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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溪 李昊天 摄

夏日的雨大多是迅猛畅快的，轰轰烈烈
地下完一阵子，接着就会雨过天晴。但也有
例外，从早到晚下一整天也是有的。此时临
窗而坐，凝视朦朦胧胧的楼影和晃晃荡荡的
街市，思绪便会涌动起来。

越是走近南京、了解南京，就越发热爱
这里。那次去蒋王庙，偶然瞥见岐阳王陵，让
我有种说不出的激动。那个叱咤风云、骁勇
善战的曹国公李文忠长眠于此。虽说李文忠
是朱元璋的外甥，但头衔和功名却是自己扎扎
实实打下来的。在明朝政权初步稳定之后，
面对朱元璋以擅权枉法和谋叛的罪名，处死
了丞相胡惟庸，并借题发挥打击异己、株连多
达万人的血雨腥风，这位开国将领深感忧虑
和不安，他置生死于不顾，先后三次沥胆劝
谏，最终惹恼了朱元璋，身陷囹圄。李文忠能
够善终，多亏了那位“慈德昭彰”的马皇后，虽
说死罪免了，但活罪难逃，他被削去官职，幽
闭在家，直到1384年（洪武十七年）病逝，才极
尽哀荣被追封岐阳王，谥“武靖”，赐葬钟山。

之前，在绣球山公园看到过一生极富传
奇的马皇后留下的神奇脚印，旁边有2.5米

高的马皇后像。如果时光回返六百多年，艳
阳下，此时的朱皇帝正与马皇后挽手并肩漫
步于绣球山上，褪去万民景仰的身份，享受
寻常伉俪的恩爱情深。

朱元璋为了稳固江山，同样玩起了历代
弄权者惯用的“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
烹”。傅友德、冯胜、蓝玉等那些随他出生入
死、打下江山的功臣们，从他的视线里一个
个“消失”了。他自以为分封儿子们在各地
为王，便可护佑朱家江山，却不曾想成也萧
何败也萧何。人是矛盾的集合体。朱元璋
是残暴的，可他又是重感情的，太子朱标在
他执政期间去世，按照礼制应在众多儿子中
择一贤者而立，可他并没有这样做，而是将
对马皇后和朱标的爱转移给了朱标的儿子
朱允炆，在病逝前指定孙子朱允炆继位，并
钦点齐泰、黄子澄和方孝孺三位大臣辅政。

打着清君侧名义谋权造反坐拥天下的
朱棣有着与朱元璋同样的狠绝，虽说不仁不
义，从儒家来看，绝非善类，但不可否认他的
确是位不折不扣的好皇帝。文能安邦，武能
治国，知人善任，威服四方。

我在想，倘若朱元璋抛开个人情感，理
智清醒地选择继位之人，历史上是否就少了
位短命的皇帝，也可以让他疼爱的孙子颐养
天年；盛雍、铁铉、平安这些名将就可以驰骋
于战场，而不是丧命于残酷的叔侄争权夺利
的厮杀之中。看似篡权成功、风光无限的永
乐大帝，终究在寝食难安中度过了二十年，
那个据说装扮成和尚落荒而逃不知生死、下
落不明的朱允炆，实实在在地让朱棣坐立不
安了许多年。虽然朱棣得到了许多，但失去
的更多。这就是代价。

雨还在下着。天若有情天亦老，道是无
“晴”却有“情”。眼前这伴随了思古之幽情
的雨，顷刻间似乎多了几分韵味，难道是雨
水浸透着厚重古朴的城墙，与绵绵的历史长
河产生了穿越联通的冲动？此时的我，很想
探古寻幽，在清凉的雨幕中感受不一样的古
都。想撑一把伞漫步瞻园，感受中山王徐达
的慷慨激昂；漫步于那些寻常巷陌旧墙老
宅，触摸寻找历史的脉络。曾经的金戈铁
马，曾经的六朝烟雨，都在苍茫的风雨中融
入这座城市的气质和灵魂之中。

据央视新闻报道，中国美好生活数据大
调查显示：2020 年中国人每天多了 24 分钟
休闲时间；在休闲时间里，有大约38%的人
在刷手机；排在手机娱乐前三位的是刷短视
频、打游戏和追剧观影，短视频排在手机娱
乐第一名。

“刷短视频成杀时间第一利器”这个话
题冲上微博热搜，立即引来网友纷纷评论、
吐槽：“这玩意儿太浪费时间了”“自己的生
命似乎被它玩了”“简直是精神鸦片”……

调查显示，相比之下，女性刷短视频比
例高达57.63%，占比高于男性的54.99%。而
2020年10月，中国网络视听节目服务协会发
布了一份报告，显示短视频的人均使用时长
已经超过了即时通讯。因此，有媒体向读者
提出问题“你每天会刷多久短视频”。

这不禁使人想起人们曾用“全民刷屏”来
概括国人业余生活。如今，地铁里、大街上，到
处是“低头”一族、“刷屏”一族。有人一边坐地
铁一边看手机，坐过好几站后，发现方向坐反
了；有人在拥挤的车厢里，死活要拧着胳膊

从包里掏出手机，拧巴着送到自己视线范围
内看个视频；有人约了朋友一起小聚，聚会开
始前或进行中，大家纷纷埋头缄默“刷屏”。

目前，抖音、快手等短视频平台已经成
为新的流量风口，短视频上“傻瓜式”的新剧
测评、吐槽解说、片段追剧满足着许多人的
刚需，但同时也带来了很多问题。

比如，因为短视频平台属性，每个人都
可以发布自己剪辑的短视频。一时间，炫
富、猎奇、造假屡见不鲜，为追求流量，创作
者满屏纸醉金迷。直至央媒下场评论后，
多名视频博主纷纷删除“炫富”视频并道歉。

还有，近些年短视频侵权问题屡屡发
生，对于碎片化剪辑、切条、搬运、传播的“拿
来”短视频，质疑声一直不断。为此，媒体一
再呼吁保护影视版权，公众账号生产运营者
和短视频平台应尊重原创、保护版权，在业
界形成良好的保护知识产权的法律氛围。

“刷短视频”为什么成为人们的娱乐流
行方式？实际上，这是快餐文化流行的一种
反映，也是一种时代文化心理的反映。短视

频因为限制节目时长或字数，呈现的是直
观、形象和快速的特点，也利于用户上传内
容，短小精悍所以又快又多，这是文字和图
片都不能比拟的，但如果受众企图用短短几
十秒的视频来获取丰富的信息，其实并不能
得到什么收效。由文字到图片，由图片转到
视频，的确是便捷了，但我们对想象力和思
考力的调用却越来越少。

如今，短视频流行，是互联网技术发展
的结果，但是，这种技术的应用，对人类的理
性、思维、思考和思想，也造成了一定的挑
战。我们如果一味沉浸在诸如“5分钟读完
一本名著”“3 分钟看完一部电影”“10 分钟
带你了解历史”这样的短视频节目中，浏览
速度当然是快，但剥离了丰富的内容，作品
中原有的丰富的细节、细腻的情感、精彩的
故事，就会与我们无缘，以至我们很可能会
变得理性力量匮乏，思想碎片化。

如今，大量的短视频类的节目，充斥了我
们的精神生活、文化生活。必须警醒的是，我
们的精神理性不能缺失，思想不能让位。

大地有声，众生皆侧耳倾听，唯独侧耳
根听得最真切。

每年春来，山溪水暖根先觉，深入大地
的侧耳根，慢慢竖起一对对鲜嫩、灵敏的耳
朵，将春风絮语、溪流浅唱，草木萌芽，听得
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侧耳根是它走进文字殿堂后的雅名，家
乡人习惯唤作鱼腥草。故乡溪边、田埂、水
井周围，侧耳根葱葱茏茏，是大地送给乡亲
们的馈赠。它何时发芽，何时开花，何时结
果，都听从大自然闹钟的指挥。这一切看似
顺其自然，却又仿佛早有灵犀。

北风裹挟着洁白晶莹的雪花，漫天飞
舞，这天女撒下的花瓣，纷纷扬扬，簌簌落
下，像无字的低吟浅唱，又似对大地密集的
亲吻。大地旋即盖上一床厚厚的棉被。蛰
伏在地下的侧耳根，似睡非睡，时刻倾听节
气不紧不慢的轻盈脚步，倾听地层根与根的
交流，水与土的交融，还有雪落在泛黄而枯
黑草丛中的沙沙声，在河面上融化的滋滋
声，一丝一缕沁入泥土的汩汩声。

春风擦着地面来了，这是侧耳根最先接
收到的信息。小河晶亮的外衣被这柔和的
东风一寸一寸解开。鱼儿结束潜伏，跃出水

面。根据听到的信息，侧耳根舒舒服服翻了
一个身，浑身打了一个激灵，蓄势待发。

春雷滚过大地，万物苏醒，最先被唤醒
的当属侧耳根。它睡在湿润的床上，早已蓄
足水分，只等气温升高，它就以迅雷不及掩
耳之势，率先支棱起小小的耳朵。先是一片
状如小荷卷曲着的嫩叶，油光发亮，紫里泛
绿，宛若初生婴儿，充满新生的力量，拱出地
面，想迫不及待地听听地上的声音。一根紫
红色的嫩茎紧随其后，钻出地表，托举着这
个卷折皱缩、未及打开的耳朵，像探听地上
讯息的小精灵，只有它，才听得懂风的号令、
云的破碎、水的润物无声，听得懂大地与天
空的对话，虫与草的窃窃私语……

两片，四片……侧耳根心形叶子踩着节
点，成双成对地爬出草丛，清晰可见的深紫
色叶脉，像大地的毛细血管，宛如耳朵上的
神经，更像接收信息的天线。不论刮风下
雨，电闪雷鸣，永远保持一副侧耳倾听的模
样，兢兢业业地告诉人们自然的变化。

一场又一场春雨过后，布谷鸟的叫声、虫
吟声、土地开犁声，侧耳根尽收耳底。当风越
吹越热的时候，雨水越来越丰沛，侧耳根越长
越旺盛。水田边、池塘里、溪流中的青蛙开了

腔，侧耳根开始将自己的爱情举上头顶，就这
么听着蛙唱，慢慢打开花蕾。四片花瓣，分别
朝向东南西北，中间凸起的黄色须柱，极像一
枚金话筒，一个收集天地间各种声音的录音
棒。星星点点的白色花瓣上，蜜蜂嗡嗡赞美，
彩蝶蹁跹起舞。一场春天的盛事即将上演。

而此时，正是侧耳根拔节、展叶、破蕾疯
长的时候，也是人们走近侧耳根，采挖它的时
候。由于侧耳根独有的鱼腥气味，免除了飞
鸟虫兽的伤害，却无法阻挡人们的闯入。镰
刀、锄头深入草丛，固有的宁静、秩序被打
破。沾着雨水、泥土芬芳的侧耳根，从僻静的
滩涂、湿地，坐公交车走进闹市，一把一把摆
在街边，供过路人选购。“买一把吧，今早上刚
挖的鱼腥草。”像村姑一样朴实的侧耳根，难
免有些羞涩，但它们支棱着一片片耳朵，倾听
着车马喧嚣、鼎沸人声和讨价还价声。睹物
怀念，儿时夏季，母亲总会采挖一些鱼腥草，
切成节，晒干，泡水喝。这是下火的良药。

而在更多时候，或者更久远的年代，侧
耳根早就开始侧耳倾听万物的声音——牛
哞羊咩、鸡鸣狗吠，这些乡村特有的语言，侧
耳根再熟悉不过。还有劳动的号子、牧童的
笛声和对美好生活的歌唱。

有一种劳动，叫体力劳动；有一种水，叫汗水。
汗水，是从体力劳动者的身体内流出的，汗水里

有体力劳动者身体的油，因此，汗水洗涤过的皮肤，就
散发着油亮的光芒。

如果，你见过农人在田间劳作，特别是夏日，你就
知道，一位农人在劳作的过程中，会流淌多少汗水。

一人，一锄，农人在田间锄草、耘田。
一把锄，铲入土地中，身体弯曲，与地面形成一种

近乎平行的姿态。然后，前腿弓，后腿蹬，握着锄把的
双手，用力一拉，一锄草就拉完了。如此往复地劳作
着，一段时间之后，汗水，便涔涔地从身体的各个部位
流出来了。于是，农人只好起身，顺手从脖颈上取下
搭着的毛巾，在脸上擦一阵，然后，抬起头，用迷离的
双眼，望望天空，望望空中悬着的那颗火辣辣的太
阳。甫一低头，重新投入锄地的工作，汗水，就又顺着
脸颊留下来了，而且，是流个不止，流个不止……整个
劳动的过程，就是一个汗水不断流淌的过程——“汗
滴禾下土，粒粒皆辛苦”。一位农人，对此，是最有体
会的了。

日复一日，农人的脸，就这样被太阳晒着，就这样
被自己的汗水洗礼着，于是，一张脸，就变黑了，变油
了，变亮了。那种黑，是一种油油的黑；那份亮，是一
种油油的亮；那张脸，就散发出一种油亮的光芒。

1980 年，画家罗中立创作的特大号肖像画——
《父亲》，获“第二届全国青年美展”一等奖，震撼当时
画坛。

当我看到这幅油画的时候，也被彻底震撼了：血
管暴突的一只手，端着一碗水，手指，看上去是那样的
粗糙、僵硬；一张脸，布满了层叠的皱纹，沟沟道道，仿
佛有汗水正在渗出。那张脸，黑而厚，散发着油亮的
光芒；一双眼睛，平视着前方，淡漠表情下，内蕴着一
种泥土般的沉厚、一种筋骨般的刚毅。

这是一张典型的传统老农的脸。就是这张脸，终
日面朝黄土背朝天，经过太阳的暴晒，经过大地的炙
烤，经过风的吹、雨的淋；融进了太阳的色彩，融进了
泥土的色彩，融进了白天的色彩，也融进了黑夜的色
彩。于是，形成了一张黑红黑红的脸，一张散发着油
亮的光芒的脸——那是一张我们共同的“父亲”的脸。

而真正传统的老农，还有一个劳动的习惯——裸
背，当然是多在夏秋季节。

裸背劳作，或许是出于两种原因：一是贫穷，二是
习惯。那些年代，农家日子贫穷，男人夏日里一般只
有一件衬衫，一件白色粗布做成的汗衫，舍不得穿，更
舍不得终日被汗水浸泡至腐烂，所以裸背劳动，就成
了一种必然。然则多年之后，我认为，裸背对于农人
来说，更重要的是一种习惯：裸背虽然晒得很，但凉
快，况且日晒久了、习惯了，也就不怕晒了。

日久之下，一张裸背，就被晒黑了，晒得黑黝黝
的，油光发亮。

夏日在田间劳作，汗水在脊背上堆积，大滴大滴
的汗珠，珠玉般在脊背上滚动、流淌，仿佛有无数个太
阳在脊背上起舞，黑黝黝的脊背，竟然散发出熠熠的
光芒。反射出太阳，映照出田野中葱绿的庄稼——一
张裸背，与大自然浑然一体了。

黄昏，从田间劳动归来。妻子打一盆清水，为丈
夫冲凉脊背，那水冲到脊背上，才发现脊背竟然是脱
水的——只因脊背的那份油亮。

晚饭之后，月朗星稀，农人拿上一只脚凳，坐在月
光下纳凉。月光照在脊背上，月光亮亮的，脊背也亮
亮的，能映出空中的那颗大月亮，也能映出田野中摇
曳的庄稼，还有村口吹过的风，纳凉人月下的私语
……此时，裸背，乐如笑颜。

而对于自己淌过的汗水，农人并不以为苦，因为
他们明白：汗水的流淌，就是一种力量的流淌，也是一
种灌溉——对农田的灌溉，对心田的灌溉。而自己汗
水的光芒，则能照见劳动的成果，照见收获的喜悦；照
见天空和大地，照见希望和未来。

小院东边那棵椿树开花了。淡黄色的花朵缀在翠绿
的枝叶间，若丁香一般，细小而稠密，一嘟噜一嘟噜的，开
得热烈奔放，仿佛春夏之际一缕缕迷人而温暖的阳光。于
是，整个小院从早到晚都弥漫着一种浓郁而奇怪的香气。

椿树下，母亲默默地坐着，如同一位守望者，夕阳将她
的身影漂浮得很长很长，因此显得单薄而孤寂。小院里很
静。孩子在外地，我和妻子各人忙着各人的事情，能陪着母
亲说说话的时候并不多，再加上母亲听力的下降，与她交流
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吃饭的时候，我们将饭菜给母
亲端过去，母亲却显出局促不安的模样，边吃饭边嘀咕着：
你们都很忙，还要伺候我，要不，还是我自个做着吃吧。

吃过饭，母亲便从屋内到屋外，来来回回地挪动着步
子，坐也不是站也不是的，不知道干些什么才好。母亲好
长时间都不看电视了，那台17英寸的老式电视机还是父
亲在世时买的，如今被一块绒布覆盖着，绒布上已经落满
了厚厚的尘土。母亲说，如今的电视放得太花哨，不是给
她这个年纪的人看的，再说，耳背眼花的，开了电视也是
一种浪费。她几次催促我将电视送人，可如今，谁还要这
样的电视机呢。

或许是走累了，母亲便搬一个小凳，放在椿树下，默
默坐着，有时候抬眼望着天空，嘴里絮絮叨叨地说着什
么，不知道是回忆过往的事情，还是琢磨着以后的岁月。

椿树的花期很短，好像没过几天，那些稠密的花朵便
开始凋零了，那簌簌地飘落好像是小雨，又如同缤纷的淡
绿色的雪花。不一会儿，地上便铺起一层厚厚的落英。
踩在上面，软软绵绵的，会粘起满鞋的绿泥。

这时候，母亲便拿一把小扫帚，一下一下，专心而忙
碌地扫着那些缀落在院子里的花朵，然后将它们堆成堆，
扫了倒进垃圾筐里。往往前面的刚扫净，后面很快又落
上一层，母亲便转过身，再次打扫，重复着刚才的动作，一
次一次，脸上渗出密密的汗珠。

妻子看了，便对母亲说：“娘，你就歇着吧，不用你扫，
扫净了一会又落满了，等落干净后，让我一块扫。”母亲张
了张嘴，想说什么，又将话咽回去，就答应着，将扫帚放在
一边，犹豫着坐回小凳子上。可是等妻子离开，她又快速
地拿过扫把，开始重复起原来的动作。有时，扫着扫着，
看到我们过来，就急忙放下扫帚，重新坐回凳子上，像一
个做错了事的孩子，露出忐忑不安的神情。

看到这种情形，我心中很不是滋味，晚上，我把自己
的想法告诉了妻子。妻子说，你不是不知道，娘身体不
好，万一摔着了咋办？我说，她乐意干什么就让她干吧，
你看她小心胆怯的模样，看了让人难受，只要她高兴就让
她做好了……

第二天吃过饭，妻子随口说：“娘，你看这椿树花落得
满地都是，把院子都弄脏了，我也没空打扫，你没事就扫
扫吧。”刚刚还坐着打盹的母亲，听了妻子的话语，顿时来
了精神，满脸的皱纹舒展开来，嘴里连连应着：“好好，你
们去忙吧，这点小事就交给我好了。”说着，急忙抓过墙边
的扫帚，一下一下，吃力却愉快地忙碌起来。

妻子向我抿嘴一笑。
我不知道一棵椿树的树龄有多长，但我知道，明年这棵

椿树还会抽枝发芽，还会开满一树丁香一样黄色的小花。
如今，椿树仍在，花开依然，暮春初夏，落英缤纷，阳

光穿过稠密的枝叶，会漏下温暖的光斑在地上婆娑。可
是，椿树下，再也没有母亲忙碌的身影了……

儿子上幼儿园后，只要回家，他就坐在电视机前看
动画片。为了满足儿子看动画片的愿望，有时我还会
把手机给他看儿童节目。可意料不到，久而久之，儿子
沉醉其中不能自拔，再也不肯去幼儿园上学，真令我十
分苦恼。

怎么办？难道是我允许儿子看动画片错了吗？我
百思不得其解。那年春天，我回到老家，和父亲谈起孩
子教育的事，父亲未置可否，只是要我陪他一起去给房
后的树施肥。

我家房后是一片果树，那是父亲几年前栽的，如今
果树已有半人高了。

虽说到了春天，但空气中还有些寒意，父亲脱掉外
套，手拿铁镐开始干活。说是给果树施肥，其实也就是
在树根附近，挖下一个坑，然后把积攒的猪粪、牛粪等
肥料填埋进去即可。当我来到父亲身边时，看着一排
排果树，父亲爱怜地说：“这些果树就像生长的孩子，没
有充足的营养，肯定长不出好的果实。”

我开始学着父亲的样子脱外套，也手握铁镐，在紧
靠树根的地方使劲挖坑。就在我快要挖好一个坑的时
候，谁知父亲一转身，立即就叫我停了下来。

“这个坑不能这样挖。”父亲拿着铁镐，慢慢走过来
说，“你挖的坑离树根太近了，坑与树根的距离要适度，
不能太远，也不能太近。”

“距离要适度？肥料离树根太远了，果树吸收不
到养分，这肥不是白施了吗？”父亲的话，让我很不以
为然。

听了我的话，父亲不急不慢地说：“如果肥离树根
太近了，这么多养料，果树一下子吃不消，会被撑伤
的。而留有适度的距离，可以让果树一点一滴慢慢地
吸收养料，同时也有利于根须慢慢生长。留有适度的
距离，果树因为要吸收到更多的肥料，树根就只有拼命
地往有肥料的地方钻，这样果树才能长得坚韧挺拔，富
有生命力。”

父亲的话，突然让我茅塞顿开。我明白了，父亲为
什么要我陪他一起去房后给果树施肥。因为他有把
握，我给果树施肥，一定是把肥料施在树根底下。其
实，我对孩子的爱，又何尝不是？因为爱孩子，对孩子
总是有求必应，生怕他吃不饱、穿不暖、玩不好。父亲
让我陪他给果树施肥的事，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爱，
可以给予，但也不能太过，爱需要距离，太近了，爱就会
变成伤害。

书信交往在现在已经很少见了，但是收藏书信却是我
长久的爱好，书信上的墨香经过时间“发酵”而更有“味道”。

最早开始接触书信是很早以前的事情。记得小学低
年级时候，因为家贫父母在广东打工挣钱要修房子，而我
和妹妹则借住在外公外婆家里，加上两个略大我一两岁
的老表，做啥事都凑在一起，特别是外公让我们挤在一起
写信的时候，场面好不热闹。记得大老表还给我纠正了
称呼，让我不能写成“亲爱的弟妹”，要改为“亲爱的弟、
妹”，说弟妹是专门的其他称呼。当时懵懵懂懂地照着改
了，也并没有真正去刨根究底地探寻“弟妹”的意思，只是
学着大人的样子把写好的信纸对折几下，塞进铜黄色信
封，然后寄去了很远的广东。

后来上小学高年级，村小的语文老师让我们写篇作
文，名为写给二十年后自己的一封书信，已经记不清具体
写了些啥了。只记得有同学长大了想当大老板，还说那
时候的自己腰缠万贯，宝马香车，妻妾成群。隐约记得我
写的是长大了想当一名科学家，只是我始终没能当上科
学家，只是在通往科学家的路上成了一名工程师。不知
道那时候的作文是否还在，如果有幸多年后再去看看自
己当年的梦想，一定是特别有趣的事情了。

上大学之后，喜欢上了看书，也有更多的机会看到
书，有时候也信手涂鸦几笔，然后照着在各大书店、图书
馆、地摊上看到的报纸杂志上的邮箱投稿出去，没想到还
偶有发表，都是一些打油诗、歌名串联之类的，刊出后杂
志社寄来了样刊和汇款单。样刊和信封自然是被视若珍
宝收藏起来了。因为刊出的文章底下留有作者的联系方
式，所以陆陆续续收到很多读者来信。有大学毕业在广
东工作的学长，来信述说学校外边的美食；有打工的小
妹，寄来书信吐露自己的辛苦。

每次收到班长递给我信封的时候，心里总是莫名的兴
奋。因为谁也不知道信封里到底是什么内容，倒是信封上来
自全国各地的邮票让人眼前一亮，有时候班长让我扯下来送
给他。我只关心信封里的内容，迫不及待地打开一探究竟，大
致是样刊、文友来信、中奖信等，有时候也会有家书。

毕业工作后，因为工作调动，多次搬家，然而书信始
终保存完好。书信越发稀少，E-mail、QQ、微信、朋友圈
等现代通信方式层出不穷、更加迅捷，然而却总感觉缺少
点什么。

每次整理柜子，翻出那厚厚的一摞摞书信的时候，总
是特别欣慰。那一摞摞书信是青春的印记，是岁月的见
证，那里有看得到的笔迹和厚重的香味，还有温暖的故事
和温情的记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