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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插画 董昌秋

微小说

读书

节气风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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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地间一缕缕干热的风徐
徐吹送，一方方麦田变成一地枯

金；当霞光在水中折叠绮丽的涟漪；
当一树树碧绿、一岗岗翠青，绿成大

规模的翡翠；当凌霄爆出一朵一朵的
火，细细碎碎的枣花，甜成一丁点一丁
点的蜜……

这当儿，是芒种节气。
芒种，忙种，边收边种。大麦、小

麦，有“芒”的作物，等着收；谷子、黍
子、稻子……另一批有“芒”的作物等
着种。种与收，这农事里的灵魂，被压
缩 于 同 一 节 令 ，中 间 担 当 的 ，是 人 的
辛勤和劳苦。大自然的化育与人类的
付出，在此时，最见分晓，又最是天衣
无缝。

天气和人，调成了一样的频率，风
风火火，雷厉风行。天要刮风，便是
一场浩荡长风；天要下雨，又会一阵
骤然急雨。人呢，和着麦熟的节
拍、播种的节拍、天气的节拍，黎
明即起割麦，深夜掌灯插秧，争
分夺秒地在收与种之间迅速
切换。

二十四节令中，再没有
任何一个如芒种这般，气

场饱满又强大。
人与自然高度合拍、深度交融；麦收

要紧，秋收要稳。麦收要抢时机：麦熟过
头，会减产；遭遇阴雨天气，熟麦的收成
会打折扣。所以，不利索不行，不忙碌不
行，不起早贪黑不行。芒种前后麦上场，
男女老少昼夜忙。而播种呢，更要赶时
机。老人家会提着年轻人的耳朵催促：
麦播一月，豆种一时；晚种一天，秸矮粒
扁。播种的一时，关涉收获的一季，怎么
能延误？

赶收，赶种，芒种，真是紧赶紧的节骨
眼儿。

以往，不到 4 点钟，麦地里便浮动着
割麦的人。他们躬身弯腰，蚕噬桑叶一
般，不折不挠地“啃食”着巨大的麦田。圆
形的大草帽，漂浮在麦芒汇聚的麦浪上。
飞舞的镰刀下，成片的麦子躺倒在臂弯
里。太阳底下，男女老幼，全在田野穿梭
奔忙。

如今收麦，已看不到田野上的人来
人往，只有高大威猛的全自动收割机在
麦田里长驱直入。随着一排卷筒钢齿
呼啦呼啦转动延伸，麦穗连同秸秆被吞
进机器。随之，麦粒哗哗泻入斗袋，粉
碎的秸秆则雪花一般扬撒在地里。过

去百十人一天割不完的一片田，收割机
一个时辰便轻松搞定。

田野里，便显得空旷多了。如果从高
空俯瞰，大江南北是两种大的色块交织。
北方是麦子金黄，南方是稻秧碧绿；北方
是热辣辣的阳光灿烂，南方是特有的子规
声里细雨如烟。

整体的黄或绿之外，芒种的细节，也
如它的内涵一般丰满。有绿篱笆，有野玫
瑰，有好阳光，有草叶挤挤挨挨的小径。
小径从篱笆下蜿蜒伸出，远远深入到绿色
漫溢的山坡；山坡上有肥美的羊群，羊群
入松林，搅动起稠如粥汁的松香。菜地
里，苋菜、豇豆和小葱从泥土里长出来，水
灵灵可人心意；豌豆鼓起肚腹，惹人馋；蜀
葵，撸串儿似的，撸出一串串儿红的紫的
花，想把空气点燃，霍霍烧起来。

这一刻，我们看到了芒种。它呈现一
个巨大的剖面：有已收割的残稼的根须，
也有新播种子的憨憨萌芽。这是一个温
暖的季节，一个劳累但充满自豪感的存
在：过往的播种已然收获，未来的收获正
在播种。

芒种,因此成为一个归零的原点，是
由青年刚刚步入的壮年，是一种勤，一种
慧，一种善，一种美满。这就是芒种的气
场，它把眼界打开，把思路打开，让你真正
认识生命的大美之处：劳作和收获，青春
和成熟，自豪和忍耐。今日的收获，未来
的种子；今日的种子，来日的收成。循
环往复，环环相扣，互因互果，彼此
相证。一个关于生命的教诲
和暗示，越来越明晰地
凸显出来。

芒种的气场
米丽宏

今年读书节期间，市广播电视台做了一档读书节
目，约我以作家和省第八届全民读书节活动“最佳藏书
人”的身份，给广大读者推荐一部我创作的书籍，我觉
得这事不难做到，便欣然应允了。

翻检我近年创作出版的 30 多部以长篇人物传记
为主的书籍，都有推荐给读者的足够理由。但让我只
推荐一部，确实得动一番脑筋。

我觉得，在全民读书节这个节点上荐书，还是应
该推荐与读书有直接关系的内容为好。由此，我想
起了“粗缯大布裹生涯，腹有诗书气自华”这句诗。
这是大文豪苏轼《和董传留别》一诗中的首联。想起
这句诗后，我便确定推荐自己创作出版的《苏轼：一
蓑烟雨任平生》这部书。这部已经先后印刷了 3次的
书籍，不仅呈现了苏轼跌宕起伏、豪放豁达的人生轨
迹，也涵盖了他一生中最为经典的文学作品，雅俗共
赏，不枉一读。

苏轼是“唐宋八大家”之一，更是一个文化符号。
他的一生，留下了4200多篇散文，与韩愈、柳宗元和欧
阳修并称为“千古文章四大家”；他的一生，留下了
2700 多首诗歌，诗风豪放雄浑，飘逸清丽；他的一生，
留下了700多首词作，开创豪放一派，与辛弃疾并称为

“苏辛”。他的书法达到了人书合一的境界，与黄庭坚、
米芾和蔡襄并称为“宋四家”；他的画作，开创了湖州画
派，与著名画家文同齐名……苏轼无疑是一位“腹有诗
书气自华”的千古奇才。

宋仁宗嘉祐六年，25 岁的苏轼在制科御试中，以
第一名的成绩离开汴京到地方任职，担任陕西凤翔府
签书判官。在凤翔府，苏轼结识了董传并与他成为人
生知己。当时，董传的生活状况非常贫困，穿着极为朴
素，但他饱读诗书，在气质上展现出一种少有的风骨，
让苏轼敬佩不已。苏轼在凤翔府任职期满与董传临
别时，满怀深情地写下了“腹有诗书气自华”这一千古
绝句。这是苏轼写给董传的，也是写给自己的，更是写
给所有读书人的。

“腹有诗书气自华”本义指一个人书读得多了，就
自然会受到书中内容的影响，从而产生一股书卷之气，
逐步形成读书人所特有的言行举止。后来，引申为如
果一个人学识丰富、见识广博，就会由内而外生成一种
非凡的气质和风度，受到人们的尊重。这句诗，也成了
激励后人努力读书的名言警句。

作为一名作家和“最佳藏书人”，我始终把读书和
创作作为生命的两盏灯。我的“家庭图书室”拥有 2
万多册藏书，我始终把这些藏书当成自己的良师益
友。这些藏书让我从农家娃成长为一名小学教师、
一名新闻记者，后来又成为作家。多少年来，我一直
保持着读书的习惯，我觉得，对于“家庭图书室”所收
藏的书籍，如果不认真进行阅读，心里就觉得对不起
它们。为此，我把所有的藏书都做了编号，然后经常
一部一部地点名，生怕哪一部书籍被遗漏冷落。有
时，我也会在网络上进行阅读，但这只是纸质阅读的
一个辅助方式。

做到“腹有诗书气自华”，就要在阅读的过程中更
好地审视自己。阅读是审视人生的最好方式，也是人
生的最好修行。在阅读中给自己好好地照镜子，来修
正自己。人的一生，如果缺少了阅读这面镜子，就会变
得邋遢起来，就会与“气自华”渐行渐远。

做到“腹有诗书气自华”，就要在阅读的过程中更
好地超越自己。读书的过程就是与先辈能人学习的过
程。优秀的读书人就是善于在书籍中寻找到学习的目
标，寻找到赶超的目标。读书就是在不断地寻找和思
考中让自己的思想完成一次次的飞跃，让自己一次次
地超越自己。

做到“腹有诗书气自华”，就要在阅读的过程中更
好地愉悦自己。自古以来，读书都是一件非常快乐的
事情。读书不仅能够增长知识，而且会让人变得越来
越智慧。在读书中历练人生、陶冶情操，无疑会让一个
人变得充实而愉悦。

腹有诗书气自华
郭宏文

小黄刚从警校毕业来到派出所
实习，给片警老宋当了徒弟，刚进所
就听说师傅人称“神眼”，但还没见
识过。

这天清早，小黄跟着老宋巡视
在片区里的一条大街上。因为防
疫，又是周末，城市的大街小巷比平
时显得空旷寂静，不见滚滚车流，行
人更稀少。

前边不远处的公交车站牌下站
着三个人，老宋经过他们时仔细看了
看他们，一个人在低头听电话，另两
个指间夹着烟头仰头向站牌上的站
名指指点点，小黄还对他们吆喝了一
声，“你们几位，把口罩戴好。”

十几分钟后，巡视到大街尽头
再折返回来时，那三个人已经不见
了，地上扔着一个燃尽的烟头。又
走出几百米，老宋忽然蹲下身认真
看，还伸出手指拨弄拨弄，抬头两边
望望，眼前又是一个公交站了，刚才
那个站叫白塔湾，这个是白塔湾的
下一站，叫莲塘。莲塘站站牌旁边
是个街办小厂，四周除了民居和门
面商铺也只有这一家厂。老宋起身
招手，走，进厂瞧瞧。小黄奇怪，瞧
啥？这些天因为防疫，厂子还未完
全开工，能有啥情况？老宋说，防患
于未然嘛，不能啥都指望着事后看
监控，对不？

老宋上前叫门，好一会儿才有个
中年男人从门卫室里磨蹭出来，老宋
隔着门栅栏给他看了警官证，问，怎
么才出来开门？那人说，不好意思，
才听见。老宋一听，你不是本省人
吧，六常地区的？那人一愣，一边开
门一边说，对，对。来咱市多久了？
一年多了。一直在这个厂？嗯哪，一
直在这厂干门卫。

进了门卫室。老宋一眼看见一
张麻将桌，桌上蒙着布。老宋上前把
布一掀，脸就拉了下来，怎么意思，这
又是牌又是钞票的，这节骨眼儿上凑
堆儿打麻将？门卫忙说，没有没有，

这昨晚上打的。老宋说，昨晚上打的
也不中，现在禁止聚集性活动你不知
道吗？而且你在跟我扯谎，这明明就
是刚才打的，那三个打牌的人也是你
们六常老乡吧，藏哪儿了？门卫慌
了，没有没有……老宋说，什么没有，
那三个人俩二十几一个四十多，俩中
等个外加一高个，俩穿得少一个穿得
多，俩蓝口罩一个白壳壳，俩常走道
一个爱开车，他们来咱市打工八成也
是你给招来的吧。啊？门卫傻眼
了。老宋向麻将桌后一指，快把他们
找出来。小黄这才注意到，这屋里还
有个后门。

门卫哭丧着脸出了后门向院角
落里的一个厕所喊道：出来吧，别猫着
啦，民警同志都看见啦。老宋说，跟我
去所里，按规定接受处罚。

小黄说，师傅，你真神了啊，一下
就把那门卫给诈出来了。

老宋啧嘴，啥叫诈出来了，观察
分析的结果，懂不懂？

小黄说，咋观察的，咋分析的，教
教我呗，你咋知道那门卫和他老乡都
是六常地区的呢？您怎么也不能一
下子把各地口音都辨得那么又准又
细吧？

老宋说，这个不难，听口音是一
方面，你注意到白塔湾站牌底下那个
烟头没有？过滤嘴儿是深蓝底色上
缀黄点的，这种烟在本地根本没有，
全国只有六常产的“林珠”牌香烟才
是这种过滤嘴，这种烟零售十块钱
一盒，这仨人穿着打扮一看就是在
工地打工的，他们衣褶里都有泥灰，
还抽这个牌子的烟，你说他们是哪
来的？

你也抽过？
我不会抽烟，排查外来人口暂住

证时看见有人抽，问了问，就记住了。
那你咋把那仨人的具体特征整

得那么清楚呢，就算那仨人外貌特征
穿着打扮让你看清了，你咋知道俩人
常走道一人爱开车呢？

你没仔细听，那个打电话的掐了
电话对那俩说，哥们，不远了，还有一
站地，就一脚油儿的事。后来回所一
问，可不就俩搬砖的，一个开蹦蹦车
的吗？

那你咋知道……
好了，你别一件一件掰扯了，我

咋知道那仨人来咱市没几天是不？
他们连从家里带来的烟都还没抽光，
连咱这的道路都认不清，还得靠看公
交站牌连带打电话问，这说明啥？我
咋知道他们是来找老乡聚堆儿的？
现在因为防疫还没完全开工，他们老
远过来，你说这瘾得多大啊？我咋知
道他们聚堆儿就一定是打麻将？这
我开始倒没一锤子敲死，可你想想，
像他们，聚堆儿无非就两件事儿，喝
酒，玩两把。大清早的喝酒也不是个
正点啊，咱们进去一看，麻将桌果然
支在那。你还想问，我咋断定那仨人
一 定 就 进 了 厂 ，周 边 商 铺 还 歇 业
呢，只有小厂子还有门卫留守，他们
人没影了，不进厂能进哪？我当时蹲
在地上又看到烟头，还是“林珠”牌
的，就知道他们必进厂没跑了。

小黄也像门卫一样，在老宋的滔
滔不绝中渐渐傻了眼，突然眼睛一
亮，哈哈笑了，说，对呀对呀，你咋一
看地上有烟头就知道三个人进了厂
呢？万一是有人从厂里出来边走边
扔的呢？

老宋指点着他说，你啊你啊，进
门前抽的烟头啥样，出来后抽的烟头
啥样？现在所有厂矿企业内部都禁
烟，你没发现在白塔湾站牌下的烟头
抽得只剩下了个过滤嘴，莲塘站那烟
头剩下有一寸多长，这明明是刚点上
烟突然发现已经到厂门口了，连忙掐
灭扔掉进了厂。假如是刚出厂门往
外走时点上了烟，抽一口两口就扔
掉，钱多烧的啊？

小黄嘴上不再争辩什么，还是偷
偷调出监控来看了看，和老宋说的一
比对，真是心服口服了。

“神眼”觅踪
杨 明

忽略

那些容易被忽略的事物
让我敬仰
比如石崖上的草
土盖不住它的脚，依然挺直
比如那些野花
经历了寒冬，还是开到忘我
再比如一只蚂蚁
高举着粮仓，无畏前行
想到它们，每想一次
心里就亮一分

满天星

这是母亲从老家送来的
开出的花，像天上的星星一样
闪闪发亮
这是母亲的最爱
它离开母亲的视线
经历过饥饿与水土不服
在每个早晨，我都愿
为这些星星早起一会儿
我发现，枝条无限延伸
一团团花蕾，睁开了眼睛
满天星，就像母亲的爱
无时无刻不在照耀着我

倾诉

你看，那花盆里的草
在花的光环下生长
被茂盛的叶子遮挡住天空
还要随时面对一双冷冷的手
有时，它把身子探到花盆的边沿
有时，穿过空隙把自己高高举起
去抵达一种未知的远
你拔过一次，过几天
又会长出一些细小的绿
再拔一次，又慢慢长出一些细小
有的，真的就能迎来它的秋天
它比我要矮很多，我看它时
是一种仰视的目光

倾诉
（组诗）

孙小艳

又是风筝飞满天

正是雄鹰、蝴蝶满天飞的时候
眼前，一群孩子
腋下慢慢长出翅膀，银铃般的欢笑
攥紧风的纤手
多年前，我扯着一条长线
像一只逆风飞翔的小麻雀
您像一座山，就站在身后
脸上荡漾着温和的溪弦

曾经我也是您放飞的一只风筝
与蓝天、白云相嬉，或相互争执
偶尔忍不住从身体里
冲出一串串，野马的嘶鸣
如今山坡上，您与野草同时苏醒
又成为一只风筝
扯着我的眼睛
越飞越高

在暖风中雕刻

父亲 陪伴您的小河
好像清瘦了一些
泛起和您脸上一样多的皱纹
杂乱的草儿多像您唇下的胡须

轻轻坐下
家中的事，梦里都说过了
只想挨着您，一起眺望远方

暖风在田野里雕刻着季节
我也用心开始雕刻
仔细地一下接着一下，最后
雕成了一株刚刚拔节的绿秧苗

父亲
（组诗）

冯亚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