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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老教师
不计园中日短长，鬓边眼角尽飞霜。
谁言卅载耕耘苦，最是开心桃李香。

海棠
雨濯清香亦不消，胭脂难画此妖娆。
堪嗟百卉皆凡种，却恨东风宠阿娇。

听雨
一叶芭蕉一叶秋，深宵窗外滴乡愁。
天涯又是不眠夜，细数雨声飞满楼。

游接霞庄
绿树摇风护古庄，闲云弄影戏莲塘。
醉看白鸟烟汀立，坐听蝉歌斗夕阳。

微信赠同窗
屈指流光五十春，江湖依旧傲风尘。
临屏笑说当年事，共对今宵月一轮。

（广东省化州市文楼镇中心学校 董惠龙）

一苇倔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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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在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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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里的霜路

负暄琐话

恐美人之迟暮
□许兆美

零距离贴近教师
15 年，我们——

为教师说话，让教师说话，说教师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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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边上

在北国的秋天，每到几场冷冷的秋
雨下过，又遇到一个难得的晴天时，霜就
会不期而遇。当月亮出来时，天地间有
一种透彻的清爽。就在这样的霜天里，
我曾经走过许多次夜路，就像酷霜打在
嫩叶上一样，入心坎，也入骨髓。

最早一次走霜路是七八岁的时候。
那是个久雨后放晴的仲秋之夜，寒冷突
然加剧，我一个人从前村回家。两个村
子有一里多远，路的一侧还有一片乱
坟。树枝在夜中摇动，声音如笛、如箫，
秋虫在路边弱弱地鸣叫，如泣如诉。那
晚的月亮很圆，我却总觉得月亮似乎被
施以魔法，像一面永恒的镜子。一路走
着，一路不断地看月亮，似乎月亮能帮我
驱走恐惧。那些还没有被收走的秸秆，
在月光下魆魆的、灰灰的，还闪着冰冷的
光。我真的担心有什么东西突然从里面
蹿出来。

我的脚步在加快，心跳在加速，呼吸
也在加重，冷风像钢丝一样在耳朵和头
颅的夹缝里磨着。经过那个乱坟岗子

时，我的毛发都竖了起来，根根在风中颤
抖。风吹得更响了，似乎裹挟着许多人
的呜咽声，有女人的，有男人的，还有孩
子的。回到家，母亲给我生了一堆火，用
手摩挲着我的额说道：“眉毛和头发都下
了霜了，娃儿这一趟不容易呢。”第二天
去上学，院子里、屋瓦上、井台边、田野
里，都是白花花的一层霜，像撒了匀匀的
细盐。

这次走霜路虽然没有看到印在霜路
上的脚印，却总觉得心尖上有凛冽的霜
在闪烁。而 3 年后的一次踏着霜路赶
集，更在我心头留下一行永远擦不掉的
脚印。

那是一个周末，我与母亲一起去卖白
菜。天蒙蒙亮，灰白色的早晨像是一块厨
房里没有洗净的抹布，寒风像小刀子一
样，直接划着骨头吹。走过村头石桥时，
我清晰地看到石桥成了白色的，像铺了一
层碎碎的银子。走过石桥，车印混合着鞋
印在石板桥上写下一首诗。这印记是我
们第一个盖上的，这座桥在我的心中就变

得神圣起来，它和那印戳死死地刻印在我
的记忆深处。后来，人们拆除这座桥时，
我着实伤感了一回——温庭筠《商山早
行》中那句“人迹板桥霜”，在我的心灵划
过一道凛若闪电的光。

从家到集市有5里路，我和母亲拉着
车子，在坑坑洼洼的乡间土路上走。格
格噔噔，磕磕绊绊，走到集市时，母亲的
刘海已全是霜，有的泛着银银的光，有的
悄然化成了水珠，一眨一眨地闪在晨光
里。虽然那个早晨冷得出奇，但当我们
赶到集市时，身上都是腾腾的热气。

每 每 想 起 那 个 早 晨 ，我 都 觉 得 很
美。那时虽然贫困，但总能在贫困的生
活中找到慰藉心灵的东西。这次走霜路
让我记得，生命中铺满的霜雪其实都是
生活的馈赠。如果说，这次走霜路还是
短剧，那么，去城里上学就是一场生命的
长剧了。

那也是一个下霜的早晨。天没亮，
父亲和我就起身了。父亲坐在前面赶毛
驴车，我坐在车厢里。出了村口，就看见

了落在草棒上、树叶上的霜。毛驴打着
响鼻，哈着白白的雾气前行，我坐在车里
欣赏路两边的风景。一路上，我读着后
退的柳树、杨树、桑树、榆树，读着田野里
高高矮矮的秸秆，读着贴着地面的苍绿
麦苗，读着一个个长着簇簇毛毛草的土
馒头……路上，印着毛驴花朵似的蹄印，
印着两道火车车轨似的车辙印，一直延
伸着、延伸着。走过几座桥，桥上的霜有
些凌乱了，有些还很有规则，我们的印记
混入他人的印记中，组成了一幅抽象
画。看着霜一路融化，到了离城不远的
地方，霜已经很淡很淡，几乎看不见了。
阳光在一道道地收割着霜，收割着这秋
日土地上的花朵。

那条霜路，我走得最长，一直到现在
还在走着。从那以后，我生命里的霜铺
了一层又一层。霜其实不是刀，也不是
剑，而是开放在生命里的花朵；而霜路，
该是生命里洁白的花路吧。

（作者单位系浙江省温州市龙湾区
实验中学）

许多人说芦苇是没有香气的，我
却觉得自己不止一次闻到过，在阳光
蒸腾下，那是梦幻的浪漫。

小时候见过造纸厂收芦苇做原
料，人们成片成片地砍下来，堆在院子
里，竖起来比人还高，躺下去也依然庞
大。也许为了更好地拉出纤维，提升
纸品，工人常常用一把尖利的小刀剥
开大叶子，麻利地抽出里面的苇秆。
他们动作似乎很轻描淡写，随意地一
划，芦苇就被分成两堆，一堆深绿色还
带一点银白色的灰皮，一堆从嫩黄色
渐变成浅绿色的秆，整个院子里弥漫
着一股青草的香气，但苇秆仍然笔直
不断。

前几天天气晴好，我去森林公园，
看见一丛芦苇在池塘边长得正盛。绿
色的苇叶有点儿像甘蔗叶子，都是细
长的带子，只不过是朝向不同——成
熟的甘蔗叶会软软下垂，耐心地邀请
你去品尝；芦苇叶却像新生的孩子，对
什么都感觉新奇，一直向天空凝视。

久雨乍晴，碎裂的地上有许多泥
浆，山上也有溪水沿着低洼处汩汩下
来。前面有个人在走着，专心致志地
找干净的石块迈开脚，走一步挪一步，
生怕自己陷进泥缝里，不到十米的距
离走成了之字形的长途旅行。我突然
很想拿起那根长长的苇须，轻轻抚摸
她的脸，逗她笑一笑。

第一次不小心拉出一根，可能是
太用力了，苇秆折成了几节，手已经触
碰到凉凉的“泪”，可外面的青皮还是
紧紧地粘连在一起。它无可奈何地耷
拉着身子，就是不听我的指挥，好像一
个爱面子的人，再怎么难受也要维护
那一点可怜的自尊。我小心翼翼地靠
近，一只手握住苇秆末梢，另一只手的
指甲寻找节点往下剥，把枝叶一点点
分离。没等拉出来，手臂被划了一下，
清晰地感觉叶片锋利如刀，一条白色
的印记急速浮现，还有几层皮慢慢鼓
起来，锯齿状的血滴也蓄了出来。

它如此顽强地抵抗着，我终于放
弃了。我想，这就是秋天的倔强吧，唯
愿自己在枝头开得烂漫，经风沐雨，飘
荡四方，也不要随随便便被人摘下赏
玩。哪怕插在花瓶里，最美的姿态得
以延续，那也不是自由自在的灵魂向
往之处。秋日的寒菊“宁可枝头抱香
死，何曾吹落北风中”，秋天的芦苇看
似柔弱，也有这般风骨。

想起很久以前支教的时候，带了一
块画板去打发时间，水库边摇晃着的芦
苇是我写生的对象。从悬挂的紫色毛
毡到洗得柔顺的黄色毛毯，颜色有变，
质地不变，在呼啸的秋风中，怎样起伏
都不会倒下，韧性十足。每天穿行这芦
苇荡去提水时，总是低着头急匆匆走，
免得脸被划伤。张九龄曾写道“草木有
本心，何求美人折”，我为何不接受这教
训呢？芦苇不讨好，不媚俗，只是在合
适的时候做自己该做的事情，这一点倔
强是多么难能可贵啊。

当初达摩祖师“一苇渡江”之时，
人们都称道佛法无边，但他脚下那根
芦苇，何尝没有迸发出这种倔强的力
量吗？
（作者单位系江西省铅山县第三中学）

屈原在《楚辞》中塑造了许多“美
人”的意象，寄托自己的思想和情怀，
古今许多学者都对“美人”的意象进行
了深入研究。

在《楚辞》中，“美”有三种意思：一
是指美好的品质，如“纷吾既有此内美
兮，又重之以修能”；二是形貌之美，如

“保厥美以骄傲兮，日康娱以淫游”“虽
信美而无礼兮，来违弃而改求”；三是美
好之意，如“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
彭咸之所居”。

屈原所塑造的“美人”是用第一种意
思，即“拥有美好品质之人”，包括明君、
贤臣，或诗人自己。虽然对“美人”的解
读众说纷纭，但在我看来，单以《离骚》而
论，“美人”应该是指诗人自己，与“美人”
相关的意象，也往往是指诗人自己。

《离骚》表达的是诗人不受重用、遭
遇流放之后的悲痛心情，包含了诗人对
楚国、对君主的怀念、失望、担忧，在这
种情况下，诗人将自己的命运和国家放
在一起，忧国忧民，表达的是自己的情
感、思想。

“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
暮”，这是《离骚》提到“美人”的句子，诗
句中透漏出一种担忧。有人认为，这句
表示诗人希望君主趁壮年之时，抛弃恶
习，实行美政；也有人认为，诗人希望在

自己壮年之时为国家做出贡献，担心自
己迟暮之年将到。但是，对于一个国家
而言，君王是不断更换的，即使楚怀王
不在，也会有新王即位，而屈原只有一
个，他的思想也是独一无二的。况且，
屈原在《离骚》中明确塑造了一个君主
的形象，那就是“灵修”，比如“指九天以
为正兮，夫唯灵修之故也”“余既不难夫
离别兮，伤灵修之数化”。

为了表达自己的思想、心情和政治
理想，诗人也可能将“美人”引申为贤
臣，但在诗人心中，贤臣与自己其实是
等同的。比如“世溷浊而不分兮，好蔽
美而嫉妒”“世溷浊而嫉贤兮，好蔽美而
称恶”“两美其必合兮，孰信修而慕之”，
这些“美”既是美好的品德，也是诗人自
己的形象。

对于贤臣，《离骚》中也有明确的指
代，“举贤而授能兮，循绳墨而不颇”“不
量凿而正枘兮，固前修以菹醢”，这里的

“贤”和“修”都是明确指代贤臣的。诗

人没有必要用同一个名称表示几个不
同对象，也没有必要用不同称呼表示同
一个对象。因此，“美人”“灵修”“贤”

“修”应各有所指，即“美人”指诗人自
己，“灵修”指君主，“贤”和“修”指贤臣。

学者姜亮夫在《楚辞通故》中解释
“美”字时引用《说文解字》：“美，甘也，
从羊从大。羊在六畜，主给膳也。美与
善同意。”进一步论道：“长大则美，西周
以来尚之。美则大，大则达矣。引申则
为好，为美人，为善，或又专注为娱。娱
则色好矣。《楚辞》所用，皆不外此一好
也。”可见，“美”字原指“羊之肥大者”，
进而引申为好、善等，至于用来形容女
性容貌则是后来演变出的新义。

屈原为帝王后裔，“又重之以修
能”，拥有美好的容态。在《离骚》中，

“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制
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揽木根
以结茝兮，贯薜荔之落蕊”等句都可以
看出屈原很注重仪表容貌。因此，诗人
用“美人”以自喻也是很容易理解的。

从以上几个方面可以看出，《离骚》
中的“美人”指的是诗人自己，诗人既塑
造出一个鲜明的人物形象，又赋予《离
骚》丰富的文学性和浪漫主义色彩。

（作者单位系山东省东营市垦利区
第二实验小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