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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印象
□周凌颖

负暄琐话

到达凤凰古城时正是夜晚，古

城笼罩在一片霓虹之中，沱江之水

映照着城楼的倒影，倒影随着水的

流动若隐若现。走在沱江之畔，感

觉这场景似曾相识，大理的风花雪

月，丽江的艳遇之美，这一刻也想冠

名给凤凰。

凤凰有新旧两个城区，我们停留

的地方在老城，这里依山傍水。

清晨，漫步老城中，才知清浅的

沱江原是穿城而过的，红色砂岩砌成

的城墙伫立岸边，莽莽的南华山衬着

古老的城楼。那城楼建于清朝，铁门

早已锈迹斑斑，但还能感觉出当年威

武的模样。北城门下宽宽的河面上

横着一条窄窄的木桥，以石为墩，两

人对面都要侧身而过，这曾是当年出

城的唯一通道。

坐上乌篷船，才真切感受到沱

江水的清澈，江不宽，水也不深，城

墙边的河道更浅，水流悠游缓和，

可以看到柔波里招摇的水草。这

正是凤凰的母亲河。一条朴素的

河流，养育了朴实的一方人，那朴

实俨如艄公号子里传递出的自然

和纯粹。他们虽不苟言笑，但从不

苟言笑中看到的绝非冷漠，只是略

略的腼腆，抑或是古城人特有的内

敛和矜持。

乘船畅游沱江，可以清晰看到

沿江而建的吊脚楼群，这吊脚楼起

源于唐宋时期，是凤凰古城最具浓

郁苗族建筑特色的古建筑群之一。

这里的吊脚楼均随地而建，分上下

两层：上层是客厅，建得比较宽大，

做工也精细，屋角都翘起来，形状类

似凤凰；下层因地制宜，大都不很规

则，早年用来存放农具或做猪圈、牛

圈，但也有类似金爪或各类兽头、花

卉等图样。

岁月沧桑，斗转星移，建筑物在

日月轮回中不断翻新更替，在风风雨

雨的历史长河中代表着一个地域民

族的精魂，如一部歌谣、一段史诗，记

载着风雨飘摇的历史，也记载着寻常

的百姓故事。吊脚楼与沱江水交相

辉应，似一幅韵味颇浓的山水画，而

我，已然在画中游。

再走向石板老街，这是凤凰最繁

华的商业街，青石板路多了古朴，商

铺却彰显着繁华。许多店铺都有一

个好听的名字，“聆风水岸”“古城守

望者”“本色”“遇见”……来到一家

“缘来是颖”的店前，店名与我有缘，

希望还能再见。

之后的徜徉更是一场幸会。

沈从文故居一直是我期待的地

方。喜欢他文字的率真与朴素，叙

事、说理都自然流畅。眼前就是沈从

文的出生地，我在各个房间驻足，脑

中不时闪现他的文字，那篇对集市的

描写似乎就在眼前，鲜活而又真实。

看到沈从文学习的书桌，许多人伸手

触摸，我也不例外。追寻大师足迹，

感受大师灵气，也许，凤凰文化的密

码，很大一部分就浸润和潜隐在这看

似平常的古宅之中。

熊希龄故居亦是人来人往。英

雄莫问出处，谁曾想到这座普通平房

竟出了这样一个人物？他倡维新、办

报纸、兴学堂、办慈幼院，成为对中国

作出巨大贡献的风云人物。

如今，首富人家的烟火萧瑟了，

官场权贵的风云寂寥了，小城却安然

如初。一拨又一拨的人走进又走出，

不改的却是小城的沉静和从容。

我离开凤凰，古城犹在，它不留

我，也不送我。

（作者单位系吉林省吉林市昌邑

区第三实验小学校）

元日有作

冬霾散尽转晴明，元日风光慰北氓。

爆竹声催新岁至，桃符门倚笑春横。

相逢莫问去年事，酩酊些凭浮蚁名。

且把寻常丢一处，今朝闲坐解调笙。

上元节逢雪

拨雪寻春春那处，华灯初照柳梢头。

月遮颜色情无寄，节近上元诗一瓯。

聊赖应随暗尘去，烟花还待旧年收。

笙歌又起堪谁剪，尽是斯人唱不休。

感 春

狂絮惊飞几度春，落英飘堕泪沾巾。

枝头惟剩青杏小，叶底何寻红萼新。

事事无非来或去，偏偏难辨果和因。

曾经只为东风笑，终被东风委入尘。

榴 花

何须春去许多愁，一树飞红照眼游。

莺啭娇声千百度，火烧绿玉十三州。

文章骚客自然咏，蝉韵幽怀相与流。

莫说夜深银烛冷，薰风已在小帘钩。

梨 花

见说玉人歌袅袅，长堤落落立东风。

蕊开春色三分里，香染韶华一笑中。

粉蝶忍知非独抱，白云莫道不相逢。

瑶林又是旧时客，去岁今朝可与同。

湖心亭看雪

岁暮霜寒黄叶仍，翩然六出玉新凝。

路长极目人声少，室僻持杯酒气腾。

更漏参差催梦又，雪浮寂寞寄谁能。

但知千古文章处，似我痴痴有一僧。

（河北省无极县东关学校 马燕敏）

珍贵的回忆
□丁 玲

人生边上

今年，因为疫情原因，我们都经历了

一个无比漫长的寒假。在家休假的这些

天里，我常常会想，如果李吉林老师还健

在的话，她该怎么熬过这个假期啊？

熟悉李吉林老师的人都知道，一直

以来她都以工作为乐，一年到头几乎从

不舍得休假。每到临近放假那几天，总

是她最容易焦虑的时候。不过这个时

候，我们几个小年轻便会像讨“小孩子”

欢心一般对李老师说：“李老师，您别担

心，我们几个都排好加班表啦！”李老师

听了，便真像个孩子一样开心地笑了起

来。是的，这便是我心中永远也长不大

的儿童——李吉林老师。

直到今天，只要想起李老师，我的

心里总是暖暖的，就仿佛她从来没有离

开过，一直都还在我们身边一样。对我

而言，李老师从来不是一位高高在上的

儿童教育家，而是一位真心关爱我们成

长、与我们朝夕相处的至亲长者。

前几日，我一个人来到情境教育研

究所，还像以往那样，首先到李老师的

办公室看一看，总觉得李老师似乎还

在，总觉得她还会趁着假期在办公室里

静静地写着书稿。可是这一次，透过办

公室的落地玻璃门看过去，书橱、办公

桌都是老样子，但李老师一直坐在上面

办公的藤椅空了，李老师不在了……

以往，像这样的假期，李老师肯定

是不舍得休息的。偶尔，她还会需要我

们来帮帮忙。她一般在早上 8点左右

给我们打电话，问我们当天有没有别的

安排，家里能否走得开。如果可以，她

才会直言让我们来加班。曾经与李老

师一起加班的日子，现在回想起来，该

是多么幸福啊。李老师通常会给我们

准备一份早点，因为她担心我们起晚了

顾不上吃早饭。早点吃完，李老师开始

布置工作，较多的时候是让我们将她手

写的稿子输入电脑。李老师的字体个

性鲜明、遒劲有力，有时还会有一些调

整和修改。也许是担心有些改动大的

地方我们看不懂，她通常会先读一遍她

写的内容；打印出来的稿子，她肯定还

要继续斟酌和修改。

不管写什么，大至专著、论文，小

到一则短信，李老师都会对每一个字

词、标点反复推敲，甚至多次修改，最

后还会让我们再读一遍，直到确定没

有问题了才最终定稿。李老师的认真

简直到了苛刻的程度，起初我还不能

完全理解，后来才慢慢悟到：这不正是

李老师严谨、慎重的治学品质吗？事

实上，在李老师身边工作的这些年，这

种治学精神已经在潜移默化中一点一

滴地渗透给我们，让我们受益终身。

忙完一部分工作，李老师通常会

走出办公室，来到阳台上伺弄她的那

些花草。这个时候，李老师也会叫上

我们，一边陪她赏赏花草，一边给我们

讲述她与这些花草曾经的故事。

阳光下，那株银杏在春寒料峭的早

春竟然吐出新绿。想当年，它还只是李

老师从花圃里捡来的一根被遗弃的细

枝，没想没几年的时间，竟长成一棵像

模像样的小树了。如今，李老师不在

了，银杏却依然认真、努力地生长着，这

又何尝不是对李老师的一种回报呢？

在这样的日子里，看着熟悉的场

景，眼前不禁浮现出那些与李老师共

同工作的一幕幕。那些日子，如今已

经成为珍贵的回忆，也将是我永远的

精神财富。

（作者单位系江苏省情境教育研究所）

黄庭坚，字鲁直，号山谷道人，

又号涪翁，洪州分宁人。治平四年

（1067 年）中进士，授叶县尉，后教

授北京国子监，知太和县。哲宗时

召为校书郎、《神宗实录》检讨官，

迁著作佐郎。后因被指控修著《神

宗实录》失实、诋毁朝政，于绍圣二

年（1095 年）贬为涪州别驾。宋徽

宗时流放宜州，死于贬所。

黄庭坚出自苏轼之门，为“苏

门四学士”之一，诗与苏轼齐名，时

称“苏黄”，成为宋诗史上一位开宗

立派、影响深远的大家，与陈师道、

陈与义一起被称为“江西诗派三

宗”，有《山谷内外集》44卷、别集20

卷、词1卷、简尺2卷。

在已经取得高度成就的唐诗

面前，黄庭坚和宋代许多诗人一

样，竭力要在唐诗以外闯出一条

自己的道路。黄庭坚比苏轼更加

追求标新立异，他说“文章最忌

随 人 后 ”，又 说“ 自 成 一 家 始 逼

真”，但他更多是在修辞表意的

技巧上下功夫。黄庭坚主张读书

融古，做到“无一字无来处”，并

提出了“点铁成金”“夺胎换骨”

之说。在《答洪驹父书》一文中，

黄庭坚写道：“自作语最难……古

之能为文章者，真能陶冶万物，

虽取古人之陈言，入于翰墨，如

灵丹一粒，点铁成金也。”不过，

黄庭坚论诗也并不完全排斥思想

内容和社会作用，他说“文章功

用不济世，何异丝窠缀露珠”，也

主张“有为而后作”。

黄庭坚的《上大蒙笼》《虎号

南山》《流民叹》等诗作，都表达了

对人民的同情，抒写了人民的不

幸。他个人的坎坷生涯，也使他

对人生、对社会有一些真实的感

受，《寄黄几复》《病起荆江亭即

事》等诗作都属于此类作品。其

中，写得比较成功是《雨中登岳阳

楼望君山二首》：

其一

投荒万死鬓毛斑，

生入瞿塘滟滪关。

未到江南先一笑，

岳阳楼上对君山。

其二

满川风雨独凭栏，

绾结湘娥十二鬟。

可惜不当湖水面，

银山堆里看青山。

黄庭坚曾被贬为涪州别驾，安

置在黔州。后蒙赦，于崇宁元年

（1102年）过岳阳，准备回乡。当时

诗人已是垂暮之年，在经受了政治

风波之后，又能顺利地渡过瞿塘峡

那样艰险的水道而来到岳阳，面对这

久负盛名的洞庭美景，一种万死余生

的庆幸之感油然而生。这两首绝句，

一写今昔之感，一写当前之景，既不

重复，又相连接，将诗人万死投荒、脱

险东来的心情描写得淋漓尽致。

黄庭坚以杜甫为师，虽然在艺术

上还达不到杜诗的高度，但他在追求

“以故为新”的同时，也能创作出一些

“格韵高绝”的作品。如《登快阁》一

诗写道：“痴儿了却公家事，快阁东西

倚晚晴。落木千山天远大，澄江一道

月分明。朱弦已为佳人绝，青眼聊因

美酒横。万里归船弄长笛，此心吾与

白鸥盟。”诗中通过写登阁时的所见

所闻，表达了他厌倦政事、自甘寂寞

的思想情绪。在艺术上，作者把七言

歌行的手法运用到律诗之中，使诗意

一气盘旋而下，又颇得抑扬顿挫、一

唱三叹之致。此诗可以说是黄庭坚

实践其“夺胎换骨”和“点铁成金”创

作主张的成功之作，故被前人誉为黄

诗中的名篇。

（作者单位系上海市黄浦区教育学院）

开宗立派的大家黄庭坚
□潘裕民

我的
画廊

“我的画廊”栏目长期征
集一线教师原创书法、绘画类
作品，请自选 10 幅作品，将作
品拍照后发送至投稿邮箱。
发送作品的同时，请注明作者
姓名、地址、工作单位、个人简
介、联系方式等资料。

拍照要求：
拍摄清晰，无阴影和明显

褶皱，可对作品进行电脑修图
调色，但不能添加水印和边框
等修饰。

邮箱：
2606193792@qq.com

征稿
《《
月
夜
月
夜
》》
烟
台
大
学

烟
台
大
学

王
丽
娟

王
丽
娟

吟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