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文帖

凤凰文昌阁小学好生了得，从这里走出来
了文学家沈从文、画家黄永玉、院士肖纪美、高
级将领朱早观、李振军、爱国华侨潭德森等名
扬四海的前辈，以及源于仍然鲜活于学校育人
事业的雷树友、姚元龙、蔡玉龙等老前辈。开学
伊始，我带着上级领导的嘱托赴文昌阁小学就
任校长。 走在通往文昌阁小学的石板路上，我
明显地感觉到， 我在触摸着一部厚重的历史。
踏着清幽光亮的石板，脑里不止一次浮想着沈
从文、黄永玉、肖纪美……他们儿时就是从这
条小道走向学堂的，然后又是经这条小道从学
堂走出去的。于是，磨光的是青石，承载的是文
明，连接的是世界……

就在我带着悠远的遐想，品读这部历史正
津津有味的时候， 一位前辈跟我打了声招呼。
他略显削瘦且发须斑白，但精神矍烁。 从举止
谈吐中我感觉到他是个资深的学者。 果然，经
介绍， 他就是文昌阁校友会的理事长雷树友。
他一边自我介绍，一边将一摞纸郑重其事地递
给了我。我接过一看，原来是《校友通讯》！这可
是我向往已久，渴望拜读的刊物！ 今天竟活生
生地呈现于我的眼前！ 带着几分迫切，我三步
并作两步走进办公室，随后就一字不漏地品读
起来。 其内容之丰富，文体繁多，主题之鲜明，
言辞秀美令我叹为观止！ 读毕，当我掩卷沉思
之时，脑里不仅浮想联翩———

《校友通讯》23 年的创刊历程，其实就是
一个书写赞歌的历程。这里有众多前辈吟诗作
赋，抒发情怀；有挥毫泼墨，感怀言志；有书写
美文，赞扬母校；还有洋洋洒洒，下笔千言记录
母校的新人新事。 我感慨：真是“壮士暮年，壮
心不已”啊！ 众多校友虽已年迈，但心系母校，
心系教育。 虽多已退休离岗，但仍然不遗余力
地发挥余热，仍以饱满的热情关注、关怀、支持
母校的发展。 如果将时间追溯到上个世纪，我
们便可看到众前辈的当年，是他们用强健的体
魄，用青春和热血，以孜孜以求之心，以气吞万
里之势，让母校由简易校向优秀校、向特色校
再向名校发展。

作为文昌阁校友中的一员， 我心感欣慰。
因为渴求文昌校友这种积极向上、锲而不舍的
精神来感染我，来熏陶我；作为文昌阁小学的
校长，我满怀信心。 因为这里有深厚的文化底
蕴，有新老校友的时刻关心和支持。同时，我也
清晰地感觉到自己在肩负着一种沉甸甸的责
任。 一方面是学校的文化需要挖掘和弘扬，一
方面是两千余名学生需要科学教育。我认为学
校文化的弘扬也罢，学生的教育也罢，都必须
彰显特色，都必须与百年名校甚至历史文化名
城相匹配。 作为学校的领导者和决策者，认识
必须提到这样的高度，才能无愧于母校，无愧
于众多校友前辈的殷殷期望！

凤凰县文昌阁小学 石金先

百鸟林

长沙天心阁（国画） 夏纪慎 /作

山上荆花开
□ 路来森

荆花开得最盛的时候，是深秋。
这个季节里，天高了，风凉了，花草开

始枯萎，木叶开始凋零，大地失去了往昔
的繁荣，渐趋空旷和荒远。 天空中，时常传
来阵阵雁唳声， 刺破季节的凝重和颓败。
人，行走在田野中，仿佛觉得生命在萎缩。
一切，都在减法中运行。

可，就在这个季节里，荆花却成了灿
烂的火焰。 它不是一朵朵地开着，它开成
了串，一串串的紫色，摇曳在枝头；它开成
了片，一片片的荆花，洋溢成紫色的云锦，
铺就一团华丽和热烈。 它就是这样与众不
同，在凋萎中热烈着，在枯败中繁荣着，以
生命的倔强，逆势而上。

我知道，它选择了这个季节，就选择
了一种生命的硬度。 如它那坚硬、韧性的
枝条。

这个季节里，那个牧羊的女孩，还一
如往昔地来到这座山上。 只是，她已不再
穿行在丰林茂草之中，她选择了一片盛开
的紫荆花丛。 人，就坐在紫荆花丛中，手中
舞着鞭子，口中哼着歌儿，心，自如似天上
飘逸的云。 女孩坐在花中，女孩就成了一
朵花，一朵季节里最美丽的花。 羊，布散在
山上，羊就成了云，这个季节里最飘逸的
云。

山上，守山的老人，放下了他的镰刀，
他不再用他那锋利的镰刀，割取山上的荆
条。 他实在不忍，那一串串的荆花真是太
美了。 他知道，他每一镰刀的割取，都会是
对这个季节的美丽做一次残忍的粉碎。 他
没有坐在花丛中， 他依旧靠在他的山屋
前， 他只是遥遥地看着山上开放的荆花，
他喜欢这种紫色的诱惑。 他不想为什么，
他只是喜欢，他觉得喜欢就够了。 每年他
都是这样看着，他知道，荆花败了的时候，
山上就要落雪了。 荆花会是这座山上最后
的美丽。

夕阳西下，他望着夕阳，看着荆花，觉
得风景很美。 他置身其中，也成为了这风
景中的风景。

每年的这个季节里， 我也会上山几
次，就是为了看荆花。

徜徉在荆花从中，抬头看天，你会觉
得天空更蓝，更远。 逆风而上，你就能嗅到
一种微甜的花香。 采一粒花，放在手中，感
觉是那样的渺小，难以想象，那成串的荆
花，竟然能形成一种磅礴的气势。 天是蓝
的，风是轻的，花是艳的，心是软的，让人
觉得：男人，实在是应该懂得赏花。

那一年，我还在山上遇到了一位放蜂
人。 我说：“季节这么晚了还放蜂？ ”他说：

“再坚持几天，收下这茬荆花蜜。 ”他还说：
“荆花蜜，是最好的蜜，从不沉淀。 ”我相信
了他的话。 于是，我买下了三桶花蜜，决定
送给那位为我调动工作的官员。 我调动工
作时， 那位官员没有收我一分钱的礼物，
他只是说：“你有能力，有学历，应当得到
一个更好的工作岗位。 ”事情就这样办成
了。 他让我明白了一个简单的道理：为民
办实事的官员，还是占多数的。

我内心充满了感激，最后决定送他几
桶蜜，我是无论如何都得让他收下的。 也
许，不仅仅是为了感激，内心里还想象着
他能像我一样：心中想着山上的荆花。 给
他的内心，种下一片秋天的美丽。

山上的荆花正开着，紫色的。 或许，能
开出更多的美丽和故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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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东

父亲今年六十多岁，两鬓斑白，但精神很
好，他最大的爱好就是养花。

乡下老家的院内，有个偌大的花园，就是
父亲一手布置的。 他给花儿施肥、浇水、治虫，
像呵护孩子一般的细致入微。 虽然很累，心里
却很快乐。

前天回老家， 父亲对我说：“我从电视上
看到一种叫郁金香的花，很喜欢，你能带我去
城里买吗？ ”“好呀，什么时候？ ”我笑着反问
道。“明天！ ”父亲一脸兴奋地说。

第二天中午，父亲真的来了。 我带着他向
花鸟市场赶去。

司机是个中年男人，很是热情。 我和他
攀谈起来。 一抬头， 看到汽车前窗的右上
角，一面鲜艳的国旗，高高飘扬。“每年的国

庆，都插国旗？ ”我问道。“当然呀，年年都
插，国家生日嘛，人人都要欢庆。 我感觉插
上国旗的车子，开起来就是有劲。 ”司机微
笑着说。 顷刻间，一股感动袭上心头……

到了花鸟市场， 我为父亲买了两盆郁金
香。“我还想买一面国旗！ ”父亲的声音很轻，
像个孩子。 在我的老家，还没有国庆插国旗的
习俗。 当我把一面大大的的国旗递到父亲手
上的时候，他脸上的层层皱纹，瞬间就舒展开
来，像是绽开了一朵郁金香。

两天后，我回家有事。 院内的花园边上，
竖立着一根竹杆， 只见父亲轻轻地将国旗铺
展开来，在空中挥舞了一下，然后双手拉住绳
索，一面鲜艳的国旗，便冉冉升起。 接着，父亲
挽着我九岁的儿子，面向国旗，大声地唱着国

歌。 看着父亲神情专注的样子，我竟有了想哭
的冲动。

父亲，曾经是一名计生干部，退休后，切身
感受到了国家对他的关心。 多年以来，父亲一
直寻找一种方式来表达对祖国的感恩之情。 而
那天我和司机的一番话，让他豁然开朗。 第一
次升国旗，就让他的孙子一同参加，我知道，他
是希望儿孙们，懂得感恩，学会感恩。

几天后，父亲打来电话告诉我，庄上的许
多人家，都升起了国旗。 虽然父亲的声音有些
颤抖，但更多的是自豪。

蓦然间，脑海里浮出一个画面：父亲的花
园边，很多的乡亲们，手挽手，仰望国旗，吟唱
国歌。 国旗迎风飘扬。 花园里的花朵，那么鲜
艳，那么芬芳……

世事洞明皆学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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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辈子的活法》是原文化部部长、著
名作家王蒙前不久推出的最新传记作品。
在这本书中，王蒙以诙谐幽默、豁达随意的
语言，生动地讲述了他 77 年来跌宕起伏的
岁月故事，通过“历练是银，活法是金，遭遇
是外在的，而活法全在自身的选择”人生经
验的渲染，立体地展现了王蒙潮起潮落，几
沉几浮，慷慨激昂的成长轨迹，告诉你一个
真性情，诚善意的智者、作家和他眼中的文
坛、 政坛的一些现象甚至怪现象， 长人知
识，引人深思。

“所有的跌宕悲喜，都是人生的历练，
都凝聚成人生的智慧：沉浸、阔大和喜悦。 ”
这是此书的封面话语， 也是王蒙对自己人
生活法的高度概括，并借以表达主题，让人
耳目一新。 一辈子屡败屡胜观自在，七十多
从心所欲不逾矩。 王蒙说：“对于生活与活
法，我贪。 ”他最喜欢的一个词叫做活法。

“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这是遭遇，而
“回也不改其乐”，这是活法。 王蒙活得很真
诚， 很闲适， 他的历练是他一生最好的学
问，他的活法是他一生最好的文章，他非常
愿意与诸多苦苦探求人生之路的朋友们分
享他别样的人生智慧，这也是《一辈子的活
法》面世的缘由。

人生真的很精彩，最重要的是要认真面
对。 王蒙写道：我经历了伟大也咀嚼了渺小。
我欣逢盛世的欢歌也体会了乱世的杂嚣。 我
见识了中国的翻天覆地，也惊愕于事情的跌
跌撞撞。 有时候形势的波谲云诡令人晕眩，
有时候祸福说变就变，叫人以为是进入了荒
诞的梦境……

对我而言，《一辈子的活法》 并不是一
本普通的传记文学， 当我读完最后一页合
上它时， 心灵深处有了一种积极的温暖情
愫。 作者用豁达的心胸、宽容的心态、深刻
的反思精神，从容面对人生的坎坷曲折，多
事多难，甚至提倡“大道无术”“大智无谋”

“大勇无功”的非凡境界，他先后当过作家、
政客、坏分子、学者等，他曾深深地苦闷与
怀疑过，也曾发自内心地感动和奋斗过。 苦
难给了王蒙一个良好的心态， 让他学会处
乱不惊，遇难呈祥，涉险成趣；也让他参透
了“活法”二字的真正含义。

“活法”不是骄傲，是无奈；不是睿智，
是解脱。 其实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活法，活
法不同，人生的境界也就不同。“我眼中的
活法，就是一个人怎么活得更有价值、更健
康，活得更明白”，这就是《一辈子的活法》
带给我的启迪。

父 亲 升 国 旗

———读王蒙的新书《一辈子的活法》

感受《校友通讯》

文字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