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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监的面孔，多半如夜色里
站立的树影，被黑风摇晃得模糊
不清。

大凡人印象深刻的，莫如红
墙黄瓦深处传来的尖声尖叫，在
一路台阶上，回响于人们耳膜。
观者没有怜悯，没有同情，只有
苍白、憎恶和浑身毛孔悚然。

那些历史上面目狰狞的太
监，也从不敢走下荧屏，站在蓝
天下阳光里，只是等剧终时刻，
悄然缩回自己的时光角落。

有明一代，宦官为害最烈。
其实开国皇帝朱元璋很早就认识
到这个问题，也设定了诸多限制
举措，但皇权制度天然的缺陷，
如同吸毒上瘾者般，明知鸩有
毒，为止渴却杯不停。作为抑宦
大法的制定者，其实朱元璋自己
晚年就自我废法，忍不住在各种

场合使用太监了。
2012年的深秋时节，穿过老

北京“驼铃古道”，我来到了位
于北京翠微山下的田义墓。这是
一个独特的宦官群体墓园。一个
太监首领过世葬于此，其后吸引
诸多宦官追随者围葬周围。如
今，成了独一无二的宦官博物
馆。

正是满山落叶时节，游人稀
少，正午的阳光下，偌大墓园只
我一人拖着影子在游荡。

从资料上翻看，居中墓主田
义为明万历年间司礼监掌印太
监，在官方正史和民间都有不错
的名声。

田义是陕西华阴人，生于嘉
靖十三年 （1534 年），9 岁就净
身入宫，被培养读书，之后陆续
管理一些内府事务。

神宗登基后，见其老成忠
厚，便开始逐渐重用，到最后终
掌大印，无宰相之名而有实权。
在其间，田义有进谏、救人之美
名。万历十一年，田义于办事途
中过世，神宗皇帝悲痛不已，以
皇帝之尊亲拟讣辞，专此下旨为
他建造陵墓。清入关后，捣毁了
很多太监墓园，却独留下了此地
予以保全。

墓园石门临街，隔几步路，
即为神道门，砖石结构，四个石
门簪很精细地雕琢成荷花状，按

“含苞待放、初放、怒放、结
籽”由东往西依序排列。穿过神
道门，有一个小庭院，正中间为
棂星门。庭院最外端东西两侧是
一对华表，其后森列一品文武石
翁仲。

我绕了华表几圈，依然难解
一个太监墓前何以立此物，这在
礼法森严的当时确实越制。而神
宗对一个故去的太监，如此兴师
动众，是否还有提醒或警示的初
衷？按厚葬死人是给活人看的潜
规则来分析，结合神宗孤独的一
生来看，也不无可能。

棂星门的石雕极精细，正反
面都刻满了花草鸟兽，大到写实
状鬃毛披散之狮子，安详觅食的
双鹿；小到木叶间举足不定之螳
螂，潺潺流水细草花开，琳琅满
目，不一而同。

门后是三座碑亭，为八角砖
石结构，中亭为重檐穹隆顶，两
侧亭为重檐歇山式，内碑分别刻
圣旨及田义生平。亭内雕刻极尽
奢美，抢眼处尽缠攀龙，唯其型
为四爪七道弯，与皇家专有的五
爪九道弯略有差别，然足已令人
瞠目。

天蓝风清，山中吹来阵阵冷
风。当我试图理顺头脑中的种种

困惑，突有犬吠灌耳暴响，间杂
推摇拍门声。转眼看去，东边墙
根处一笼子里，一只狼犬虎视眈
眈并跃跃欲挣。

我即移神快步前走，不多
时，即到享殿废墟处。这里原为
祭奠墓主主殿，亦名显德祠，现
唯留残垣遗碑柱础。细细瞧去，
东边两座碑乃明万历旧物，西边
三座碑刻有清道光年间太监集资
重修该墓之碑记，中间为康熙皇
帝的御批碑文。

复往前，即为寿域门。该门
顶部已毁，然楣额上“古华阴渭
川田公寿域”一行字仍清晰可
见。寿域门后是墓园区，里面坟
冢五座，墓础或圆或八角形，宝
顶皆锥圆形，田义墓居中。墓前
五子供及瓜果供器均为石头刻
就，形态构图各有千秋，高低起

伏，有供器甚或一人高，且通身
上下花纹纷披，重重叠叠，极细
极微，吐珠纳玉，仿若一株株盛
装女子在虔诚守灵。

坟墓的墓裙也有考究，或刻
历史故事，或刻风景人物，或刻
飞禽走兽，或刻法螺宝瓶等各式
法器，较明显的有八仙人物和文
房四宝等。

最为奇特的是那东边无名
墓，墓裙边绕刻着许多琵琶筝琴
箫鼓之类的乐器，宫商角徵羽，
山巍巍，水洋洋，斧伐丁丁，橹
声欸乃，竟然浅浅节节，一咏三
叹，不绝苍悠。驻足神驰，不晓
得墓主生前为何等人，竟然如此
酷爱声律，连死后也在身边堆积
这么多的曼妙器物，以为兴起时
还能顺手抓一把心爱的乐器，在
月色里把胸臆铮铮弹响。

深秋的阳光，透明，微黄，
光影在移动的时间里斑驳，似乎
也有无名旋律在翩翩舞起。

不知每个太监临终之前，会
不会想起手起刀落的阉割从前？

童年的惊惧，乡人的鄙夷目
光，深宫里的伴君如伴虎，得势
后的目中无人，不能归葬故土的
忧虑……都不是一个常人能理解
的生活轨迹和思维方式。其实，
历史上有些宦官也是有好名声
的，比如郑和、蔡伦、董海川等
等。但常人阅读此类史料时，多
半会侧脸不愿承认这些人物的身
份属性，即使在影视剧里看到，
也本着美好初衷淡忘其太监色
彩。

黑压压的太监群体，他们就
站在历史的阴影里，他们的为
恶、为善，是人性与兽性在悬崖
边缘的双手互搏，是用卑贱和权
力扭成的人类第三副面孔。

在我们的传统认知中，“无
后为大”是中国人耳熟能详的常
识，把后代视为今生的延续，更
是人性的隐秘基因。

而当一个人没了后代延续，
没有后顾之忧之喜，是否对欲望
和权力能少了贪婪？答案应该是
否定的。但更加肆无忌惮估计则
是肯定的，无论是行善或作恶！
无论欢乐时或悲伤中。

时光深处，当他们闭目弹
奏，或慵懒欣赏旋律时，人性或
许于那时没有远离，美与善也
在，都端坐他们心中或头颅之
上。

——他们自己也都看到了。
天高，云淡，墓群像一群蚂

蚁匍匐在荒凉秋色里。一群鸟雀
不知何时落满了墓园，见我忽地
里冒出，惊得喳喳尖叫着撒向四
周树桠，在风中漂挂着。

坐在飞机上，望着弦窗外的流
云，你会产生许多联想。

这云忽而聚集在一起堆成山，忽
而又糜散开来，雾状般飘去。

在云的挲隙间闪见一山丘，一亮
水，一曲路，你常会冥想出家的方野。

父母去世后，家的概念似乎已离
我已远去，回乡回家已成奢侈的向往。

父母先祖的坟莹似乎是家的归
宿，但那已然是死魂灵了。暗物质中
据说发现了这灵魂的出窍，但那要飞
到宇宙中去证实。

每次回家，我都有无穷无尽的烦
恼与恐惧。我怕见那些亲戚，怕陷在
那惯常的阿时趋俗中，尽管这是礼仪
上的。

什么说过了什么说少了，都要察
颜观色、战战兢兢。

我想逃开这难忍的世故。想同三
两知已喝喝酒、吹吹牛，说说诗，听
听古典乐曲——德沃夏克的 《弦乐小
夜曲》 近来常听。但你若赴宴或把朋
友引来了，也会遭亲戚白眼，怪你不
顾家。

这样，我常找借口多年不回家
了。回来一次自然还要到墓地去看父
母先祖，烧纸、上香，跪拜，祈福。

有一次，也是在这飞机上，我眼
见斜侧一中年人突患心梗，吃完盒饭
后，脑袋歪到椅背上。空姐和邻座的
人见状连忙施救：人工呼吸、输液，
飞机也加快了飞行速度，提前着陆。

同行乘客感慨道，过去常见因飞
机误点、服务不到位，乘客与机场大

打出手的现状。现眼见为实，看到机
乘人员火速救死扶伤的场景，他不禁
由衷感叹：职业精神可嘉！

只是事后，死者家属还是同航空
公司打上了官司，怪机组未能及时施
救，要赔偿！

那年回家，原本 6 点 40 分起飞的
飞机竟拖到了半夜 1 点，起飞后在天
上耗了一夜，天明时又广播北京机场
不让降落，着陆到了太原，急于想回
家的乘客因飞机变成了长途车，其怒
气可想而知。

那些时日，我超然物外地关心起
了狂汉马克斯回收火箭欲闯火星的痴
人说梦。北京有一群男女想入非非地
报名登记去火星，《星际穿越》 的电
影，让我们似就置身在外星球上种土
豆。

在天文馆，通过模拟镜似乎穿过
了 4100万光年外的黑洞，看见扁平脸
如哈哈镜中的自己。

而戴上3D眼镜观望球幕天穹演绎
出的太阳系的形成，红色的火星、围
着环带的土星及冷漠嶙峋的天王星、
冥王星，似举步就能登上去。

今天上帝离我们越来越近了，什
么狂想曲都有可能在天庭奏响。科幻
已一个个变成了现实——火星殒石、
罗布泊殒石、摩洛哥殒石，刘慈欣的
小说、《大西洋底下来的人》都历历在
目——这些石头的纹理同我们地球上
的如此类同，谁又能肯定这上面没行
走过生命呢？

在这胡思乱想中，颠簸的飞机在

空姐提醒系好安全带的声音中，猛然
着地滑行，山峦云朵瞬间抛向脑后。

当它终于旋了一圈停下时，机舱
内灯彻亮，乘客急急起身，开手机，
忙联络：妈，我到了，回家了。老
爹，你好吗？我回家了。

紧接着便是向上七手八脚取行李
的手。大家拥挤在狭窄的甬道中，奔
向接站的车及将要到来的亲情与争吵。

这终归是回家了，尽管这家不是
我的，而是千家万户的。

回

家

回

家

■■

王王

童童

美与善

那时也都在
——记京西田义墓

■■ 苏 忠

（本版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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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果树王国里，三千宠爱在一身
的，往往是桃李橘柚，还有北方的苹
果、南方的荔枝。而我，却特别钟情
于柿树。前不久，到陕西富平走了一
圈，更提升了我对柿树精神的认识，
由钟爱上升到敬爱、景仰。

古老的富平，早在春秋时期就被
称作“频阳”，即“接近太阳”的地
方。唐代被称为“赤县”。

从盛唐时的中宗李显起，前后有
五位皇帝的陵墓都在这里，分别是定
陵 （中宗）、元陵 （代宗）、丰陵 （顺
宗）、章陵 （文宗）、简陵 （懿宗）。
如果加上汉高祖刘邦老父的“万年
陵”和西魏文帝的“永陵”，那里便
有 7 座皇陵。这当然是令人艳羡的风
水宝地了。

只是，引起我敬慕之情的，却不
是什么帝陵，而是生长在这片土地上
的柿树。

据载，早在汉代，这里就开始种
植柿树。星移斗转，柿树在这片钟灵
毓秀的土地上生息繁衍、千载不绝，
富平竟被称为“柿子之乡”。连日本
的吉野市博物馆都有记载：全世界柿
子最大的产地是中国，而优生区在富
平。好家伙！富平的柿子，世界闻名
呵！

春夏时节，富平的柿树林是一道
特别靓丽的风景线。山野之间，到处
可以看见浓绿的柿树林。古朴农家的
房前屋后，一团团青翠欲滴、绿雾缭
绕的，全是柿子树。

这是一个堪称具有高尚气派的物
种。不管是膏腴之地，还是贫脊山
坡，它都能生长得葳葳蕤蕤，不怕酷
热苦寒，不惧霜神旱魃，黙黙地生

长，然后再默默地奉献着自己的一
切。它非常低调，低调得在人们尽情
享受着夏日瓜果香甜的时候，却将自
己累累的果实，藏在绿叶之中，和那
些赞美、颂扬离得远远的。

它也懂得保护自己。不到成熟的
时候，你几乎找不到它的果实。即使
你找得到它，你也不会动它。不知是
猴年马月，有个熊孩子偷摘了一个青
柿子，咬了一口。妈呀！呸呸呸，涩
死了！熊孩子到处叫唤，满世界都知
道了，生柿子是吃不得的！从此，不
但再没有人敢动青柿子一指头，连馋
嘴的小鸟都不会来亲它一口。岂不
知，青柿子的苦涩却正在孕育着甘
甜。君子之风呵！

其实，世间一切事物，都有它自
身发生的规律。不到时机，是乱动不
得的。这就是柿树给我们讲述的哲
理。

到了深秋，您瞧吧！浓绿的柿叶
褪去翠色，开始飘落。地上一片金
黄。柿树呢，它褪尽铅华，身子长了
一围，成熟了一些，风霜雨露，在它
的身上留下了痕迹。树干上的老皮，
裂成长长的块状，细细的沟纹，记下
的是岁月的沧桑。上面的枝枝桠桠，
像人海中伸出的手臂，屈屈伸伸，招
呼着希望，呼唤着收获。

瞧！枝桠间挂着的，是一个个由
绿变黄、由黄转赤的果实。“牛心
柿”像一团团小小的火球，玲珑剔
透；“玉带缠腰”则宛如高雅的宫
灯，散发出诱人的红光。一串串晶莹
的红宝石，一只只忽闪的大眼睛，逗
得你口角流涎、心里痒痒的。

深秋的富平，满树是丰收的喜

悦，漫山遍野都是柿树回报社会的温
馨。好一幅大自然绘就的 《万山红遍
图》。有一位佚名的诗人写道：“一枝
红玉向亭台，未惧霜寒入眼来。满院
繁华皆散尽，倩姿独秀嫩香腮。”

富平的金秋，如诗如画，真是美
不胜收！

富平的柿树，在历史的长河中，
留下过许多印记。曹村马坡唐顺宗李
诵的丰陵前，有一棵柿树，至今已经
有1000多年了。据说它曾经被那个农
民 出 身 的 皇 帝 朱 元 璋 封 为 “ 凌 霜
侯”。好家伙，柿树封侯，何等荣耀
呵！怪不得它现在还能年产红彤彤的
鲜柿 1000 多斤。“凌霜侯”是富平柿
树的标志，是富平柿树的骄傲。它无
愧于皇上的恩宠，更无愧于富平人民
的养育之恩。

富平柿树给予人们的，远不止满
口甘甜。历史的长河中，在水旱蝗灾
的荒年，在战乱频仍的关头，田土颗
粒无收，作为唯一可充饥果腹的食
品，柿子曾经帮助饥饿的百姓度过艰
难岁月。灾民把摔破的柿子和削下的
柿子皮，捣和捣和，再加上一点谷
糠，叫作“柿糠”，那就是灾荒年活
命的“口粮”呵！

不要说灾年，就是革命战争最艰
苦的时候，赴汤蹈火的前辈，都拿这
东西当作粮食的。有一位叫齐心的老
前辈，在晋察冀最困难的时刻，就曾
经是靠这渡过难关的。

还有，当年老百姓把柿霜刮下
来，积在瓶子里，又是糖，又当药。
搁在稀粥里，甜甜的，那是孩子们的
最爱；碰上口舌生疮，在缺医少药的
年代，抹上一点，立马见效。

唐代诗人刘禹锡有诗云：“晓连
星影出，晚带日光悬。本因遗采掇，
翻自保天年。”这正是对富平柿子最
好的赞美。

富平人聪明，他们把柿子这一独
特的资源，利用到极致。那巧手做出
来的“合儿柿饼”，己经享誉中外
了。上世纪80年代，富平的“合儿柿
饼”，就曾经渡过海峡，给台湾同胞
带去乡亲们的一片深情，让旅台多年
的三秦游子心旌摇荡、赞不绝口。

一位在中央担任领导职务的老革
命，在蒙受冤屈的年头，被下放到一
家工厂改造。老百姓爱他，总想送点
东西表示慰问，可他什么也不接受，
唯一接受的就是几个柿饼。他将它放
在案头，看着就想起了陕甘宁边区的
烽火岁月，更坚定了对党的信赖以及
对老百姓的尊敬之情。如今，“合儿
柿饼”已经是上了县志的名产，是富
平的一面金字招牌了。

柿树还留下过一些佳话。唐代有
郑虔，幼习书法，却因为家贫，无钱
买纸。他听说长安慈恩寺柿树如林，
便到那里租了一间破屋住下，收存了
一屋子柿树叶，闭门习字，后来竟成
为了著名的书法家，被唐玄宗称为

“郑虔三绝”。
传说有一年，富平一座寺庙前的

柿树结出了一蒂四果的奇柿，被认为
是祥瑞，进贡给皇上。皇上一高兴，
便向天下征集题咏。有位名叫广宣的
青年才俊赋诗道：“珍木生奇亩，低
枝拂梵宫。因开四分界，本自百花
中。当夏阴涵绿，临秋色变红。君看
药草喻，何减太阳功。”一下子就被
点了翰林。瞧瞧！柿子和文化的情缘
深着呢！

我要衷心地赞美柿树的精神。
它生长在土地上，不需刻意栽

培，不求特别护养，就能长成参天大
木。它不争荣宠，不慕虚名，一生都
在默默地奉献。它奉献给社会的，不
只是一份甘甜，还有许多许多，却不
一定为人所知道……

我想，富平的柿树，是一个伟大
的物种，更是人类社会精神的楷模。
它应该在大自然的历史中，占有浓墨
重彩的一笔。

富平柿树赞
■ 曾松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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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大挺拔的柿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