。

传统意义上的背心，经历过历史变迁之
后，很可能衍变成为近代华北农民夏天穿的
中式小褂——— 汗褟。所谓汗褟，有着背心的
功能：布料吸汗，可贴身穿，对开襟，有袖子，
当然最重要的一点不能忘——— 为了凉快，腋
窝间挖了一个洞，以便凉风能钻进来，令穿
着者为之一爽。

除了汗褟，还有一种背心叫汗褡，两者
的区别是，汗褡没有袖子，但肩部宽阔，绝对
不是两根筋，有效地保护了男性的臂部，含
蓄地体现出我国男性对体面的追求，也避免
了对女性形成视觉上的骚扰。

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长达三
四十年的社会生活当中，背心都是一道亮丽
的风景线，它与大茶缸子、暖水瓶等一道，成
为奖励先进工作者的最佳奖品之一。穿一个
字没有的白背心没啥了不起的，如果穿上一
件正反面都印着某某厂或者获得某某奖的
背心，总会额外赢来马路上一些姑娘们投射
过来的纯真目光。

中国的文化人，爱穿两种背心，一种是毛
背心，一种是藏在衬衣里的白背心。毛背心的
形象不用说了，随便看一部讲述民国文化人
故事的影视剧，里面都会有穿毛背心者，鲁迅
就是毛背心爱好者，他在收到许广平为他寄
的毛背心包裹后，开心得像个孩子，回信道：

“背心已穿在小衫外，很暖，我看这样就可以
过冬了，无需棉袍了。”
而白背心，更是几十年来文化人的标志性

符号，在电影《无问西东》《山楂树之恋》《陆犯焉
识》《唐山大地震》等诸多电影里，都有出现。

当人们为有人穿背心进五星级酒店而
生气的时候，或许是同样一个人，看见知识
分子穿着白背心流汗受苦，又会产生怜惜之
心——— 看看吧，衣服的确要分什么人穿。

回到本文开头说到的例子，男子穿背心
大裤衩进入酒店，如果通过了门口保安与餐
厅经理的同意，那么他就有了消费者的身份，
是不能再将其驱逐出去的。女士按照自己的
标准提出反对意见，也需要得到尊重。但这注
定需要三方协商，要么男士回家换一身西装
革履再来，要么婉言相劝让他识趣离开，还有
一个选择就是女士拂袖而去以示抗议。

□ 刘琪瑞

中秋节快到了，忽然想起八月十五
吃月饼的旧事来。

月饼，圆亮亮、黄澄澄的，中间点一抹
亮眼的红印儿，外皮油酥酥，馅里有冰糖、
芝麻、葵花籽、青红丝儿，咬上一口，甜甜
香香的。少时家贫，月饼是稀罕物儿，那种
香甜甜的滋味是很少能够品尝到的。
那时，母亲喜欢做“月下佬儿”，村里的

亮叔和春桃姑，就是母亲千辛万苦撮和成
的一对儿。每年的中秋节前，亮叔总要送上
二斤上好的月饼表达心意。对于亮叔送来
的月饼，母亲每回都舍不得动，她不是送了
东家就是给了西家，大都补了人情。

望着我们兄妹一个个馋相儿，母亲
常哄我们道：“这月饼有名无实，面疙瘩
一块儿，没啥吃头，添不了膘长不了肉，
妈还是留着送人吧。等到十五节那天，俺
给你们做更好吃的。”而这样的许诺，母
亲说说而已，很少有兑现的时候。

记得有一年，我趁母亲不注意，在亮
叔送来的月饼外包装上悄悄做了记号。
第二天晚上，母亲把两包月饼送给了村
里帮我家盖房子的五爷。过了些日子，常
借我们家牲口拉磨的三姑带了两包月饼
来酬谢，我用眼一瞅，那上面有我划下的
三个小五星，这不是亮叔送来的那包吗？
怎么又回来了？

我把这发现告诉了母亲，母亲只是
平淡地说：“庄户人家都一样紧巴，两块
钱一斤的月饼谁舍得吃呢，都打发人情

了。”母亲不理我那贪婪的眼神，又把那
两包月饼送了人。

许是母亲觉得于心不忍，那年的中
秋节晚上，她炒了一盘放了大量辣椒的
辣子鸡，炖了搁有很多萝卜块的杂鱼汤，
给我们过节。

正待开饭，本家大伯来了，手里拎着
两包月饼。大伯家的二哥在县城读书，曾
托在外地工作的父亲寄了不少全国通用
粮票，帮了二哥大忙。大伯说了一堆感激
的话，便回了。

我早就看见月饼纸上那三个我标记
的小五星，这二斤月饼从亮叔手里开始
转来转去，不知转了几家，现在又转到了
我们家，恐怕有半个多月了吧。

母亲也发现我标的小五星，正是八
月十五月儿明，她倦怠的脸上终于露出
了微笑，“这回，妈不再送人了，这二斤月
饼咱自家吃，过一个像模像样的中秋
节！”我们几个欢呼雀跃……

母亲慢慢打开包儿，取出一枚月饼掰
下一小块儿，敬拜过天上的月神，而后我们
兄妹每人三枚匀了。我刚咬一小口，便觉一
股浓重的霉味儿直冲脑门，赶紧吐了出来，
母亲知道这月饼放久了已发了霉、变了味，
她怕我们吃坏了身子，硬是从我们兄妹手
中夺下来，喂了圈里的猪。母亲苦笑着说：

“赶明儿光景好了，妈一定买来几斤上好的
月饼，让你们几个吃个够儿……”

苦难的日子，幸福或许就是那枚圆
圆亮亮的月饼，我们总在记忆的深处回
味那种美妙的感觉。

□ 美 空

壁蜂蜜
油菜花和蚕豆花一开，村子里突然就

热闹了，每一堵墙都在阳光里快乐地嗡嗡
响。墙是土墙，墙上有高高低低的小圆洞，
每一个洞口都光溜溜。是壁蜂弄的。我们喊
壁蜂阿咪虫虫。阿咪虫虫在土墙和旧木门
前呜啦呜啦飞，争先恐后地钻洞。每一个小
孩子手里都有两样东西：空的小药瓶，和一
支牙签那么粗的细竹梢，竹梢多半是从旧
的竹扫帚上撇来的，瓶子呢，是茶色的小玻
璃瓶，原先装的是鸡吃的土霉素，瓶子盖，
事先用洋钉钉了洞。

也不用看到阿咪虫虫钻进去，只管一个
洞一个洞地掏，竹梢进去轻轻一拨，里面就
嗯哩嗯哩叫，然后就有一个阿咪虫虫极不
情愿地，拱着屁股退出来，当然在它屁股后
面迎接它的，是那个茶色的玻璃瓶。瓶底有
几朵菜花或者蚕豆花，可是阿咪虫虫不吃，
它在瓶里呜啦呜啦团团飞，飞到浑身湿溻
溻。

更多的时候阿咪虫虫从洞里一退出来，
就迅速被两个指头掐住，让它的屁股正好抵
在大拇指的指甲盖上，黑红的尾针徒劳地一

伸一伸，那一头的嘴里，已经开始往外吐蜜。
赶紧地，一摘，它的土黄色或者黑白相间的
屁股就被摘了下来，顺手轻轻拎起来一个蜜
囊，蜜囊裹住的，是一滴黄灿灿的蜜，马上被
大张着的嘴笑眯眯接住了。手一松，没有了
屁股的壁蜂，依然呜一下飞走了。

直到现在，有时候看到在路上跑着的
卸掉了货斗的卡车，总觉得，它是一只仓惶
惶没有了屁股的阿咪虫虫。

梧桐子
高田小学门前有两棵梧桐树，都要两

个人合抱，才能抱得住。我爷说，小学原先
是我们谢家的祠堂，叫怀贤堂。我懵懵懂
懂想，是不是应该叫怀燕堂？土话说“燕”

“贤”，本来也不分的。梧桐树的青树干光
滑滑的，老树皮一块一块裂开，有时候也
会自己掉下来。阿星说梧桐树皮点着了可
以驱蚊子，大家就一窝蜂地去撕树皮，当
宝贝抢。不过后来，到底有没有点了驱蚊
子，也不知道了。撕掉了老树皮的梧桐树
更光滑了，爬上去的时候，就一点也不蹭
肚皮。我爬在树顶上，我伏在梧桐树伸出
来的桠叉上假装睡觉。假装睡着了，然后
一睁开眼，多快活，一大树的绿叶子，一蓬
一蓬的鹅黄花，还有一点点臭的香风，熊

蜂在花里面呜啊呜啊叫。熊蜂，你不惹它
就好啦，胖子熊蜂在花里很笨地东转西
转，拎好大两坨坨黄粉，它身上的黑毛黄
毛，一根一根都闪光。梧桐树的花，黄得真
温柔，小花落了，就像落一地的小米，还有
点黏乎乎，那就捡一粒，用它的长花蕊粘
在鼻尖上。

到了暑假里，梧桐树上一骨碌一骨碌
都是荚果，像一挂挂的小船。梧桐子，就挂
在船舷上。秋风吹一吹，梧桐子打皱了，小
船变薄了，薄得纹理清晰脉络分明，后来就
落下来。弯弯的月儿，小小的船，小小的船
儿两头尖。中秋节差不多吧，我们用衣襟兜
回家的梧桐子，炒熟了，又揣在了裤子口袋
里。走几步，往嘴里丢两粒，干香，嘎嘣脆！

木梨
二舅舅房间窗子外面，是一个四方小

天井，天井小，真的就是井一样。井底铺青
砖，青砖下面筑的阴沟，四壁是墙根，墙根
上爬着青苔、蕨、蛞蝓和钉螺。头抬起来，是
屋檐。雨天的时候，黑屋檐上雨水哗哗落。
天井里只能站一棵树。是木梨树。木梨

树在一年中的大部分时候，都不说话，不让
人知道有一棵木梨树长在天井里。

黑屋檐上，凌铎（柱状冰凌）亮晶晶，扑

秃、扑秃，凌铎水落到青砖上，青砖上的浅坑
就正正好接住它。有时候哗啦一声，凌铎一
整个儿掉下来，摔得稀烂，就到了春天了。

木梨开白花，木梨花雪白。木梨树说
话，一说，就说得耳膜嗡嗡闹。阿咪虫虫也
嗡嗡嗡嗡闹，一不小心，就有好几只阿咪虫
虫迷了路，在窗玻璃上碰得兹拉兹拉响。一
树的白花，一天井的白花。白梨花把二舅舅
的暗房间，都照亮了。

二舅舅卧靠在床头上。妈妈叫我送去
一筒麻饼，嘱咐说，病人的东西不要吃。果
然，二舅舅把麻饼拿出来一个给我。我说，
不要。二舅舅说，吃。二舅舅从枕头下摸出
笛子来吹。吹了一会，又摸出来一个红色的
东西，举高了说，看！是一个老大的大螃蟹
的螯，红得温润润，里面空的。二舅舅小心
地拿那个螃蟹螯放在嘴边，撮了嘴唇，吹，
吹细细的，莫斯科郊外的晚上。我就很吃
惊，一心想螯里的螃蟹肉，到底怎么剔掉
的。软风从天井里穿窗过来，白花瓣儿纷
落，有几片，落到窗子里面来。

过完暑假要开学的时候，木梨摘下来
了。木梨皮黑黑的，又粗糙。肉也粗糙，可是
闻着香，吃着，也清甜，就是核儿大。木梨的
学名叫榅桲。

□ 马 卫

行走在乡村，房比人多，而且
大多是空房。

有的崭新，一楼一底，白墙红
砖，铝合金玻璃窗，不用问大多是
婚房。可是，地坝的杂草比人高，
屋边的果树，不是有病虫，就是乱
枝横斜，糟成一团。至于像野玫
瑰、黄花、扁竹叶这样的花草，或
枯死，或萎蘼。

我在都枥村这户新房前，久
久不愿离去。对同行者说，我们租
来避暑，或用来读书写作。可是，
没法联系到主人哟。行了约半里，
才见一座院子，一位老大爷坐在
院门口的石条上，我们上前问候。
老人家热情得不得了，硬要我们
坐下，去烧开水喝。

我们问这户新房是谁家的呵？
何大春家的。
人呢？
听说在浙江打工，已两年没有

回来了。当初修这房，公路不通，要
驴子驮料，成本高着呢。打了五年
工，才修起新房，娶上老婆。

可他没有住呀。
老大爷呵一声，谁说不住？打

工打老了，总要回村的。
总要回村的，农村，是农民最

后的依附。房子，则是一户人家存
在的象征。

在毡帽山，离村部并不远的
林丛中，竟然有一栋完整的房子。
主房一楼一底，还有两间厢房。用
石条子砌了院墙，院门却洞开。我
拿着根木棍在手，这是乡村出行
的经验，一则防狗，二则防蛇，三
则可以支撑休息。

我和作家老李徐徐探进，结
果没有人。我们大叫，仍然没有
人。再细看，地坝显然好久没收拾
了，已长满了乱草；摆着的几只木
凳，也灰扑扑的。没有鸡，没有狗，
没有猫。显然，好久没有人住了。

略懂风水的老钟看了看，然
后说，好风水啊。

我不太喜欢谈这个，什么左
青龙右白虎的，没有新意。当然，
从农村长大的我，还是略知选房
基的一些要素：要有水，农村没有
自来水，所以房基旁一定要有泉
水，或小河沟，保证水源；地基要
坚实，最好是硬山上面，防滑坡，
因为以前农村修房，是不打基础，更

无钻井铸圈梁一说，最多墙基砌石
条子；后面不能挨山太近，怕山林滚
石或泥石流；要平，有个地坝能做红
白喜事。这房基完全达到了上述要
求，可是却被主人白白遗弃了。
在村部倒水喝，才问明白，这家

人已在镇上买了房，这老屋，只是在
最热的七八月份，主人才回来避暑。
我说，这样闲着不是太浪费了？
回答我的是村文书，一位脸

上雀癍累累的少妇：不闲着咋办？
卖不脱，更没有人租啊。

这是事实，别说租给别人，请
别人来住都没有人情愿。

有一次在沙湾村，看到路边
有三幢房，一模一样，才新建几
年，都空着。我问一位大妈，这是
谁家的房？

她说，是她三个儿子的。
他们都进城了？
都在城里买了房。
这房空着？
对。我是给他们看房的。
老人说这话时，显然有些得意。
在农村，修得起新房是种骄

傲。老人家仨儿子能修起新房，所
以即使空着，也是荣耀。

我只能内心苦笑。
没有精确统计，但我看到的

农村空房，至少占五成以上。特别
是些80、90后夫妻，差不多都在外
地打工，连孩子也带走了，这房不
空不行啊。城市化、集镇化、新农
村建设，但农民这个身份，对农村
的房屋，仍然不会轻易放弃。因为
他们不敢肯定，在城市能不能立
下根，在集镇能不能扎住脚。有了
农村的房，万不得已，混不下去的
时候，有个退路。回去，有房，就有
家。再种啥吃啥，日子能过下去。

社会在变，但农民心中的乡
愁没有变：一幢房，一个婆娘，一
群孩子。房子居然排在第一位，因
为没有房，就没有女人愿意嫁来。
修房，是生为农民的必须建设，哪
怕砸骨熬汤，残损生命，也不得不
进行。于是，现在的农民，先是打
工，然后在老家修房，成家，再进城
或集镇买房生活。当然，这样的结
果，难有积蓄，但又不得不如此。乡
村的房空着，但心里有根，那是家，
那是家乡；城里的房住着，但还是
像客，不知哪天又要远行。

乡村的空房，是农民的心理
依托。

□ 李 晓

白露来临的前两天，一场秋
雨把整个天空清洗得清爽干净。
晚上，夜凉如水的天幕上，有星星
眨闪着眼睛，在山里居住的老罗，
望着夜空中那久违了的星星，突
然就感觉回到了童年时光。

老罗在城里有宽绰的别墅，
他却喜欢长时间隐居在山里，柴
火煮粥，有米香飘散山野，乳白炊
烟凝固在蓝色空中，如系在空中
的长长哈达。老罗说，一年之中，
他最喜欢的就是秋天这个季节，
万物饱满，大地沉香，来一次闭目
深呼吸，就感觉是在和摇曳的植
物们相互致意。

生活在一座城，农历二十四
节气，最容易模糊。古人对这些节
气的最初捕捉，就是在苍穹四野。
在城市的钢筋水泥森林里，人的
一些嗅觉器官已接近麻木了，秋
风一吹，尽是水泥与汽车尾气混
杂的气息。

“立春、雨水、惊蛰、春分、清
明、谷雨、立夏、小满、芒种、夏
至……”这些节气，带着大地雨露
的气息，可一旦进了城，它在城门
之外，往往就被一股股浑浊的风
给挡住了。想起在乡下居住时，我
有个叫朱三毛的朋友，他双目炯
炯，自从他进城以后，双目黯淡，
有时还似死鱼的眼睛，翻着白眼。
特别是这个年代，低头族多了，看
电子屏幕多了，好多城里人的眼
神，如患了白内障一样迷茫。今年
白露来临前，朱三毛就回乡下去
居住了，他准备在自己的两亩三
分地里，种下秋天的蔬菜。

人到中年，进入了生命的秋
天，对立秋之后的处暑、白露，更
觉得是给自己的生命，打上了一
层底色。秋风一吹，仿佛是枕在波
浪上飘忽了。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在我
枕边，有一本《诗经》，这是我对白
露源头的眺望。一年之中，当时光
的渡船一进入九月，在清晨，我就
在河流两岸的丛林、草叶上看到
了露水，它们在季节深处，凝结成

霜，似乎提醒着我，我和大地同
心，与万物生长，又要凋零在季节
的光影之中。

白露过后，我在城里常常早
起，去看早晨郊外植物上的露水。
我曾经用一个小瓶子，在草叶上
一点一滴采集过那夜里雾气凝结
的水珠。把露水带回家，作为阳台
上盆景的饮水。不久，我看到花钵
里的花，开得那么惊艳夺目，它在
凉风中朝我风姿绰约地摇曳，让
我忍不住怦然心动。

明月照千年，它还是明月。
岁月更替千年，古树化为泥

土，风中树木演奏的琴声不再，松
涛让石头飞成沙。

这些夜晚汇聚的露水，霜的前
半生，我很想知道，在寂静的夜里，
群山之中，它是怎样凝结而成的。

我完全可以隐身到草丛中，
森林里，去做一个野外露水凝结
的目击者。我更想知道，露水，是
怎么发白的，直到白成了霜。其实
我也不知道，我头上白发，风是什
么时候把它吹白的。

我去询问诗人老柏，问他，你
亲眼见过露水是怎样变白成霜的
吗。老柏摇摇头说，真没见过。老
柏写过一首关于红叶上露水的诗
歌，他是在神女峰下一个农家住
了一晚，早晨起来用脸亲吻红叶
时，冰凉的露水让他的心微微震
颤了。于是，他写下了露水的诗，
他在诗里说，露水就是红叶在夜
晚的眼泪。老柏还告诉我一个关
于露水的科学常识。他解释说，白
天，阳光照热了大地和空气，地面
和树木蒸发出很多水蒸气，到了
晚上，大地开始变凉，凉得最快的
是石头和树木，空气中的水蒸气
接触到最先冷却的石头或树木，
凝结成小水珠，这就是露水。

其实我想问老柏，在你的人生
中，露水是从哪一个夜晚，开始变
白的？老柏没有回答我。但我明白，
白露为霜的季节，我看到了天高云
淡中，大水走泥的生命河流两岸，
一江秋水，流向了越来越开阔的远
方，在它的前方，是苍茫大海，准备
将这滔滔之水，纳入海洋的怀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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