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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纵横文化纵横

时光易老
爱请趁早

李琳

一花一石都有意
柴华林

不知不觉，季节的双手就推开
了“九九加一九，耕牛遍地走”这扇
春的门扉。河湖边、公园里一簇簇
迎春花已然争奇斗艳，春风吹拂下
的柳枝也舒展开翠绿纤柔身姿。
再看公园里、山坡上竞相绽放的山
桃花，或浓或淡，或粉或白，笑靥灿
然，馨香扑鼻，招惹得蜜蜂、蝴蝶闻
香而至。

阳春三月，大地回春，风清气
净，草长莺飞，正是踏青赏春的最
佳时节。但在我国民间，此时正值
惊蛰、春分、清明和谷雨等春耕、祭

祖时节，民谚和古诗词中不乏多有
记述。如“惊蛰一犁土，春分地气
通”，说的就是惊蛰时犁田翻地于
春分耕种之重要；而“清明时节雨
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则指清明
时行走在雨中的人那种失魂落魄
感。也就是说，古时人们多把时令
节气作为农耕收获、祭祖祈福时
节，尤其清明时节，主要是扫墓进
香、祭奠先祖，踏青赏春是次要的。

阳春三月，踏青赏春、园林游
春、庭院观春、诗歌颂春，为古往今
来很多人乐享的一件闲情逸致。

如，苏轼的“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
水暖鸭先知”，杜甫的“两个黄鹂鸣
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白居易的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
泥”等诗句，好似一幅幅水墨画，清
逸雅趣，浓淡相宜，情景交融。

如今，阳春三月时节，许多人
都会走出家门踏青赏春，特别是清
明节前往亲人墓地扫墓祭奠后，都
会选择到附近公园或山间游览小
憩、观景赏花、放放风筝，抑或品尝
些美食。踏青赏春自然是山川郊野
比较理想，比如永定河畔，斋堂川、

九龙山腹地等。这些年，每年清明
节前后很多市民前往陵园墓地为
先祖扫墓祭奠后，都顺路到附近山
川河畔踏青游览，有的人特意到山
桃花多的山川、水畔看花赏景。

九龙山的山桃花，是我儿时记
忆里的一部分。那时，我去九龙山
不逮鸟也不砍柴，就一件事：给家
里养的兔子、山羊打草。开春后，
山上长出白蒿就开始上山。那时
山上的山桃树没有现在这么多，花
开的比现在也略晚一些。零零散
散、含苞待放的山桃花挂在枝头，

很惹眼，感觉很新鲜。所以，每次
下山时就折几枝拿回家插在瓶子
里。这些年，不止九龙山，永定河
畔、滨河世纪广场、葡山、石门营等
多个公园里，山桃花也如诗如画。
各处的山桃花绽放时，一层层一片
片，清香远布。不少游人和孩子也
如我儿时那样兴致，扫墓祭祖、踏春
赏景归途都要攀折两枝带回家中，
意欲让春天在家里多住些时日。

山桃树自然长成，耐旱耐寒，
不惧风雨。它的种子落到哪里，就
在哪里落户安家，生生不息。阳春

三月它花开灿烂，馨香淡雅，似雪
如霞，清怡缤纷。到了八九月份，
果实渐渐成熟。近年，有的人捡拾
些许山桃核，精挑细选后做成手
串、饰物把玩。有的人受“桃符”启
发，便选用上好的山桃枝做驱邪之
物，挂于家门之上。

一山桃花洒山川，一山桃花醉
三春。阳春三月，有多少“桃花春
水渌，水上鸳鸯浴”景致不可错过，
又有多少“山上层层桃李花，人间
烟火是人家”让我们回味。年年三
月，年年有赏不尽的山桃花。

最近的天气，真的是“变幻莫测”，已
经很多年没见的沙尘暴从蒙古国一路吹
到了北京，漫天的扬沙，视线可及之处全
是自带黄色滤镜的样子，难怪有人调侃，
沙尘让北京变成了“北宋”。沙尘暴之后
又下了两场春雨，而且还迎来了倒春寒，
倒春寒余威未消，“清明时节雨纷纷”的
节气又让气温下降了几度……

每年的清明节，不是下雨，就是阴
天，似乎是对这个需要寄托哀思气氛的
尊重。即便是偶尔来的太阳高照，也觉
得周身的景色逃不出“清冷”的主调。

清明节是中国传统的、大型的祭祀
节日，人们在这一时间缅怀先祖、扫墓祭
祀。今年有一部电影《你好，李焕英》，是
关于怀念母亲，忧思故人的作品。电影
有笑有泪，关于内容，肯定是仁者见仁智
者见智，每个人对于电影表达的东西都会
有自己的理解，也会牵出自己在看到某个
画面、听到某句台词之后的特殊情绪。

看完电影，只想到八个字：时光易
老，爱请趁早！我们不应该只在失去的
时候才想起用余生来怀念，毕竟有很多
时候，怀念并不能带来任何的弥补。如
果只是为了给自己的内心一些慰藉，那
么大可不必，不如在所有关系存在的时
候就努力去维系，努力去关爱，努力去陪

伴，努力去实现。关于《你好，李焕英》，
曾经在某喜剧综艺节目中出现过同名小
品，当时就泪奔了太多人，也许是因为这
种“子欲养而亲不待”的剧情设计触动到
了观众的内心，所以触发了翻涌而来的
往事，记忆里的笑和爱与现实的遗憾形
成鲜明对比，让人心头酸楚。其实，生活
中的很多时候是矛盾的：一方面你想努
力工作，积累财富之后给父母好的生
活，让他们享受曾经没有的优越和舒
适；另一方面，你想有更多时间帮他们
料理日常生活，哪怕只是陪他们看他们
喜欢而你却毫无兴趣的电视节目，或者
听他们说今天看到手机推送的：《年轻人
千万不要熬夜》《吃了胡萝卜千万不要干
什么》之类的真真假假新闻……大部分
时候，这两方面很难去两全，所以我们在
奔赴“一方面”的时候，就容易丢了“另一
方面”……各种各样的生活琐事，让人应
接不暇，权衡之后就只能先暂时搁置一
些“爱”。

如果说，人们常听到“人呐，总是疼
小的，忽略老的”这种话。那么，该说不
说的是，前几天在抖音刷到一对年轻父母
因为要回城里打拼，不得不把孩子托付给
家人在老家照顾，临行时，孩子用力撕扯、
哭喊着拽妈妈的衣服，试图让妈妈下车，

不要走，从视频上看，孩子已经什么劝说
都听不进去了，他只想要妈妈不走。

人们在“奋斗”的年纪，有时不得不
选择放弃一部分对家人的爱和关怀。正
如那句话“我搬起砖头就不能拥抱你，我
放下砖头就没法养活你”。这是一句听
起来很残酷却又很现实的比喻……但
是，当我们认真的梳理一下自己的现状
和目标，或许我们可以选择，每天“少搬
几块砖”，每天“只拥抱一会儿”；或许我
们还可以选择，不极力地追求财富，抽出
一些时间，在奋斗的时候，也能陪伴你在
乎的人，就算什么都不说，只是安静的看
雨；就算什么都不说，只是用心的倾听。
因为，爱就是要在一起，爱也不需要太多
的言语。

时间从不会为任何人停留，它也不
会为谁等待。我们在心中许下的关于父
母、孩子的美好愿望，随着时间的推移，
父母的衰老、孩子的成长，可能再也没有
机会实现。时间是公平的，如果我们一
直在等待，等待功成名就、等待来日方
长，那么“爱”，会在时间里错失；如果我
们珍惜当下，把温情投入日常，时间也会
是最好的见证。时钟滴答滴答，转过了
一圈又一圈，它好像在说：时光易老，爱
请趁早！

（接上一期）
曹雪芹小说中塑造贾宝玉这个情种，

并不是爱情专一的公子哥，他不光对黛玉
有爱慕之心，同时对袭人、宝钗、晴雯都从
内心喜欢并真心去爱，尤其是晴雯死去，
对他打击最大，他思念晴雯动情地写了悼
念晴雯的诗文，为晴雯焚烧。研究红学的
专家有“晴雯黛影”和“袭为钗副”的说法，
就是说晴雯是黛玉的影子，袭人是宝钗的
副本。现在也有研究《红楼梦》的学者说
曹雪芹有普世价值思想，也就是有博爱之
心。好像男人都有这种博爱心肠吧，现在
叫“花心大萝卜”，含蓄一点称“大暖男”。
但是大观园里的宝二爷对他喜爱的女子
并不是那种低俗和龌龊的喜爱，而是平等
相处，尊重女权那种让人感到自然舒服，
晴雯临死躺在宝玉怀里，把自己指甲剪下
来送宝玉做永久纪念，并心满意足地说，
穿着宝二爷的红棉袄躺在他怀抱里如同
躺在怡红院一样满足。这个多情女子就
是这样躺在她喜欢的公子哥怀里红颜早
逝，好像没留下什么遗憾。

贾琏也是贾府的公子，他就比较滥
情，贾母就说他不管脏的臭的全都往自己
屋里拉。他与那个多浑虫偷情浪淫，又勾
搭貌美柔顺的尤二姐金屋藏娇，最后尤二
姐也被凤姐害死命送黄泉。曹雪芹笔下
的纨绔子弟如贾琏、薛蟠，是败家之象的
痛恨之笔，写贾宝玉是厌恶官场世俗那种
钟情之人。同是公子哥，秉性不一样。脂
砚斋看到曹雪芹写贾琏与多姑娘淫态的
地方眉批：淫极！

关于《红楼梦》这部书，被称为奇书。

刚开始是手抄本，被列入禁书只能在庙会
上偷着卖。皇宫妃子、公主偷偷看着消闲
解闷，后来印刷成册开始广泛流传，又被
文人墨客捧为至宝，称为“开口不谈《红楼
梦》，读尽诗书也枉然。”王国维从悲剧美
学角度说这部书是彻头彻尾的悲剧，实际并
没有把《红楼梦》这部书的真正内涵评价出
来。胡适发现了《石头记》甲戌本的手抄稿，
才真正发现曹雪芹这部书的真正文学价
值。实际我读这部书，感觉这是中国最早的
现代派小说，里面的象征、隐喻、荒诞等手
法运用的非常娴熟，是一部弦外之音写得
最含蓄的作品。《红楼梦》之前的小说基本
都是传奇式的演义小说，包括三言二拍都
是那样无奇不传的套路，也就是从口头的
说唱文学演变而来，真正意义的书面语言
小说只有《红楼梦》，里面诗词歌赋都能增
加阅读带来的那种书面语言的美学享受。

《红楼梦》的写作年代必定使作者受
到诸多的限制，所以在书前面的《凡例》
中，作者再三表白，“此书不敢干涉朝廷”，
此书都是些闺中儿女情长，故曰“风尘怀
闺秀”，并非怨世骂时之书。故将真事隐
去，全部写的都是梦幻。鬼才信呢？如果
真如作者所言，为什么还诗曰：字字看来
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

这部书写的情，有人间真情，就是写
贾宝玉与黛玉、宝钗、袭人、晴雯、湘云之
间的纯洁的男女爱情，还有一种情就是贾
琏、贾珍、薛蟠那种富家子弟的滥情。写
纯情是希望社会越来越纯洁，写滥情是告
诫富贵之家终毁于淫污纨绔。作者借书
中警幻仙女之口说出世上情为何物？那

就是色而不淫和情而不淫，用今天话说就
是风流不下流。书中说是“意淫”，同样是

“好色”，爱吃女孩子口红的宝玉与贾琏之
流有本质上的区别，一个是真性情，一个
是耍流氓。其实这部书背后所要鞭挞的
是社会的伪善，也就是鲁迅说的那种满嘴
仁义道德，骨子里男盗女娼，这是作者最
憎恨的东西，但是在那个社会，伪善是主
流，欺骗着善良的人们，真正的善良和真
情的人性被压制下去，成为世间悲剧。这
应该是这部书的实质，作者也表面上有意
不说破，用曲笔写儿女情长的风尘闺秀，
实质是在揭露社会病瘤之毒害。

脂砚斋应该最清楚作者在写什么，因
为她也是当事人和知情者，所以书中每一
处曲笔或暗喻都瞒不过她的慧眼，她的书
评应该最准确和一针见血。曹雪芹一生
爱石，自题诗中写“爱此一拳石，玲珑出自
然”，有志把自己人生过得完美无缺，但无
才补天的怀才不遇让他终身遗憾。所以
读《红楼梦》里面的诗词歌赋，能读出曹雪
芹有“竹林七贤”一样的魏晋风骨，从脂砚
斋批语的诗句中，也能感觉到曹雪芹胸中
的丘壑是什么样，一花一竹一石都有真性
情的真实存在，不言不语不笑留给人的是
对人生和社会的深切思索。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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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一样的春天
孙国玉

苍天白墨，不描云彩，西山飞雪，只
为迎春。

清晨，轻轻拉开窗帘，期盼已久的
童话世界悄然而至，天地一色，云雾飘
渺，静寂苍茫，北京八大景之一的“西山
晴雪”就是如此美妙绝伦吧。

翻看着朋友圈，国道109新线高速
公路项目第十一工区老杨发的小龙门
雪景最为仙境，我清楚，为不耽误小龙
门隧道的进度，老杨和工友们只能冒险
上山，于是我点赞之后，还是发了：“兄
弟，注意安全。”老杨外表看，是个粗犷
豪爽的汉子，但在国道109新线高速公
路项目第十一工区却粗中有细干着秀
才的活儿，信息宣传、安全生产、后勤保
障都离不开不到50岁的老杨。

我把他当好哥们，源于他的真诚，
源于他有着我们山里人的那股厚道。
北京今冬最冷的那天晚上，为了到国道
109新线高速公路工程指挥部开防疫专
题会，老杨愣是想方设法从小龙门赶了
下来。有的朋友会说，这不很正常吗，
你至于写这么邪乎吗？对，我神经非常
正常地讲，他赶下来，真是不易，我即便
是山里人，也内心震动。小龙门晚间最
低温度到了零下30多摄氏度，汽车如

不上特殊手段，根本打不着火。后来听
他们宋总讲，那段时间，他们工区专门
进了零下30摄氏度专供柴油，但夜间
仍无法启动柴油发电机，发不了电，就
无法施工，他们很着急。极冷的天儿，
机器都罢工，更别说工人们受多大的罪
了。即便这样，为抢工期，他们也不计
代价，奇招儿频出，确保机器不冻裂，人
员不冻伤，安全不出事。

昨天，和老杨语音了一下，一是问
候，二是询问一下他们的情况，他说他
们几个工区正在提早研究齐家庄分离
式下穿隧道的施工方案，为齐家庄古树
群让路，为老百姓的民心改路，绝不能
让乡愁愁更愁。

建设国道109新线高速公路，是门
头沟老区人民民心所向，是京津翼交通
一体化大势所趋。国道109新线高速公
路项目的建设者，来自五湖四海，四面八
方，因共同的事业，凝聚在一起，在万家
团聚的春节，国道109新线高速公路项
目11个工区没有停工，建设者们夜以继
日，忘我奋战，我们应致以崇高的敬礼，
以表衷心感谢的真情！为此，学诗填
词：青山绿水百花，大桥长遂富家。高
速和风快马，艳阳高照，筑路人无天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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