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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表情

□陈炜

炎炎夏日，图书馆里清凉如水，满眼是安静的

读者；闲适周末，新华书店顾客盈门，到处是捧读

的身影。在书的世界里徜徉浏览，在书的抚慰下

流连忘返，人们享受着美丽的时光。

每一次融入这样的场景，就像置身三月的花

园，阳光明媚，惠风和畅，草长莺飞，花香馥郁，感

觉好极了！流连徜徉之际，忘了世间烦恼，不知今

夕何夕。

当书与读者相遇，就如同春苗逢了细雨，总会

构成美丽的风景，诞生别样的情趣。读书，是一个

人修身养性、获得精神升华的必由之路。千百年

来，“耕读传家久，诗书继世长”曾作为中国农耕社

会家庭的理想状态而被一代代中国人不懈地追求

和传承、丰富和发展。耕以立性命，读以立高德，

谋生做人，二者兼修，齐头并进，从而实现修身、齐

家、治国、平天下的宏伟抱负。

古今中外，除了极端晦暗的反常时期，人类对

书的重视和崇尚，从来没有减弱过。“生活里没了

书籍，就像没有了阳光；智慧里没了书籍，就好像

鸟儿没有了翅膀。”

依稀记得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青年报刊登

了一幅读书少女的黑白图片。那显然是夏日的场

景，画面上，一位身着洁白连衣裙的妙龄女子，正

坐在公园的连椅上忘情地读书。她太入迷了，太

忘我了，甚至跷起了二郎腿，一只白色的塑料凉鞋

从脚尖垂下来，似乎马上就要滑落。此刻，朝阳从

树梢间洒下的光斑正落在她坐的椅子上，轻风飘

过，悄然拂动她额前的黑发和椅边的白色衣袂。

一切显得安静而美好。当时，这张“偷拍”照片的

发表，曾引起社会的关注和议论。在中国改革开

放刚刚起步的年代，人们的观念还很保守，思想还

比较禁闭，穿牛仔裤戴墨镜还被认为是小资产阶

级的情调，那部引起轰动的电影《街上流行红裙

子》直到两年之后方才问世。而这张“大胆而忘

我”的少女读书照片，不知扣动了多少人的心扉。

现在看来，这张照片之所以能冲破禁锢登陆

媒体，正是因为画面的主题：读书。如果那妙龄女

郎举着一根奶油冰棍儿在忘我品咂，即使她长得

再迷人，摄影师用光再讲究构图再完美，读者也不

会喜欢，编辑也不会冒险把她“搬”到报纸上。

30年后，我看到了另一幅少女读书的照片，那

是我非常敬重的一位摄影家在纽约的一个公园里

抓拍到的。树荫下，连椅上，一个黑衫花裙、金发碧

眼的少女，优雅地叠起双腿，在入迷地读一本小说，

其专注而宁静的神情，让我一下子想起了那个坐在

连椅上读书的中国少女。这张照片拍摄于几年前，

摄取的场景是在大洋彼岸的美国，毕竟时代不同国

度有别，这个美国女孩穿着“人字拖”，十个脚趾染

了鲜艳的红指甲，如旗帜般高调地面向世人。

两幅图片，一个含蓄中透着开放，一个开放中

蕴着含蓄，这一含一放之间，因为有了一本书的分

量，而瞬间深邃美丽起来，达到了很高的审美价值。

坐在一个安静的地方自由地阅读是一件十分

惬意的事情。青灯黄卷伏案苦读是一种美，林下

负笈骑驴吟诗是一种美，坐在图书馆捧一本旧书，

让时光慢慢滑过也是一种美。那种坐拥书城的感

觉有时奇妙无比，让你觉得自己富有的同时又生

出无限感慨：何时才能读完这么多的好书啊！

有的时候，你会忘记了时间，被一本书或者与

这书相关的信息所吸引。

1987年秋季开学不久的一个下午，我和同班

的封同学去学校图书馆借阅图书。我不知道他填

了一个什么样的书名，图书管理员片刻把一本32

开的泛黄的书递了过来。封同学抽出封面后面借

阅纸袋里的借阅卡准备填写自己的名字，他似乎

愣了一会儿，然后用手肘碰碰我，让我看这张借阅

卡。我拿过那张瘦长的卡片，见上面已经写有几

个名字，还有大半的空白等待填写。日子太多时

间太久我已经记不得那本书的名字和最后一个借

阅者的姓名，但我记住了它上一次被借阅的时间：

1937年10月5日。当时让我吃惊的是，自那位不

知姓名的前辈（或者校友）到封同学，整整50年间，

这本书一直无人问津，被关在兰州大学图书馆的

某个角落，默默地品尝着被冷落的滋味。

那个下午后来发生了什么，我一点印象也没

有了。青春年少，顾盼太多，很可能我坐了一会儿

就从图书馆去了旁边的篮球场。那里是与图书馆

形成反差的地方，一个热烈、一个安静，一个需要

奔突跑跳、一个却是身未动心已远。但是，随着时

光的流逝，那个借阅卡片上的时间和那个忘记了

姓名的老学长的模糊身影，总是在某个不经意的

时刻，从眼前倏地闪过。这也许是在告诉我，那个

时间，正是“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卢沟桥

中国军人抗日的枪声刚刚打响，全国军民正在冒

着敌人的炮火前进。也正是在那位前辈学长借阅

那本书的一个月之后，日军的7架飞机轰炸了兰州

拱星敦机场。很可能，他是伴着敌机炮火的轰隆

声读完了那本书。把那本书还给图书馆之后，他

去哪儿了？这是我一直想问的问题，却没有谁能

回答我。

一个叫福尔特尔的人说，“除了野蛮的国家，

整个世界都被书统治着。”如果他是我的那位老学

长，他也许会再加上一句：一个野蛮的国家，总是

妄想统治全世界！

法国著名文学家都德说，“书籍是最好的朋

友，当生活中遇到任何困难的时候，你都可以向它

求助，它永远不会背弃你。”我信！

非常想，能在某个夜晚，到“不打烊”的台北诚

品书店坐一坐，坐在灯火的光晕里，坐在淡淡的书

香中，与一本书静静地“交流”，体会如坐春风的感

觉。只可惜，在台北我人地两生，仅有的一个机

缘，匆忙辗转间没有足够的时间去实现这个愿

望。就在刚刚，看到诚品书店创始人吴清友先生

去世的消息。他倒在书店的办公室，那是他“身心

安顿、心灵停泊”的地方，他永远停驻在书香飘溢

的春天里。

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今年 4 月发布了第 14

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报告。其数据显示，去年，

我国国民人均图书阅读量为7.86本，较2015年增

加了 0.02本。尽管数字化阅读的趋势仍在增强，

但仍有 51.6%的成年国民更倾向于“拿一本纸质

图书阅读”。我想说，我就是他们中的一位。

费翔有首歌唱道：读你千遍也不厌倦，读你

的感觉像三月。对我来说，“你”就是书，书就是

“你”！8

陈更生 摄

劳动知足有滋味

读书的感觉像三月

□齐国强

在新野县汉城街张营社区，人们经常能看到
97岁的赵凯华老人乐呵呵地骑着三轮车来去。

老人有四个儿女，如今已四世同堂。和睦的
大家庭里，儿女们争着赡养她。然而，老人却要蹬
着三轮车自谋生活。儿女们给她生活费，她却把
这些钱攒了起来，“一旦你们有啥急事需要用钱，
我再还给你们”。

23岁嫁到徐家的赵凯华，早年曾白天和丈夫
一起种菜卖菜，晚上纺花织布养活四个孩子，直到
孩子们分门立室。老人73岁那年，丈夫病故，她
开始了独自生活。

小菜园是老人的主要“经济来源”。每当初冬
季节，她会扎个塑料拱棚，育上辣椒茄子西红柿等
早春菜苗，开春时蹬着三轮车拉到市场出售，能收
入2000多元；各类野菜俏销时，她会在田头、路边
的沟坎挖荠荠菜、马齿苋等，到县城大街小巷叫
卖，月余时间收入千多元；春末夏初，她一把镰刀
不离手，榆钱、槐花……收入仍“可观”；夏季里，她
挖黄花苗、茅草根、苇子根熬“三根汤”叫卖；冬天
里，她蹬着三轮拾破烂……

老人80岁那年，儿女们怕她身体不适应，不
让她再种温室菜苗，但她闲不住，在附近的河堤边
开出一片庄稼地，种上蚕豆、棉花、芝麻、花生，虽

然每样收获不多，但种类齐全，人也乐呵。
每天早上 7点左右起床，已成老人的习惯。

起床后，白开水一碗放点盐，先漱口，再喝大半碗，
从不间断。冬天，每天早、晚饭，老人会在面糊里
搅两个鸡蛋，喝上一碗半，吃半个软馍或玉米糁、
小米粥放少量红薯；夏季以绿豆稀饭为主，一年四
季，中午常常是面条。老人很少吃肉，最爱的是吃
生的蔬菜，白菜、萝卜、菜椒，切得碎碎的，用香油
加少量醋……

规律的生活，还有每晚睡前的温水泡脚。泡
完脚，在院里来回走动大约半个小时，然后坐床上
看电视里的戏曲节目——这是儿子专门为她固定
的频道。晚上八点多钟，躺下睡觉。

辛勤的劳动，让老人锻炼出一副好身板，除
了耳微聋，腰微弯，基本没生过病。偶有伤风感
冒，也从不吃药，黄姜葱白熬汤一喝，出出汗，病
就好了。

老人勤劳的一生，也影响着子女。她的大儿子
曾当了十多年板车工，如今依靠温室大棚住上了楼
房，过着子孙满堂的生活；小儿子举家外出打工，日
子也过得幸福美满。两个女儿也像母亲一样勤劳，
虽然都已年逾花甲，但个个把家庭操持得温馨幸
福。这些，也是老人感到知足、幸福的重要原因，她
常跟人说，“看到孩子们个个过得有滋有味，我无牵
无挂的，咋能不身体健康，咋能不活得长久呢？”8

2012 年清明，全家移民到百里外的
杨俊将，听到别人放鞭炮，先是一怔，不由
落下泪来。从老家搬出来那天他就知道，
通水后自己再找不到江底下那块祖坟
了。即便如此，几天后，他又上了太子山。

杨俊将比秋娃略晚，1975年 10月进
场。当时不到20岁，如今已两鬓白发。

在目前的护林队员中，老杨资历最老。
队员们，包括荷枝，都称他为“杨队长”。

除了不会烧砖，杨俊将精通护林人的
一切手艺。拿起桨来，他是一流的船老大，
能带着队员们劈风斩浪，抄近道赶到别的
工区护林；放下桨，他又是种树的好手，上
世纪70年代，他一天能栽300棵松树苗。

老杨说自己这辈子引以为傲的，是他
负责的工区几十年没发生过大的火情和
盗伐事件，并自称是宣传工作做得好。陈
人中笑着在一旁揭了老底：“你上次喝酒
不是还说年轻时跟好几个村里人因为砍
树干过仗么？”

杨俊将脸一红，回忆起陈年往事：有
一年巡山碰上大雪，三四个人挤在一张床
上；有一天巡山太晚，到老乡家借宿，却发
现人家移民搬走了；某年巡山走的路多
了，黄胶鞋穿坏了好几双……

佝偻着背的杨俊将说，再有几个月就
要退休了 ，他有些不
舍。跟秋娃是一辈子
的朋友，却不能像秋
娃那样把一生都
献给太子山。

“毕竟我还有
家人和有时候
半年才回一
趟的家。”

山中无时辰，我们此行还有很多没见
到的人：搭了三个支架还坚持巡山的场长
陈人范；一家祖孙三代护林的老队员郭金
统……每个护林人，都是一本厚厚的《故
事汇》。

心在诸峰，敢叫荒山披锦
绣；意留碧波，誓保清水送京
津。在太子山，在库区
沿线，在淅川县，一代
又一代的护林人，种
下片片绿林，管护
座座青山，为南水
北调中线工程核
心水源区构筑起生
态净水屏障……

下山的时候，
杨俊将把我们送
出很远。从来路
望回去，他的身影
显得很高。8

孤峰 碧水 护林人
□本报记者 归欣 胡心洁 李俊

八百里丹江烟波浩渺。豫鄂交界处
水天一线，当地渔人称之为“小太平洋”。
再向南，湖面渐次收窄，形似葫芦口，此处
有一山峰，像张开的巨手拍进湖面，形成
五道湖汊。

相传此地葬着古时楚国一位太子，得
名太子山。山上有一林场，是我省最南端
的天然林场，距其行政管理属地淅川县香
花镇，直线距离约20公里。

南水北调中线通水，这条水路已成天
堑。想去寻找那群传奇的护林人，得绕道
80公里，去走他们平时上山的那条路。

这是一条比想象更难走的路。上午7
点 10分，当巍峨壮观的渠首大坝从后视
镜里消失时，就没路了：在被大车碾得坑

坑洼洼的土路上蛇行一个多小时进了山，
忽左忽右，忽上忽下，绕过几道山梁翻过
几道岗，连前面啥方向也不能确认。如果
不是副场长陈人中做向导，一行人怕是要
丢在茫茫大山里了。

两驱车在一个陡坡前罢工了。下来
推车时我们问老陈，平时护林员咋上山？
他说，能搭车搭车，摩托走不动时就走路，
没路的地方就到了——以前有个护林员
不信邪，买了电动车推上去就再没用过。
这也是为啥他们三四个月才回一趟家。

临近正午，感觉眉毛都淌下汗时，一
只红腹长尾雉从眼前悠然踱过，抬头看见
两排二层砖混小楼，老陈说，到了。

时间是11点40分。

3万余亩生态林，30多名护林员，50
年坚守，全省最南端的护林队，唯一一支
水上护林队……我们终于走近这群终年
在山里植树、护林、保水的人，只是那些创
造传奇的人，有的健在，有的逝去了。

2010年秋，58岁的老护林员赵好秋
（小名秋娃）知道自己不行了。弥留之际，
他对围在身边的老伙计提了这辈子最后
一个要求：“能不能把山上的柏树砍两棵
给我做棺材？”

场长陈人范跟几位老队员对望几眼，
缓慢而沉重地摇摇头：不行。

赵好秋似乎早知道答案，微笑着闭了
眼，走得极安详，也可能略带遗憾。

陈人范后来跟人们说，秋娃干了一辈
子护林员，他能理解。咱太子山只有护林
的义务，没有砍树的权力，树是啥？树就
是命。这个口子不能开。

1975年 3月来到太子山的秋娃是最
早那批护林员。三面环水的林场，交通极
不便，想建场房，砖瓦只能自己烧制，这让
有制砖烧窑手艺的秋娃格外“吃香”，时年
23岁的他成了林场唯一的烧窑师傅。

陈人中指着不远处山坳里四五间已显
破败的旧房子说：“那就是第一代护林人的
场部，一万多块砖，都是秋娃烧制的。”

完成烧窑使命的赵好秋驻守在林场
的一座山岭上，开始了护林生涯。到了成
家年龄，也谈过几个对象，都因为他不愿
出山而未能成婚。随着年龄增长，婚事也
慢慢被他淡忘了。

几十年来，秋娃管护的林区无盗伐
滥伐和森林火灾发生，自己却积劳成疾，
长眠在太子山巅。附近居民把他以前居
住的山岭称为“秋娃岭”，以感念这位平
凡的护林员。

沿着场部往山坳里走，迎面是丹江。
一行人随意聊着，很快就到了刚才看到的

“老场部”。迎面一位大姐左手抱着个小
女娃，右手提着个水桶，里面几条正宗的
野生丹江鲫鱼吐着泡泡。老场部旁的三
间平房，是她的住所。

陈人中打趣道：“荷枝，抱着孙女还下
河逮鱼，你可真中！”

女主人笑了：“逮啥呀，这是我弟在江
里刚打上来的。”

她叫李明瑞，小名荷枝，娘家就在附
近的山里，1993 年，她谈了个对象张端
峰，是太子山的护林队员，就嫁了过来。

荷枝说，我们来得不巧，她男人20分
钟前带着干粮巡山去了。

“每天都要巡山吗？”
“主要是秋冬和逢年过节。”她一边

答，一边搬来几把凳子请我们坐。

洗着树上摘下的枇杷果，荷枝回忆起
刚嫁到林场的那一年。大年三十，她把饭
菜都端上桌了，山上的树林着了火。张端
峰披着衣服就出门了，她也不知道怕，跟
着上山。先是砍树枝扑火，后来衣服脱了
扑，再后来就拿刀拿铁锨砍出来一个隔离
带。等到下山回家，菜都冻成一坨了。

走进她的家，简单的摆设，陈旧的电器，
与山外似乎是两个世界。荷枝却很知足：以
前吃水要靠挑，别看离江边只有三里路，来
回一趟要40分钟，现在有自来水了……

告辞前，记者问荷枝对往后的日子有啥
打算，她说，听说上面打算在太子山搞开发，
如果能弄成就好了，毕竟能增加一点收入。
自己苦一点没事，就是怕孩子跟着受苦。

回望荷枝的家，前山后岗，左林右泉，
谁看都是“好风水”。但愿她的期盼早日成
真。

荷枝之期盼

杨队之不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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