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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击退了命运的侵
犯，趟过了时间的流逝，踏平
了荣誉的诱惑，屹立于茫茫宇
宙中，绽放出独特的光彩，给
人类以灵气，给世界以活力。

命运打不倒青春。海伦天
生遭遇生理上痛苦的磨难，却
用坚韧不屈的青春扬起了她
生命的风帆。在人生的大海
上，海伦用她执着的青春越过
一路的暗礁，踏出了一路的春
光 。《THE STORY OF MY
LIFE》正是她青春的有力告
白，也是她献给全世界的青春
战歌。命运有时是残酷的，但
青春永远是勇敢的。残酷在勇
敢面前是懦弱的，因此，不公
的命运在青春面前也是无力
的。当你需要勇气时，你就鼓
起勇气，这对每个人来说，其
实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深吸一
口气，唤起青春的神经元素，
把内心的焦虑过滤后吐出，勇
敢地迈开大步，生活将是另一

番美景。命运自然就被你踩在
了脚下。

时间打不倒青春。高中
时，学校有一位很出名的演讲
老师。那时我是学校通讯员，

于是有幸对他进行专访。在谈
到青春的话题时，他用英文对
我 说了一句：“YOUTH IS
NOT A TIME OF LIFE，IT’S
A STATE OF MIND.”是的，青
春不是年华，而是一个人的心
境。就拿这位老师来说吧，他
从学英语开始就一直参加各
类英文演讲比赛，现在亦如
此。每次听他的演讲，都是一
种快乐的享受。他有一张演讲
的嘴，一口演讲的声音。更准
确地说，他有一张青春的嘴，
有一口青春的声音。因为他从

未认为自己衰老了，他要把演
讲进行到底，演讲才是他青春
的见证。于是，我们在学习中
继续他的青春。时间改变了槐
树的年轮，时间带走了生物的

生命，但青春
绝不会随生命
而逝去，他在
宇宙中是永恒
的。青春可以

传承，科学家科研的青春，文
学家思索的青春，艺术家想象
的青春，都没有随时间逝去。
这些青春在传承器里升温，推
动人类社会的前进。这么多的
青春聚集在一起，就形成了地
球上生机勃勃的青春。

荣誉打不倒青春。当一个
人面对机遇时，最有价值的行
动就是及时地伸手抓住他，然
后才有机率去赢得荣誉。荣誉
当头，我们内心获得了一种继
续向前的动力，那就是一颗青
春跳动的心，一颗追逐更高更

远目标的心。因
为青春的背后
是一段漫长的探索之路。在获
得荣誉时，青春会告诉你没有
理由驻足荣誉的殿堂，那里面
金碧辉煌，却会是你思维停滞
的坟墓。只有用青春把你的荣
誉装进历史相册，然后张开你
思想的翅膀，翱翔于人生奋斗
的天空里。这样你才不至于把
自己埋葬在荣誉的坟墓里。就
算某天走到人生的尽头，你的
青春依旧永存于世上，你的荣
誉将成为你生命真正意义上
的光辉。

遥望星空，我看到了无数
的青春在黑夜里闪耀，他们给
世界带来了光明和希望。坎坷
的命运，流逝的岁月，高贵的
荣誉在青春面前都不堪一击。
奋斗与不懈组成了青春，青春
集合成了永生。于是，地球享
有了青春的色彩，宇宙拥有了
青春的魅力。

打不倒的青春
唐振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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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
底声言自己要做一个时代
的“牛虻”，为的是叮咬
希腊城邦中形成的像牛一
样的那些不适宜的政治。
进而柏拉图继承了这位老
师的理想，并把一个完美
的城邦描绘到了他那部杰
出的著作《理想国》中。

先哲们
喜欢批判，他
们喜欢戴着
滤色眼镜站
在时代的某
个角落观察
身边事物的
成灭兴衰，从
而建树自己
对时代的批
判，和对现实
的怀疑。康德
似乎对当时
存在的哲学
体系表示极
为不满，于是
他的 “三大
批判”（《纯
粹 理 性 批
判》、《纯粹

实践批判》、《判断力批
判》）就将批判的哲学展
现给了世人，让人们在明
白经验的错误的同时去接
受经过修正的新的思想。
鲁迅先生把那些在侵略者
暴行面前没有丝毫抵抗的
人称为麻木不仁的人，把
当时的某些中国人描述成
情愿做奴隶的人，更有甚
者是那些在鲁迅笔下被描
述为连奴隶都做不了的
人。当我们在感受他字里
行间的幽默的同时，我们
应该明白时代的弊病给人
们带来的满目苍夷，当一
个人的错误不能被称其为
错误的时候，足以肯定这
个错误就已经被时代赋予
了它片面的正确性。当时
的中国人到底怎么啦？难
道中华民族精神就这样丢
了？人固有的批判的本质
就这样消亡了吗？回答是
否定的，正因为每个时代
都有一些像苏格拉底一样
的“牛虻”。他们都是一
些博学多识的人，依靠渊
博的学识来批判时代的弊
端，并从中唤起时代对其
理论的佐证。著名教育学
家蔡元培先生便是这样的

一个人，新文化运动的思
潮引领了一个时代的前进
道路，和近半个世纪的革
命理想。正如作为马克思
主义与时俱进的品质一
样，我们需要对时代的思
想所存在的问题进行永无
宁息的批判，在批判中获
得新问题的解决办法。所
以怀疑和批判在时代思想
的发展中就显得至关重
要，这往往可以改变一个
时代的精神。
当然有时这种思想是

偏激的，张扬个性的，有浓
厚的思想局限性的，所以
批判的批判给了我们有力
的武器去对抗那些不适宜
时代发展的思想。就像很
多哲人对海德格尔的存在
主义哲学 （《存在与时
间》）的非议，以及对巴库
宁所谓的无政府主义的共
产自由思想（“权力是使
正直的人走向堕落的腐败
剂”）的怀疑。所以任何思
想在建立的同时也逐渐消
亡了它的恒常性，这就是
时代批判的根源。这就是
说，我们在面对时代主流
思想的同时，也应该有一
种怀疑的态度，对这个时
代思想中的不适宜部分提
出质疑和批判。但是这种
批判并不像是皮罗式的怀
疑一切的批判，对于皮罗
的批判我们可以在尼采那
里找到答案，“上帝死了”
（《悲剧诞生》的主题词）
这一充满怀疑精神的论断
把我们的现象世界从现实
精神和存在带进了一个桎
梏的虚无领域。所以批判
的批判在时代思想的发展
中就显得尤为重要，这往
往可以挽回一个时代的品
质。

正因为每一个时代都
没有完满的思想，没有唯
一确定的目的和标准，在
我们兼顾整体性的同时往
往忽略了部分的作用，明
确主要方面的同时往往忽
视了次要的需求，解决主
要矛盾的同时往往忽视了
次要矛盾的发展和方向的
转变……

做一个时代的牛虻就
意味着要学会怎样治愈时
代的疮痍，而不是为时代
制造伤痕的印记。

“我们写再多歌颂鸟类的诗，也不
及一只麻雀轻轻飞落的双翅———它们
通常表现得更精彩更细腻，也无懈可
击。描述自然的诗再美、再精致，被任
何一种鸟儿轻轻一啄，恐怕都会被推
翻掉。何况，自喻为田园派或自然派的
诗人，没有更有力的理由反驳他们的
诗作素材，不是抄袭自大地山水及野
生动植物而来。”

———陈煌：《人鸟之间. 夏秋篇.
夏色渐浓》

清晨起身，一只小麻雀在窗台上
“叮、叮、叮”地一直啄着什么，不时发
出一声空洞的轻叫。也许是因为脚掌
上新磨出的水泡而哭泣，也许是因为
直到现在还没有弄到早餐果腹而饿得
两眼发晕。但其实，它的叫声里是否有
某种意义也大可怀疑。在它的眼里，也
许我才是空洞而没有意义的。

轻轻翻开《人鸟之间》一书，这是
自然生态观察工作者与写作者陈煌在
“野鸟新乐园”里的一年四季完整的
观察记录。但它所收录的，不仅仅是人
类与鸟之间一个横切面缩影的历史，
不仅仅是一群于我们的日常生活中逐
渐淡去的身影，也不仅仅是一群自由、
闲适地生活在野地里的鸟儿们的故
事，它在探索着人类与鸟之间渐渐消
失的和谐、信任的关系、人类与自然之
间水与鱼的关系。

现代都市是一座迷宫，抬头只能
仰望四角的天空，人们往往容易迷失
其中。自然生态总是不敌经济开发的
利刃，屡屡惨遭强暴。城市中的人喜欢
在屋里房外营造人工的绿色空间和再
塑所谓的自然情调、“人工自然”，或
者开辟动物园和植物园，这说明人类
并不是真的要背离自然生态。作者在
书中对自然生态的破坏行为和破坏者
秉持了一种近乎苛刻的态度。也许，作
为一个长期自然生态观察工作者与写
作者，他对自己除了能用一支笔帮自
然生态“据理力争”之外，再无能为力
而感到内疚、悲愤吧。他就像一个在独
自等待着戈多的人，等待着人与鸟之
间的重拾信任，虽然不知道这个“戈
多”什么时候会来。

野生动物从原始时代就开始造就
人类的文明，包括舞蹈、语言、绘画、音
乐、文字、建筑、图腾和信仰等等。在中
华文明史中，鸟儿的意义也再不仅仅
是自然的造物，它把消费与符号引入
自身地位的界定之中，因而具有了符
号学上的意义。古书上说，五方有神
鸟，东方发明，南方焦明，西方素霜，北
方幽昌，中央凤凰。《尚书》中即有
“萧韶九成，凤凰来仪。”中国的文人
墨客也常以鸟自喻或传情，庄子就曾
以凤鸟（宛鸟）（刍鸟）自喻，“夫（宛
鸟）（刍鸟），发于南海而飞于北海。
非梧桐不止，非练实不食，非醴泉不
饮。”显示他不苟于乱世的遗风。张九
龄也有“孤鸿海上来，池潢不敢顾。”
“持此谢高鸟，因之传远情”这样的句
子。可是，从什么时候开始，鸟儿在人
们的生活中沦为了玩物，被关在一个
个精致的鸟笼里，失去了自由？曾经看
过一个故事，一只名为朱棹的鸟落在
了姜水之郊，炎帝御而觞之于庙，奏
《九韶》《成池》以为乐，具太牢以为
膳。朱棹乃眩视忧悲，不饮不食，三日
而死。相较之下，现在的鸟儿在笼中似
乎自得其乐多了了，可是它们真的快
乐吗？台湾的几米在他的小书《我的
心中每天开出一朵花. 笼中鸟》中写
道：“我们一起被关进鸟笼里，/ 空间
真的很狭小，/风景被铁条切割成一格
一格的，丑死了，/把鸟笼挂在树土，佯
装生活在大自然里，/ 这种更让鸟伤
心。/不过，你说呼吸困难，那也太夸张
了，/我们只不过暂时实验一下，你的
脸就这么臭，/有些鸟住了一辈子，也
没听它们抱怨过。”
《人鸟之间》以季节为序，分上、

下两篇。上篇《夏秋篇》，下篇《冬春
篇》。其中所取的小标题也很有意思，
比如《风的孩子》、《夏色渐浓》、《鼠
灰色的身影》、《五色鸟一家》……并
在其下配注以观测的时间。跟着作者

的脚步追寻鸟儿的动
态，你会发现，他的描
述并不连贯，随时会
因为一个不素之客的
出现而停下。仿佛害
怕错过这个可爱的过
客，赶紧掏出望远镜，
跟踪记录，然后再心
满意足地重拾之前的
话题。这样的叙述方
式，你却不会感觉突
兀，反而常会有意外
的惊喜。正如作者所
说的那样“忙碌得像
一只在繁花中急于采
蜜的蜂，不知先静下

来心来观察大冠鹫好呢，还是先寻找
掷石之遥外，一片杂木里嘎嘎向我打
招呼的树鹊。”他并不是以一个鸟类
学家或动物学家的身份出现，所以也
没有采用人口分析学上的术语来介绍
一只鸟的生平，比如，填表格一样：名
字、属性、体态特征、饮食爱好、生活习
惯等，他的文字，是细腻的，感性的，诗
意盎然的，以换位移情的方法，处处体
现一种人文关怀，体现出人与鸟之间
平等、和谐的关系及对此的思考。他的
文字是简练的、生动的，几句话，便点
出一只鸟的精神状态，是海鸥俯冲到
海面，一举叼中锦光闪闪的小鱼。“首
先出现的，是晚春的大冠鹫。它一定是
喜欢思索的墨客，只要背手而立，就显
出沉湎于眼前美景的神态，又一副怡
然自得的潇洒。”“它还没走，一定有
什么值得流连。可是，那却不是我能想
象的，它的世界和我的不一样，也和所
有的人类不一样。”

在陈煌所眷恋的“野鸟新乐园”
里，“风在山坳处憩息”，“各种鸟鸣
四起，使林木一如株株音乐树，音符和
从枝叶间筛落的碎阳一起滚动。”曾
经，因为太爱他的玫瑰，小王子给它盖
上了一个玻璃罩子，使它不被狂风暴
雨所侵袭，“野鸟新乐园”之于陈煌便
是那一支被珍爱着的玫瑰，穷尽半生
努力，只是想为它盖上一只玻璃罩子，
使它永不沾人间烟火。

古语云：林茂而鸟集。如今，山林
在退却，鸟儿渐次灭绝，大自然在叹
息、报复。从人类懂得利用自然，从挪
亚方舟的时代以来，自然力已经在暗
示人类，征服者的统治永远只是一时
的。学校的课本中，我们教给学生的，
是树木可以用来制造家具、蜘蛛会捕
捉蚊蝇、蕈菌有毒与可食用的区分，真
正的生态学却始终阙知。山峦看得很
清楚，它了解白蚁、蜘蛛和蕈菌都是必
要的，不单单是为了让自己的外表显
得更生动而已。

爱默生在他的《论自然》中说，很
少有成年人能真正看到自然，太阳只
会照亮成年人的眼睛，但却通过研究
照进孩子的心灵。一个真正热爱自然
的人，是那种内外感受都一致的人，是
直至成年依然童心未泯的人。陈煌正
是这样一个有着孩童诚挚的心的人，
他的笔描绘了一片不染纤尘的土地、
对生命的敬重以及对造物的神奇的感
动。

现在，“野鸟新乐园”早已被一片
屋宇占据，就像其他被蹂躏过的土地
一样永远消失了。鸟儿们失去了它们
的心灵家园。

你听到那些鸟儿的悲鸣了吗？

最后的“野鸟新乐园”
亭亭周

自诩为善良，美
好，追求圆满，总想做
的每一件事都能感动
别人。

渐渐发现事与愿
违，常常是对方不以为
动，甚至产生误解。于
是，胸臆中便有了怨：
所作所为足以感动上
帝，怎么就感动不了你
呢？于是，便有了对人
性的怀疑，对善良初衷
的否定，对美好情感的
渐去渐远。

人的内心世界复
杂而多变，人的感情世
界复杂而多变，身体力
行，劝善不如自善，自

善来源于无所求，不涉
及回报，甚至连一个
“谢” 字都没意识到。
亦就是感动自己。

感动自己是为了给
善良一个原动力，是让
自己的行为为自己的高
尚设置一个标杆，是让
自己超凡脱俗，是让自
己快乐。
为了感动别人，得

不到响应，没了快乐，
没了自我，不如不做。

感动自己足够了。

感 动 自 己
金蕾

七彩雨副刊
兰北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