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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吟

老君山写意
□李景忠

稻草里的冬天
□张粉英

人生边上

雪落有声雪落有声
□□丁洁丁洁

《回忆》 河北省张家口市桥东区建国路小学 冯 斌

物语

袍袖飘飘学位服

谈丛 校园服饰浅说校园服饰浅说（（22））

□张志春 浣溪沙·秋感
寒夜灯花一点红。萧萧静对小

庭空。打窗黄叶正西风。
尺素铺开思万缕，新诗题罢绪千

重。依稀尘梦月明中。

鹧鸪天·自遣
漠漠风寒沁秀衣。人间冷暖自身

知。伤怀一缕门前柳，寂寞几行月下诗。
花易落，雨声低。听春渐远渐轻

微。此心若是无尘染，懒管霜侵在鬓丝。

渔家傲·感怀
绿柳摇波花满岸。遐思几缕风

吹乱。寂寞深庭常伏案。诗成伴。
任他苦乐随烟散。

何必萦牵心难断。书沉梦杳终
一叹。曲径苍苔人不见。春已倦。
小窗日照流年换。

一剪梅·春游
寻路溪山觅众芳。桃点红妆，梨

舞白裳。幽潭飞瀑映初阳。潋滟波
光，妩媚春光。

更趁轻车赴九汤。才下山乡，又
入泉乡。尘嚣洗尽梦应香。云也徜
徉，心也徜徉。

（江西省高安市第一小学 张芳君）

今夜，落雪了。漫天的雪，一朵，又一
朵，一片，又一片，轻盈而空灵。窗外，雪
天一色，宛如一幅清浅的水墨画，微微氤
氲出橘红色的灯光。在这样的冬夜，临窗
听雪也别有一番意趣。

沙沙沙，啪啪啪，簌簌簌，哗哗哗……
雪落在纱窗上，落在屋顶上，落在白梅上，
落在大地的温柔中，也落在我的心里。
雪，似乎在诉说，又像是在应答。有雪伴

奏，夜色平添了几分禅意。
我喜欢雪，喜欢沿着长长的街道，踏

雪而歌。路边的行道树与雪相依，素花碧
树更显得婀娜多姿。一朵朵雪花，有的静
静地卧在树的臂弯中，轻吻着一朵朵浸着
暗香的花；有的好似一条条围巾，调皮地
裹在树脖子上。我常常情不自禁地去撩
逗它们，随着哗的一声，惹得满树雪花在
半空中乐开了花。

我也喜欢边走边轻数留下的雪印，弯

弯曲曲的小径是我人生的历程。雪的飘
逸，雪的纯净，能够洗涤世俗的纷扰。置
身于粉妆玉砌的世界，我轻轻地吟唱一首
心曲，唱给风儿听，唱给落叶听，也唱给自
己听。

沙沙沙，啪啪啪，簌簌簌，哗哗哗……
我既听到“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
花开”的惊喜，也听到“欲渡黄河冰塞川，
将登太行雪满山”的无奈，既听到“年年
最喜风雪时，放马长歌博一醉”的豪情，
也听到“梅须逊雪三分白,雪却输梅一段
香”的谦逊……似乎每一朵雪花都有自
己的心曲。

曾经，我喜欢用行走的方式迎接雪的
来临。每每下雪，我总爱肆意地徜徉在雪
的怀抱里，任凭衣上、脸上、头上、围巾上全
烙下雪的印迹。迎风立雪，去寻觅踏雪寻
梅的诗意，常常冷落了那把杭州特有的蕾
丝小花伞。可是，我到底还是缺乏张岱初
更时到湖心亭看雪的雅趣与痴心，自然也
不会邂逅一痕一点一芥那样的奇景与痴
缘。现在，我渐渐习惯安静地听雪，无论多
么喧嚣的环境，只需一隅，便可静听天籁之
声。不同的心境，常常听到不同的雪音。
雪也是有灵性的，从春蛰伏到冬，沉寂了这
么久，也该在这个属于自己的季节绽放一
下了。它尽情地狂舞，活泼地嬉戏，努力地

纷飞，全然不去理会迁客骚人或褒或贬的
情绪。

听雪久了，整个人也会被雪涤荡得澄
澈而通透，心也变得温润起来。对于生
活，我开始关注自己的内心，渐渐地学会
淡然和隐忍。曾经看到这样一段话：“我
们曾如此渴望命运的波澜，到最后才发
现，人生最曼妙的风景，竟是内心的淡定
与从容；我们曾如此期盼外界的认可，到
最后才知道，世界是自己的，与他人毫无
关系。”很喜欢这种历经沧桑之后的素朴
与真淳，世间最深奥的“人间道”常常用至
简的方式来呈现。

曾 经 的 年 少 轻 狂 ，现 在 也 慢 慢 沉
淀。我试着用减法生活，学着拒绝或是
用沉默的姿态表达意愿。于是，琐事减
少了，日子简净了，内心自然也丰盈饱满
了。我有充裕的时间安放和梳理心灵，
游走在山水田园之间，行走在诗词歌赋
之中，以恬淡的心境欣赏沿途的风景和
岁月的变迁。

雪，一直下着，一朵，又一朵，一片，又
一片，梦幻般美丽。感受着雪花的快乐，思
绪也随着初雪蔓延、涤荡、纷飞……只要心
中有景，何处不是芳香满径？在这个落雪
的夜晚，我临窗而立，静静地聆听。

（作者单位系湖北省宜城市汉江中学）

学位服源自 13世纪初叶的法国，是
巴黎大学首创学位制度的衍生物。20世
纪初，国外学位服分为两派，一派以意大
利、英国为代表，基本保持中世纪风貌，
服色与款式都有信仰时代的印痕。另一
派则以美国为代表，在 1903年统一样式
后，又在 1936 年和 1960 年继续修订，逐
渐形成简练明快之风，融入新时代的意
趣。如今，世界各地的学位服虽然稍有
差异，但款式已经没有很大的区别了。

在学位服方面，中国也是一步一步
与国际接轨。民国初年，国门大开之后，
不仅传教士把学位服带到中国，那些在
国外获得学位的留学生也把穿着学位服
的照片带回中国，这在当时以教育救国、
科学救国为己任的中国知识界引起强烈
反响。新中国在相当长的时间阶段因无
学位制而无其服装；上世纪 80 年代，全
国人大通过并实施学位条例；1994年，国
务院学位委员会印发《关于推荐使用学
位服的通知》，并推出具体翔实的《学位
服简样》和《学位服着装规范》。从此，学
位服便如星垂四野、花开春树一般，成为
大学校园的一道景观。

学位服由学位帽、流苏、学位袍、垂
布等部分组成。学位帽的方形造型象征
着书本智慧的崇高位置和传承责任，也
从视觉形象上增益穿着者的书卷气息。
不同的服色界别着不同的学位和身份：

博士学位帽流苏为红色，硕士学位帽流
苏为深蓝色，学士学位帽流苏为黑色，校
长帽流苏为黄色；博士学位袍为黑、红两
色，硕士学位袍为蓝、深蓝两色，学士学
位袍为全黑色，导师袍为红、黑两色，校
长袍为全红色；垂布则以饰边的粉、灰、
黄、绿、白、红等颜色来界别文、理、工、
农、医、军事等学科。

当文化自觉的观念不断渗透到具
体实践层面时，学位服也听到了要求民
族化的声音。且不说国外原有欧洲派
与美国派的区分，仅从近年来国内的争
论来看，亦有守望者与变革者的交流。
其实，如果忆及学位服进入中华本土的
情境，便知它如西服系列款式一样，原
是顺畅无阻碍的，甚至有诸多款式还进
入了中华礼服系列之中。就款式而言，
博衣大袖原本是中华服饰的特色，我们
在孔孟老庄墨韩的服饰论说中都能找
到具体而充分的叙述。就服色而言，博
士、硕士、学士服着意强调的黑色、红色
和蓝色，都是中华历史上特别崇尚的服
色，如夏代与秦代尚黑，周代尚赤红，历
代均以青蓝作为青天之色而予以尊崇，
这些服色至今在民间仍然有着崇高地
位，仍然积淀着吉祥福瑞祝祷的意味。
此外，中国的学士服在袖口处往往绣有
长城图案，袍的前襟纽扣采用中国传统
的布制黑色“如意”扣，套头三角兜形垂

布采用织有中国民族特色花纹的织锦
缎制作。

一袭学位服，博衣大袖，简洁而庄
严，神圣而温馨。从心理学角度讲，学
位服似乎还有心灵护佑的功能。当学
子答辩成功，确知学位授予仪式在即，
穿起学位服之时，可能会照照镜子，会
看 到 周 围 穿 着 同 样 衣 装 的 人 们 。 这
时，再回看镜中的自我，在镜像与他人
之间反复交替，就形成了一种真实而
不容怀疑的感觉，使其内心真实而完
整。当学位服群体聚合时，确能将彼
此潜隐的破碎感和虚幻感转化为脚踏
实地的真实感和整体感。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朴素的学位
服会带来内心深处斑斓的色彩，庄严的
仪式会挑动青春激荡的心灵。无论是答
辩现场、学位授予场所，还是隆重热烈的
毕业典礼，学位服都为这些活动增添了
庄严的氛围感、神圣的仪式感。多年潜
心学术的奋斗和探索，在这里以感性显
现的形式得到肯定和褒扬。倘若置身其
中，每个人都会如入人间乐园一般，从内
心深处升腾起一股幸福的暖流，在音乐
妙曼的节奏和旋律中展开。诗人们一再
憧憬的诗意栖居，不就是相看两不厌的
人间乐园吗？

（作者系陕西师范大学教授，中国服
饰文化研究专家）

曾经的水乡，冬天是离不开稻草的。
立冬一到，家家床上要铺稻草。

稻草好像偷藏了一个夏天的太阳温
度，到冬天时再散发出来。老家有一
个流传很广的故事：某年秋季闹兵
荒，乡民逃亡，一人认为要带黄金，坚
信金钱万能，另一人则只带一捆稻
谷。第二年春天，带稻谷的乡民毫发
未损返回故乡，带黄金的乡民已经不
知魂归何处了。

水乡有一种多齿耙，仰面朝天装
在一只长板凳上，人倒过来捏着稻
草，按进去再抽出来，梳头发似的，那
些碎的、短的、杂的就被剔去了。这
个农活，水乡人叫“删草”。

删好的稻草，可以直接铺在床板
上。稻草上面罩上垫被床单，床就比
原来高出许多。人睡上去，越压越
低，冬天床上的稻草晒没晒过，一看
高低便知。一个冬天，水乡人要赶着
太阳晒被窝、晒稻草，稻草晒过之后
有淡淡的香，睡梦里也就有了香甜的
日子。稻草的缺点是脏，搬来搬去一
地碎屑。如果讲究一点，可以做一个
与床尺寸一样大小的口袋，将稻草装
在里面，压瘪了抬出去晒一晒，敲打
敲打又会膨胀开来。

水乡一到冬天就有卖草鞋的，大
大小小挂满一根扁担两头。草鞋用
细细的稻草绳编织而成，有专门的民
间能人当作副业来做，晚上编，白天
卖。水乡水泥路少，路面都是土，还
是可恶的水稻土，一沾水就黏得像烫
过的糯米粉。如果路面在冻结之前
没来得及晒干，就容易化冻，雪后寒
天尤甚：早上出门的时候，路上硬得
像水泥，太阳一出来，路面像铺了一
层油似的，人一踩上去就是泥浆，再
漂亮的鞋子也会面目全非。如果在
鞋子外面套上草鞋，就有了一层保护

“盔甲”。
从前水乡的日子慢，人们知道惜

物，冬天还有稻草的淡香。水稻是上
天赐给水乡的恩物，让水乡人不受饥
馑之苦，远离冻馁之寒。如今，稻草
却成为累赘，被嫌弃，被焚烧，被视为
垃圾抛向龌龊之所。几个月前，在澳
大利亚珀斯，看见木头电线杆素颜丑
陋地立在现代化都市的街头，与高楼
相望，与天鹅、碧水、草地共享蓝天白
云。作为来自水乡的游客，一下子就
想到了稻草：稻草里含着太阳与大地
结合的能量，我们只知道一味地向地
下索取保温材料，为什么不能像先民
那样，继续在稻草里寻求上天给予人
间的温暖呢？

（作者单位系江苏省扬州市江都
职业教育集团）

山是一个地区的地理地标、
文化地标、精神地标。位于剑川、
丽江、兰坪、维西交界处的老君
山，便是一座令人心驰神往的山。

老君山属于横断山脉，形状
千奇百怪，小河流纵横交错，随
处可见，山涧四时之景各异。山
上的植被种类繁多，物种丰富，
珍禽异兽各自为伴，各有各的空
间和地域，生生不息。从远古到
今天，老君山虽见不到一丝宗教
信仰的香火萦绕，但它却存在于
子民的仰望里，别无替代。千百
年来，附近四乡八镇的子民都敬
仰它，依靠它的恩泽，一代又一
代薪火相传，生于斯，葬于此。

“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生处
有人家”，人们把居室建在山麓，
顺山势而居。背靠山的脊梁，面
朝北斗七星，这是千百年来山里
人的长期生活经验积累，有利于
分清时日年份，也有利于抵御自
然灾害的侵袭。靠山、依水、傍
地，生活才安妥，这是老君山与
山里人某种精神的呼应。

传说，老君山山顶有九十九
个龙潭，暗泉涌动，清澈见底，水
声潺潺，长年不枯。不论是旱季
还是多雨的年份，龙潭里的水始
终没有增减，涓涓流水不断喷涌
而出。潭水从山顶顺势而下，将
整座山喂得饱饱的——杜鹃、冷
松、云杉、蒲团松等植物，郁郁葱
葱、挺拔高耸；金丝猴、棕熊、豹
子、野牛等动物，快活安逸、自由
自在。有水的地方，就会有生命
的奇迹出现，老君山的生命之源
滋润着它的伟岸、雄奇、神秘莫
测，也记录着它的流动岁月，如
此峥嵘崔嵬。

北宋画家郭熙在《山水训》中
说：“春山淡冶而如笑，夏山苍翠
而如滴，秋山明净而如妆，冬山
惨淡而如睡。”无论春夏秋冬，老
君山总是垂范千古，启迪万物，
凝聚着人类物质和精神的厚重
酬报。古人、今人乃至后人，有
多 少 情 、多 少 魂 ，驻 于 山 ，倾 于
水，这是一个民族理性、信仰、冀
望的依托。

知者乐水，仁者乐山。老君
山是仁山、智山，是取之不尽、用
之不竭的神山。山麓上，是良田
美池，是山里人的衣食之宝；山
上流水倾泻而下，流淌在人的血
液里，永不停息。“采菊东篱下，
悠然见南山”，那是和美悠然的
生活，远离烦嚣，抛弃嘈杂。

旅途中的人们，看到老君山
的庄严神圣，缓解疲劳、放松压
力、摒弃浮躁，便仿佛看到“江流
天地外，山色有无中”的景象。

（作者单位系云南省剑川县
马登初级中学）

我的
画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