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鸟人说鸟

“学舌高手”八哥鸟

八哥鸟是一种神奇的鸟，自古以来一些
会学嘴学舌的鸟，像鹩哥、八哥、鹦鹉、画
眉、百灵、金丝雀就是王宫贵族公子王孙们
的玩耍之物，尤以鹩哥为上，八哥鸟次之。
《燕京杂记》 记载：京师人多养雀，街上闲
行者有臂鹰者，有笼百舌者，又有持小竿系
一小鸟使其上者，游手无事，出入必携。每

一茶坊，定有数竿插于栏外，其鸟有值数十
金者。
八哥鸟通常体长 25 厘米，有明显的额
羽，鸟通体黑色，从鸣叫声也可以区分公
母，雄鸟的歌声好听，而雌鸟的歌声粗哑而
低沉。粗看起来颇似鹩哥，但与鹩哥有着显
着的区别，上上乘的八哥鸟的特点是玉嘴黄
脚、尾羽有白色羽端、尾
下覆盖白色羽毛、全身外
侧羽毛都是黑色并且呈现
着金属的光泽，和鹩哥相
比，八哥的个头相对小一
点。一般野外的八哥鸟的
寿命为 7 到 9 年左右，人
工喂养的八哥鸟在 9 到 15
年左右。
八哥鸟伶俐易驯，能
学人语及其他鸟类的叫
声，语言能力和七八岁幼
童不分上下。一般选择头
窝幼鸟最好，在幼鸟中头

□沈海波

窝的幼鸟聪明一些。其实八哥并不是真的会
说话，而是八哥鸟具有很好的模仿能力，模
仿人的语言发声，通人性，能很好的与人相
处，是一种非常聪明的动物，许多人都喜欢
养八哥鸟。
俗话说“人贵有志，鸟贵羽丽”野生环
境下的八哥鸟，毛泽发亮，鸣声高昂。训化
后的八哥鸟如果羽毛不整，缺少黑色金属光
泽，眼睛半开半闭，黯淡无光，尾部带不潮
湿粪便，安静，发呆，厌食，一定是不健康
的鸟。
人们喜欢八哥鸟说它“学嘴学舌”讨人
喜欢，其实“八哥”和人相比要诚实的多。
你教它一句，它绝不会“添油加醋”。而人
就不一样，他会绘声绘色地描述，生怕他人
不知道他“才高八斗”，有时描述过了头就
成了“搬弄是非”。
随着经济的发展，生活水平的提高，再
加上八哥鸟非常有灵性，并且通体黑色的外
观非常特殊，深受人们的喜爱，将八哥鸟当
做宠物鸟来饲养的人也越来越多。

书上说，有三种人不宜读书。一种人
是天才，才华横溢出太平洋的那种，读死
书反而会束缚了他；另一种是呆子，榆木
脑袋，越读越呆；还有一种是坏蛋，因为
不怕流氓会打架，就怕流氓有文化。
我恍悟自己原是个不宜读书的呆子，
但后悔也迟了。早年颇有“丈夫拥书万
卷，何假南面北城”的豪气，到后来岁岁
年年在书海中攻城拔寨，在现实生活中节
节败退，才知道自己错了。读书多而实践
少，终于呆气横溢，终于不合时宜。比如
说编辑约我写一篇提倡阅读的稿子，我却
在这儿说得不着四六。
有人说过，当你真诚地去爱一个人，
是从看到他的缺点开始的。我对读书也如
斯，像呆子似的读了很多年书，你就会觉
得书是你生活的一部分，它带给你的改变
也在某个时刻昭然若揭。时常觉得孤独，
失语，与现实生活有着无法弥合的缝隙。
仿佛在两个世界中穿行。当然优点也很明

显，你拥
有了另外
一 个 世
界。当别
人问你有
能够沟通
的 朋 友
吗？你可
以很装逼
地说，有
啊。爱因
斯坦、尼
采、叔本
华 …… 缺
点是别人
问，这些
朋友有活
着的吗？你只能眼神落寞地低下头。呵
呵，这是电影 《心灵捕手》 中的一小段，
当时看得我心有戚戚焉，聊可代表某种处
境。
当我写下 《读书人的春天》 这个题
目，如果你是个积极上进好青年，你会想
一定是歌颂读书。春天嘛，万物生长，欣
欣向荣。如果你跟我一样心理阴暗，你立
刻会想到另外一层意思——春天不是读书
天。
其实，人生就是永远有两层意思，所
有的价值都在争斗、冲突。就像现在每个
人都在说“慢生活”，但每个人都脚步匆
匆。每个人都在说读书好，看书的人却越
来越少。书卖得最好的是那几种——养
生、鸡汤、成功学。因为它们都很有用。
养生保命，鸡汤安慰心灵，成功学给自己
打鸡血，继续为房车奋斗。你可以淡泊名
利，埋首书斋，但是你同样要面对房价上
涨，孩子就学等现实问题。这真的不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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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人爱书
□王

锐

“我看透了”就可以。
说真的，这是个价值多元的时代。你
很难去评价另一个人的生活，更没有资格
去指导任何人的生活。当然，现在有太多
人生导师、太多鸡汤作者忙着去指导别人
的人生，而我认识的一些鸡汤作者，自己
活着一团糟，鸡汤从来不包治百病，只给
你暂时的美好幻觉。正如一个情感专家所
言，她的婚姻是失败不起的，因为失婚就
要失业。人们无法相信一个失败者给出的
人生建议。但她最终还是离婚了，因为不
得不。现实比她书中的案例复杂得多，她
解决不了自己的问题。后续发展蔚为壮
观，她的粉丝冲到她家门口，放火焚烧她
的书，很讽刺，是不是？那些粉丝也是读
书人，对不对？现在有些畅销书上应该写
着“读本书可能导致脑残”的警示标语，
然而却没有。
读书是好事，但跟所有好事一样，过
犹不及。我已人到中年，终于成长为一个
“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的可耻的、
无用的书生。
我只想友情提醒两个事。
第一个是，尽信书不如无书。要是没
有独立思考的能力，你的脑袋就等于成了
各位作者的跑马场，越读越浆糊。你会由
一个人变成一个可怕的两脚书橱，满腹酸
气，令人避之唯恐不及。
第二个是，读书一定要“知行合
一 ”， 不 是 看 了 一 本 书 ， 就 是 读 过 一 本
书，必须读过，实践过，验过了书中道理
的真伪，内化为你自己的血肉，才叫读过
了；那些说“听了那么多大道理，仍然过
不好这一生”的人，因为他们不过是“春
风过驴耳”而已。
以上，你也可看成一个书呆子的忏悔
录。

凌晨醒来，已无睡意，索
性半躺着，
等待黎明。
这段时间
要写的文字多，
就想换个思维。
文学不仅仅是文字的表达，
而
是一切艺术形式的体现。
每个人都有各自的出生
和生活环境，不一样的人不
一样的环境就有不一样的观
念，犹如两条河流，不是一个
方向，终归不会流入一个河
道里的。
上午讲了一个半小时的
□
课，深为感动的是，课后，一
位年轻人跑来对我说：
“您讲
的好”这是对我最好的褒奖。
前一段时间，朋友告诉我，她
现在理解深刻的是“坚持”二
字，生活中好计划的人多，行动的人少，凡事再
好，不落实到行动上也是枉然。
巴尔扎克《高老头》：我们的心是一座宝
库，一下子倒空了，就会破产。一个人把情感统
统拿了出来，就像把钱统统花光了一样得不到
人家原谅。
散步在林荫道上，看到太阳透过树林，散
发出斑斓的光束，宛如在森林里前行时看到的
光明和前行的目标。走在乡村的小路上，感觉
阵阵熟悉并带着泥土芬香的乡野风，扑面而
来，她是那么的热情、温暖、真实，村民家门口
栽种的果蔬散发着特有的清香，感受这美妙的
生机和诗意，心旷神怡。路上遇到几位年纪大
的人，说到兴化的过往，大都还停留在个人微
量的所得信息中，但他们的好处是不相信任何
以往的真实性，况是书籍，因为他们认为自己
没有在现场，
这怎么能够相信呢？
平日里，我读书写字累了，就读家中所存
的书画。或出去走走，拍摄一些图片记录我心
中想要表达的情愫，这也是思想者抓住稍纵即
逝的感觉。
一滴水是生命的结晶，一篇文字是我用心
写下的对家乡的挚爱，一份爱永怀心中，她温
暖如玉。蜜蜂恋花，书人爱书；书斋之光，充满
温馨。

姜晓铭

春

乡里农事之五十六

对这金黄如画、香甜似醇的广袤田野，享受
阳光的灿烂和温暖，享受春光的明媚和绚
烂，向这原生态的自然美中领略“渺乎撮
土，廓乎水区，襟淮带江，背海临湖”的水
乡春天里最热烈、最甜美、最欢畅的呼吸。
忍不住登上一块垛岛，把自己躺在花丛
中，躺在花香里。人只有贴近大地，才能闻
到泥土的芳香、大地的呼吸。这久违的呼
吸，温暖、甜蜜而亲切。
真想把自己栽成这里的菜花一朵，在自
己的土地上，让自己的心灵自由生长，让自
己的欢欣尽情释放。再把自己开怀的欢乐弥
漫向空中，让空气中溢满芬芳的呼吸；倒影
在水中，于是那小河，也就镏了金，镀了
彩，添了芳香，成了醉人的佳酿。嗅一口，
馨香四溢；望一眼，七彩迷离。七彩的阳
光，画出七彩的田野，还有这七彩的河流，
七彩的梦。
这如梦的一刻，从此定格在相框中，凝
固在记忆里。

场

的河湖，芬芳的海。花海如潮，金浪翻涌。
每一丛油菜花都是一朵欢腾的浪花。每一朵
都舒展着春天的饱满，盛开着自信的张扬。
它们把积攒了一冬的阳光激情绽放，才有了
这等的热烈，这等的辉煌，又这般稠厚，蛋
糕似的，切得开来。而把这香腻的蛋糕切割
成一块块的，不就是那粼粼闪烁着银光的纵
横穿插的河渠吗？
不能化作一只蝴蝶，在花间翩翩起舞；
那就坐上一叶扁舟，在小河轻轻荡漾吧。
凭轩观锦缎，隔水唤船娘。篙点一渠
绣，舟洇四面香。循着河道，绕着垛岛，直
荡入花丛深处。金色的阳光像水似的流淌，
淌入河塘，又向四方漫延，涂成一幅巨大艳
美的图画。巡游在画图中，船成了活泼的风
景；穿行在花丛里，人成了幸福的花蕊。整
个身心，都沉浸在美的享受里。
生活本该是一种享受，有享受，才有陶
醉，才成幸福。幸福的心态虽不贵重，却很
珍贵。从小屋的封闭和冷漠中脱身开来，面

读书人的春天 or 春天不是读书天

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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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仁奇

夏收与秋收的繁
忙季节，乡村每个生
产队分成两个战场：
一个在田间，收割、
挑把、耕作、栽插，
由生产队长负责指
挥；一个在打谷场，
晒麦、晒稻、堆草，
等等，由场头组长带
着。场头组长说起来
带“长”，却不是个
正儿巴经的职务，但
其责任特别重要。晒
麦、晒稻；扬麦、扬
稻，堆草堆、扫谷场
……这些活儿，都得
由场头组长带领一帮
□
人做得逸逸当当。
场头组长还有另
一个职责，那就是晚
上看场。
大集体时期，生产队不富裕，乡民
家庭更是贫寒。一家几口人，吃是头等
大事，少数束手无策的乡民有时会对生
产队的粮食打主意。一个生产队有一二
百亩的庄稼，每收获一季麦子或稻子，
都有几万斤的粮食堆放在打谷场上。打
谷场离村庄有一定的距离，粮食夜里无
人看管，谁也放心不下。夜里看场，每
个生产队都有专人。好多生产队的看场
人就是场头组长。
白天要带着人在场上干活，晚上还
要睡在场上看护粮食，一个场头组长要
具备好几个条件：要识天气。通过抬头
看天色，知道什么时候天气晴朗，什么
时候刮风下雨，避免场上的粮食受损
失；要懂农活安排。什么人做什么、什
么时候做什么，场头组长会把握；要德
高望重，令人信服。在场上干活的人要
自觉听从他的指挥；要与生产队长配合
得好。明天场上需要多少人，一天下来
每人该记几分工，这场头组长在生产队
长面前说话要有用。更重要的是，晚上
看场，这个人要让全生产队的人放心。
这么重要的一个角色，通常都是召
开小队会，一户来一个人，在小队会上
推荐，获得大多数到会人员的认可后，
才能成为场头组长。做事马虎的人，手
脚不老实的人，不可能被选上。
只要麦子、稻子一登场，不管刮风
下雨，场头组长每天夜里都要睡在打谷
场上。次日天明，才回家吃早饭。
打谷场上，有一个“茅工棚”，这
便是场头组长夜里看场睡觉的地方。茅
工棚正方形，长宽各 2 米。茅工棚四个
角用四根木柱立着，底部是木板，棚顶
用稻草覆盖，四周也是齐头稻草围裹，
遮风挡雨。茅工棚的木板上放着一张破
席，外面挂一盏马灯。夜晚看麦场，看
场人用蚊帐支在茅工棚内，躺在破席
上，留意着外面的动静。此时陪伴看场
人的，是深夜的孤独与寂寞，还有飞舞
的蚊虫、鼓噪的青蛙以及河面上跳跃的
小鱼……
麦子或稻子脱下来，堆积在场头
上，看场人夜里几乎就不合眼了。每打
一个盹后，看场人都要提着马灯，仔细
查看每一个粮堆，看有无失窃；在谷场
附近的河边、桥下，看有无异常……万
一失窃，既损失了辛辛苦苦收获来的粮
食，也让自己这个看场人在全队人的面
前抬不起头。
生产队里的洪生大叔做过多年的场
头组长，一段佳话至今还在老一辈人的
口里颂扬。一天晚上，有邻居对洪生叔
的大儿媳悄悄地说：
“你公公叫你拿几个
袋子去场上……”刚过门的媳妇不知底
细，心生疑惑，但最终未去。次日晨，
洪生叔从场上回家，媳妇如实陈述昨晚
之事。洪生叔听后先是一惊，然后直夸
儿媳：“幸亏你没有拿着袋子去，否则，
被人看见，我们没有偷稻也是偷稻贼，
我们一家人跳进大河也洗不清了！
”
只有当场上的麦子或稻谷全部清理
离开了打谷场，看场人的一颗心才算真
正放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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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明干

东风唤醒花千树，日日寻春日日新。谁
不想采撷春天的秀色，谁愿错过自然的缤
纷？
当金灿灿的油菜花把洋溢的芬芳盛绽在
蓦然间抬望的眼前，春天，已经铺天盖地的
汹涌而来！
不必等待，立即出发。一辆车，一声
唤，几张欢笑的脸，几颗欢跳的心。沐着午
后的阳光，滤着春天的风，一路奔驰，向着
菜花最稠密的方向驶去。我们要从菜花的芬
馥里，采撷春的甜蜜。
如诗的烟柳，如歌的杉林，如带的河
渠，如镜的池塘，沟盘龙虎，桥枕凤凰，青
豆黄花地，红桥碧叶舟，裹拥着春天的气息
扑面而来，使得我们的每一眼张望都无限痴
迷，每一口呼吸都无比陶醉。
赏花最美在东旺。站在远离烟尘的观景
台上，我们不禁惊艳于眼前那巧夺天工的烂
漫与壮观了。
千垛芳畦铺锦幛，一泓春水泊繁华。在
由块块垛岛、条条河
渠、片片黄花交织成
的图案上，当温暖的
阳光锻成金子般的碎
片被浩荡的春风泼洒
其间，这天造地设的
幕布，就成了一幅浓
墨重彩的油画，把大
片大片的金黄碧绿浅
蓝深褐肆意挥洒，有
着大块朵颐的酣畅。
那油油的绿意，如蓬
勃的生机；那片片的
金黄，是灿烂的希
望！
这满目的金黄，
使我们的张望染上了
富足的快慰和满足的
幸福。眼睛得到丰富
和充实，心灵得到愉
悦和滋养。
也许人生最大的
财富就在于一段又一
段时光愉悦的链接，
那是生命的锦绣。
千万朵油菜花鲜
艳地绽放，汇成锦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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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惜字纸

乱弹水浒之十七

破解 《水浒传》 书名之谜
事”来概括全书似乎也没错，但事情
果真这么简单吗？
晚明书坊主、出版家袁无涯在
他所刻印的《忠义水浒全书》的序言
“《传》不言梁山，不言宋江，以
中说：
非贼地，非贼人，故公以
‘ 水浒’名
之。浒，水涯也，虚其辞也。盖明率土
王臣，江非敢据有此泊，其居海滨之
思乎？”意思是说，这本书不以“梁
山”或“宋江”命名，是想表明宋江的
忠心。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
滨，莫非王臣，宋江不敢据梁山泊为
私有，只是暂借栖身而已。正因如
此，袁无涯刻印的版本以《忠义水浒
全传》命名。
明末清初文学评论家金圣叹则
“ 施耐庵传宋江，而题其书曰
认为：
《水浒》，恶之至，进之至，不与同中
国也。而后世不知何等好乱之徒，乃
谬加以
‘ 忠义’之目。呜呼！忠义而在
水浒乎哉？忠者，事上之盛节也。义
者，使下之大经也。忠以事其上，义
以使其下，斯宰相之材也。忠者，与人之大
大多数国人都读过《水浒传》，但“水
道也；义者，处己之善物也。忠以与乎人，义
浒”究竟是什么意思？施老爷子用《水浒传》
以处乎己，则圣贤之徒也。若夫耐庵所云
取代原先定名的《江湖豪侠传》究竟有什么
‘ 水浒’也者，王土之滨则有水，又在水外则
深文大义？
曰浒，远之也。远之也者，天下之凶物，天下
在《说文解字》中“浒”写作“汻”，徐铉
之所共击也；天下之恶物，天下之所共弃
校曰“今作浒”。
“ 汻，水厓也。”亦即“水边”
的意思。
也。”大意是说，宋江是揭竿造反之人，哪有
按此理解，
《水浒传》的含义就是“发生
什么忠义可言？施耐庵之所以命名“水浒”，
在水边的故事”。确实，108 位好汉们聚居的
是表明要把宋江一伙像驱逐不祥之物一样
根据地就是方圆八百里的水泊，中间是宛
驱逐到王土之外，
驱逐到遥远的水边去。
子城、蓼儿洼，山脚下有金沙滩、鸭嘴滩。梁
还有一种观点则认为，作者用“水浒”
山人马曾在这里打败童贯、高俅大军，梁山
命名其书，是为了比喻宋江等人聚义梁山
事业也从这里起步，用“发生在水边的故
泊，就像姜太公在渭水钓鱼一样寄望朝廷

□陈学文
招安，以达到为国效力之目的。
以上三种观点见仁见智，都有一定道
理，但现在更多的研究人员则从历史典故
方面来解读水浒。
“水浒”一词最早出于《诗经·大雅·緜》
中的“古公亶父，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于
岐下”。
这短短十六个字说的是一个对中华民
族发展具有重大影响的历史故事。
周部落原居于陕西武功一带，后迁居
于豳 （今陕西旬邑县），这些地方都属于
西北边陲，土地贫瘠，更为严重的是，还
经常受到周围野蛮彪悍的戎狄 （主要是薰
育戎） 民族的袭击骚扰，到古公亶父为部
族首领时，他率领周人离乡远徙。他们历
尽艰辛，越过漆水、沮河和梁山，迁至渭
河流域歧山以南的周原。这里物产丰富，
土地肥沃，古公亶父造田营舍，建邑筑
城，国力迅速发展壮大，到周武王时灭掉
商王朝，建立了强盛的周朝。可以说，是
伟大的古公亶父一个迁徙的决定，奠定了
周王朝 800 年的基业。
从这个典故入手，
“ 水浒”引申为两种
解释，一是“安身之处”，
一是“出路”。
确实，水浒叙述北宋末年，皇帝昏庸、
奸臣当道，出身小吏、军官、地主、商贩、流
民、渔民等各个阶层的英雄豪杰，因为各种
原因走投无路，方圆八百里水泊梁山便成
了这些好汉的唯一安身之地，当他们梁山
大聚义之后，又面临寻找出路的问题。在宋
江带领下接受朝廷招安，率军征战四方，梁
山英雄纷纷死于南征方腊的战役和奸臣的
陷害，最终 108 位兄弟分崩离析，以悲剧收
场。除了招安，梁山还有更好的出路吗？如
果有，路在何方？
（上）

昨夜睡的不好，索性坐起来读书。读杜甫
《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为人性僻耽佳句，
语不惊人死不休。老去诗篇浑漫与，春来花鸟
莫深愁。新添水槛供垂钓，故着浮槎替入舟。焉
得思如陶谢手，令渠述作与同游。尤喜诗中：
“老去诗篇浑漫与，春来花鸟莫深愁。”此诗系
杜甫五十岁作，
时居于成都草堂。
读书勤乃有，不勤腹空虚 。人读书越多，
越感到自己不足，越会安静，越不会感觉寂寞，
在书的王国里遨游，
让心灵自然的栖居。
与友人聊天，聊到现在一些出书人的浮
躁，缺少敬畏之心。有的人，不在读书写作上下
功夫，反在书外用上心。我的兄长说过“印在纸
上的字不一定就是书”，读书要有所选择。说到
底读书在于明德明理，孝亲尊师。
小时候，我爸爸教育我，人家对你好，你就
得加倍地对人家好。我奶奶教诲我，我们姜家
人，不忘给过我们微笑的人，不忘给过我们帮
助的人，永远不忘的是我们回报人家。儿时，
我爸爸告诉我，我们家的堂号是“渭水堂”，族
谱中我的字辈是“伯”字辈。我们兴化城姜家，
自清·咸丰年就居住在兴化城东门，家谱毁于
文革，我们家的堂联：渭滨世泽 天水家声。
人生蒙学儿童始，从小养成读书的爱好和
习惯，终身受益。笃学明理，潜心读书方是真
谛。前段时间，在一户旧宅的墙上看到“敬惜
字纸”，记得儿时我外婆告诉我要爱惜字纸，
写完字的纸不得随意丢弃，上厕所不得用有字
的纸，也不允许用脚践踏有字的纸，要将写过
字的纸收集起来放到巷子里的“敬惜字纸”中。
敬惜字纸，也就是要求敬重和爱护文化；
“敬惜
字纸”是文化传统中的良好美德。
当年我读中学时，我的先生要求我们写作
时，将可说或不说的话就不说，复杂的事简单
到科学，要注意文章的语法、修辞、逻辑，在文
章中要写出自己要说的话；因为，文字是表述
自己内心的情感。我父亲告诉我，白纸黑字，写
出来的文字是要对得起自己和读者的，做人不
张扬不随流。我用文字诠释我所读过的书经历
过的事，这就是我读书写字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