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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周 末 说

待到秋天凉风吹起，我想让它重新飞进风里
酷暑炎夏，已经持续了仿佛一个

世纪那么久。热昏了的鸟儿们，似乎在
噼里啪啦地掉下树。

上周五傍晚，在家附近的树下，一
只毛都没长齐的幼鸟直接落在了我们
脚边。儿子把它捡起来。还活着，但很
虚弱。

放回树上？实在够不着；放树下不
管？大约分分钟要成为流浪猫塞牙缝
的小点心。

我们决定试着救救它。
带回家不久，它在垫了厨房纸巾

的小水果筐里站了起来，瞪眼看着我
们。小米刚刚泡软，拿小勺掺着水一起
喂给它，它张大嘴吃了下去。于是稍稍

放心：肯吃东西，就有希望。
但它真的好小好小啊，体型和刚

出生的小鸡差不多，还比小鸡更单薄。
无独有偶，我捡到小鸟之后没两

天，一个同事也捡到一只掉下树的翠
鸟。和我家灰头土脸的小东西相比，这
只一身翠蓝羽毛的鸟可真是漂亮。

这自然也让我想到：最近可能真的
太热了。在这个城市的各个角落，一定还
有许多小鸟掉下树。

我给这只小鸟取名“星宝”，小星
星一样的宝贝。去青石桥花鸟市场买
了点面包虫，配上泡小米，精心喂养了
一个周末，眼看着它恢复了不少体力，
可以扑腾着羽翼未丰的小翅膀，从筐

里直接跳到筐边上站着。
最开心的是周一晚上，它像是认

识了我一样，跃跃欲试地从我手上跳
到我了肩头，跟着又试图往我头上跳！
我轻轻托着它站在我的头顶，为这个
小生灵对自己的信任和亲昵感到幸福
不已。

不知不觉间，某种情感连接悄然建
立。就像《小王子》里那朵玫瑰花，并非
独一无二，但只属于他，因为只有他曾
为这朵玫瑰付出过爱与劳动。

然而喜悦隔天就化为忧愁——莫
名其妙的，星宝的左脚爪突然变得软
弱无力，连栖木都抓不住，只能靠一只
右脚爪支撑它小小的身体。它还若无

其事地扭头梳理羽毛，随即就因失去
平衡跌倒在筐里……

问了有经验的朋友，说可能是扑
腾的时候崴了脚，也可能是缺钙或维
生素。

这时，捡到翠鸟的同事告诉我，翠
鸟死了，因为无论如何都不肯吃东西。
我沉默半晌，说：星宝还有希望，翅膀
还有力气，也依然肯吃东西。“但不敢
强求缘分了，能养活一天算一天吧，尽
力就没有遗憾。”在微信上打出这行字
的时候，眼泪一下就滚了出来。

仔细观察，确定星宝的脚爪没有
骨折，再去网上搜了一番，给它的饲
料里添加了番茄和蛋黄，还买了儿童

的酸锌钙口服液，喂食的时候滴两滴
在蛋黄里。如此喂了一天，似乎有非
常微弱的改善，看到它偶尔可以双脚
站直，像人伸懒腰一样，撑起身来，伸
展翅膀。

从上周末到这周末，遇见星宝整
整一周了。我多希望时间过得再快一
点，让高温赶快结束，让星宝再长大一
些，脚爪更有力一些，待到秋天的凉风
吹起，我想让它重新飞进风里。

“屈指西风几时来，只恐流年暗中
换。”年年盛夏，我都会想起这句古诗，
并提醒自己：不用急着告别夏天，让时
间走慢一点。但今年，我从未这样盼望
过夏天快点过去。 （维拉）

高温高温：：已有且还会有已有且还会有

第四个温暖期
（约1700年至今）

目前的年平均气温，尚未达到汉唐
时的高度，但因为记录资料的增多、科学
观测的普及、现代媒体的发达，对时下的
人们而言，似乎现在就是地球有史以来
最热的时期。

历史上不乏高温记载。公元1743年，
高温几乎涉及半个中国，华北地区更是异
常炎热，天津、山西、山东各地均有热死人
的记载。当年的7月14日到25日，北京近
郊和城内约有11400人死于炎热，根据气
象专家估算，7月25日当天气温一度达到
了44.4℃。这样的高温天气下，没有冰箱、
风扇和空调，待在户外中暑是大概率事件。

竺可桢以一千七百年以来的中国物
候记录和格陵兰气温升降图作比较（见
左下图），可以看出两者基本一致：气候
变化是世界性的，格陵兰和中国的相关
差异更多由地理位置造成。全球同此凉
热，并非虚言。

值得一提的是，气温并非影响人体体
感的唯一因素。无论在汉唐还是更遥远的
远古时期，森林覆盖率要远高于当下，人
口要远少于如今，这意味着自然生态调节
系统在气温升降中起着更大作用。即便同
样是44℃，处于绿树成荫的地方，与待在
钢筋水泥包围但没有风扇、空调的地方，
无疑是完全不同的体感。

川渝地区当下持续高温，已经成了全
国最热的地方。如果看得更远一些：今年7
月北极圈内的温度一度飙升至32.5℃，已
可穿短袖；英国平均气温突破40℃，打破
了有记录以来的最高纪录，整个北半球都
处于“桑拿模式”中。无论归因于自然的气
温周期变化还是碳排放导致的温室效应，
一年比一年热似乎成了公认的事实。

（启凌/文）

“热”是近一个月以来的高讨
论度话题。从川渝到江淮，高温天
气持续不去。不敢出空调房的人
们，或许听到过这样的论断：今年
是过去二十年最热的一年、却也
会是未来二十年最凉爽的一年。

未来不敢断言，但说到过去，
今年却未必能算最热。历史上，成
都一度气候炎热得可以生活大
象、可以种植荔枝。现在气温虽
高，但也未必高过以往。

1972年，气象学家竺可桢发
表了著名的论文《中国近五千年
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他的结
论是：五千年来无论世界还是中
国一直都处在暖期和冰期的交替
中，每个暖期冰期的时长从500~
700年不等，而暖期往往是文明
兴盛、社会安定的阶段，最明显的
例子便是汉唐。唐朝时，成都可以
种荔枝。

成都成都：：大象原产地大象原产地

第一个温暖期
（约公元前1800年~公元前1200年）

暖期和冰期是全球性概念。
大约 1.2 万年前，地球结束迄今为
止的上一个大冰期，全球气候开
始变暖。温度的升高对于人类农
业的诞生和发展是福音，对于猛
犸 这 样 的 寒 带 动 物 则 是 噩 耗 。
2008 年，黑龙江齐齐哈尔发现了
完整的猛犸象化石。原来生存在
我国东北地区的猛犸象，因为气
候变迁加上人类捕杀不得不北迁
至西伯利亚，最后的 500~1000 只
猛犸象约于公元前1650年在北冰
洋弗兰格尔岛上灭绝。

几千年前气温普遍高过如今。
公元前6000年是半坡文化的繁荣
期，在位于西安的半坡遗址中发现
了竹鼠和河麂的骨骼，而这两种动
物如今只生存在南方亚热带地区。
等到文字出现以后，气候证据就更
加明显。在河南安阳殷墟出土的十
多万件甲骨文中，不仅有频繁的降
雨记录，也记载了本地打猎打到一
头 大 象 的 事 件 。河 南 原 来 称 为

“豫”，象形字就是一个人牵着一头
大象。

甲骨文出现于商代，成都的金
沙文明基本与此同一时期。2001
年，金沙遗址出土了数量众多的象
牙，意味着彼时此地曾生活着庞大
的象群。当时的成都气候堪比如今
的东南亚气候，森林遍布、沼泽众
多。据晋人常璩的《华阳国志》记
载，古蜀不仅出产大象，甚至还有
犀牛。

暖期过后是冰期。《竹书纪年》
记载，长江的支流汉水，公元前903
和前807年两次结冰。如今同纬度
的江河结冰则几无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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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子竹子：：也曾经北上也曾经北上

第二个温暖期
（约公元前700年~公元元年）

竹子如今在黄河流域难得一
见，两千多年前的温暖气候，却令
竹子在中原地区随处可见。当时
的官方文件先镌于青铜，跟着写
于竹简。方块字中如衣帽、器皿、
书籍、家具尤其乐器，大多以“竹”
为头，表示这些器物最初均以竹
子制成。

梅树在唐朝以后的华北地区
就消失了，但在东周时期却是黄
河流域的常见植物。《诗经》里至
少五次提到梅，《秦风》里记载终
南山有梅树，而现在当地无论野
生或培植均不可能。另据《左传》
记载，位于山东的鲁国因为气候
偏热，贮存冰的冰房在公元前698
年、公元前 590 前、公元前 545 年
这三年都没有冰可收存。

战国到西汉，气候继续保持温
暖。清代初年，张标所著的《农丹》
里说根据《吕氏春秋》的记载，秦朝
春天的物候要比清朝早三个星期。
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里写

“陈夏千亩漆；齐鲁千亩桑麻；渭川
千亩竹。”不论是河南的漆树、山东
的桑树还是陕西的竹林，都显示当
时这些植物所处的地区是类亚热
带气候。

而到三国时就是冰期了。《三
国志》记载，公元 225 年曹丕去江
苏淮阴视察军队演习，结果天气严
寒淮河结冰导致不得不终止。这也
是如今所知的第一次有记载的淮
河结冰。

荔枝荔枝：：只喜欢炎热只喜欢炎热

第三个温暖期
（约公元500年~1000年）

隋唐又迎来了温暖期。公
元650年、669年和678年这三
年，长安既不下雪也不结冰。
杜甫的《病桔》诗，提到李隆基
在蓬莱殿里种柑桔。到了一百
多年后还在种，唐武宗让太监
赏赐以李德裕为首的大臣们
每人3个宫中种植的桔子，味
道跟江南的没区别。

这时的成都是正宗的荔
枝产地。晚唐诗人张籍写《成
都曲》，“锦江近西烟水绿，新
雨山头荔枝熟”。杨贵妃想吃
荔枝，其实大可不必千里迢迢
从广东运输。

但成都荔枝只能在温暖
的时代存在。生于公元 1037
年的苏轼有诗，“蜀中荔枝出
嘉州，其余及眉半有不。”可
见在苏轼的年代，荔枝只能
生于其家乡眉山（成都以南
60 公里）和再往南 60 公里的
乐山。再过一百多年陆游入
川时，连乐山的荔枝也少见
了，只有在川南的泸州、宜宾
一带才有种植。时至今日，四
川唯一的荔枝盛产地仍然在
川南长江流域。

水果对气温的敏感有时
比人更甚。公元1111年，太湖
不但全部冰冻而且足可通车，
严寒将太湖周边山上的柑橘
统统冻死。

满洲里的猛犸公园 段雪莹 摄

金沙遗址的象牙

武侯祠的红墙竹影 陶轲 摄

三苏祠里的荔枝树（资料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