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老师开始发试卷的时候，我正望着窗
外。一片茵茵绿草地，阳光明媚，一群小鸟
在绿草地上欢快地啄食。尽管隔着冰冷的
窗户玻璃，我的心却被外面世界美好的物
与景融化了。

而教室里，同学们正襟危坐，默默低下
头在看新发的试卷。为什么我原本应该多
姿多彩的少年时光，一天天竟这样消耗在
这逼仄的教室里，淹没在一摞又一摞的纸
堆里？

突然，他走到我的面前，与我相对而坐。
我说：“古人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但

是，我们现在整天复习、考试，永无止境。
我们尽管看了很多书，但那都是间接的经
验；我们尽管通过老师们的描述，得知了这
宇宙世界的奥妙神奇，但我们却从未真正
走出探索的一小步。”

他问：“那按你的理解，古人的学有所
成，就是因为游历过许多地方，做了自己想
做的许多事情，眼界大开？”

我说：“是的！”
他笑着说：“但是古人，包括杜甫在内，

也是需要考试。杜甫年轻时就曾参加过科
举考试，但是由于年轻气盛、重视不够，所
以名落孙山。他不得已在长安困居十年，
为自己的理想奔波。终其一生，尽管他在
文学上是成功了，但是没能在政治上有所
成就，没能实现为国为民的抱负而抱憾终

身。可见考试对于古人来说，也是极其重
要的。”

我反驳说：“一个人无法兼顾所有的事
情！”

他说：“对，人一辈子只有短短几十年，
不可能面面俱到。但你要明白，人生最重
要的是平台，是展示自己所有才华与能力
的大舞台，而登上这个平台的前提条件，便
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忍得住寂寞和
诱惑。”

默然良久，我问：“我们现在就应该两
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吗？”

他说：“这是不对的，你需要做到着眼
眼前，心望未来，只有这样，才能一步一个
脚印、踏踏实实地走完这个过渡期，迎来人
生的丰收期。”

我又问：“难道我们真的只有这一条路
吗？”

他说：“时代在改变，社会对人的要求
也在相应地改变。只有掌握了自己的命
运，才能成为真正实现人生价值的人。你
明白我的意思了么？”

我点了点头，说：“我明白了。”
他笑了，我也笑了。
我又望了望窗外，窗外的阳光依然灿

烂，草地上的鸟儿依然活泼可爱，但试卷上
那些我看来原本枯涩的文字，也在熠熠生
辉。

着眼眼前，心望未来 ⦾胡清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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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有三急：内急、性急、心急。虽
说“心急等不得豆腐熟”，但你总得等
那豆腐熟，稍等一会又饿不死；性子
再急，也得看客观情况和环境，依赖
别人或根据事情的程序来，急了也没
用；唯有内急——就是常言所说的

“吃喝拉撒”中的新陈代谢，这事儿往
往说来就来，哪怕你心若止水、性情
慵懒，哪怕你是神仙都没辙，况且世
上本无神仙，内急之急，能立即把所

有人“打回原形”。
其实，说到新时代的新矛盾，往

小处讲，厕所问题不也是“人民日益
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
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之一么？毋庸
置疑，比之过去，现在的城市、乡村都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们的生活
越来越好，也越来越方便。但有件小
事——被很多人称作“方便”的事情
却并不那么方便——机场、车站、酒

店、办公楼宇、学校、机关甚至旅游景
点倒好，有明显的标识，人们也相对
熟悉，但走到陌生的城市街道、商场，
要轻松解决“方便”之事却并非易事。

“上前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我
相信，很多男同胞都在厕所里看到过
这句广告词，就知这是一种如厕文明
举止的劝诫与告知。因为如厕，就是
一种最直接的人类文明。因为文明
的演进总是点点滴滴从人类身体发

肤相关联的小事开始的，“吃喝拉撒”
直接维系着人类生命，是光明正大的
历史唯物主义，也是最起码的人道主
义。有种文化观认为，文化起源于人
类的羞耻感，羞耻感是原始人类的自
然属性向社会属性演化的心理成
熟。人人无法回避、无法省略、无法
别人替代的如厕，成为人类最为私密
而又公开的秘密。

但长期以来，好像我们总是耻于

谈到这革命性的厕所文化。因为它
如此私密，如此不得已，如此不登大
雅之堂，谁会津津乐道？但我相信，
很多人或多或少都真切地体验过如
厕难的尴尬。

多年前，我大学刚毕业吧，回老家
乡下看一个远房亲戚，吃了午饭，我又
决定从他家走小路前往另一个镇去看
高中同学。这条路没走过，所以亲戚
送出老远，又指着前面的路给我讲怎
么走，还站在一个小山包上看着我走
去。走着走着，我突然内急，路边又无
人家更无厕所，眼见旁边一小路边倒
是有一片茅草地，急忙往那条路转向
——哪知身后远远传来亲戚大声喊叫

“走错了……”原来，他怕我走错，还在

那山包上盯着呢。好不容易憋到几乎
看不见亲戚了，拐进一丛茅草中解决
了事……此等内需之急，同样难为情
之境遇者自当感同身受。这样的尴尬
当然无独有偶。某君说，一次内急又
找不到厕所，干脆直接打辆出租车，叫
他随便开往最近的一家宾馆，直入大
厅询问人家卫生间所在……

民为邦本，厕所文明也进入了新
时代。连日来，各地有关厕所改进的
举措纷纷出台，生物识别厕纸机、纯植
物液智能除味设备、红外感应智能出
纸机、第三方厕所、公寓式厕所、书店式
厕所等也应运而生。我有理由相信：
厕所也将越来越美好，这一老百姓具
体可感的幸福指数也必将越来越高。

厕所革命是一次文明演进 ⦾郑劲松

粤剧于我而言，其实是有些遥远的。
生于西南，那热辣而个性十足的川剧，才
是我熟悉的。

第一次遇见粤剧，是在电影《新不了情》
中，剧中演员冯宝宝几段铿锵绕梁的粤剧选
段，让我心中一凛：好生伤感，又好生动人。
我坐在漆黑的影院里，不觉泪光点点。

这次去广州，我渴望近距离地遇见粤剧。
粤剧艺术博物馆位于广州荔湾老城

区，了解粤剧，这里，或许是最好的开始。
荔湾老城区是岭南文化、西关文化传承

聚集地，明清时期，这一带被称为“西关”。
这里不仅保存着广州完整的旧城空间格局，
也是粤剧艺术的重要发源地和传承地。粤
剧人的精神祖屋——八和会馆，红线女、白
雪仙等多位粤剧名伶的故居都在此地。

“千里驹住在多宝路，白玉堂就住在
耀华大街，罗品超住恩宁路，靓少佳就住
昌华路……”在荔湾区，街坊们常常对粤
剧名角的故事娓娓道来。确实，西关街坊
爱听爱唱粤剧，那仿佛是一种与生俱来的
热爱，很难改变。

多少年前，装着菠萝鱼鳞窗的民宅里
时常飘出咿咿呀呀的练唱声，出太阳的时
候，粤剧名伶们会把箱子里的戏服拿出来
晒，五颜六色的戏服在阳光里熠熠生辉，
煞是好看。

这里曾是粤剧生长的沃土，如今，一
座博物馆浓缩了它的前世今生。

恩宁路127号，粤剧艺术博物馆低调
地藏身在一片灰白的骑楼间。走进不太
起眼的大门，目之所及，忍不住发出一声
惊呼：庭院深深，楼台亭榭，游鱼戏水……

好一处岭南传统园林！
这边厢是沉墨色的瓦砾楼宇，那边厢

是中国红的飞檐厅堂，整座博物馆如同一
座古色古香的大宅院，令人不禁浮想联翩：
不知哪个拐角处会走出一位体态婀娜、裙
裾飘飘的大家闺秀，发出动人的南音。

沿着蜿蜒的小路往前走，隔水相望，庄
重浑厚、乌瓦鎏金的广福台就出现在眼前。

工作人员介绍，广福台是整座园林中唯
一的纯木结构建筑，由广东省非遗传承人何
世良带着30多个弟子，花了一年多的时间精
雕细琢而成，全部用传统的榫卯工艺连接。

推开画着两位戏曲人物的大门，走进
博物馆的主展厅，在这里，一段段文字、一
张张黑白老照片、一件件色彩艳丽的戏服
带着我穿越时空之门，走进粤剧的古老。

粤剧，又称“广东大戏”或者“广府
戏”，源自南戏，流行于珠江三角洲等广府
民系聚居地。

明成化年间，外来戏班频繁入粤演
出，孕育了粤剧的种子。清初，演唱“广
腔”的本地戏班出现，为粤剧的形成打下
了基础。清中叶至嘉庆道光年间，粤剧在
本地班向外江班的吸收、借鉴，以及相互
竞争中逐渐形成。

展厅里，一艘五米长的红船引起了我
的注意。早期的粤剧戏班，为了方便演
出，粤剧艺人们就是乘坐这样的“红船”，
沿珠江内河穿梭，游走四乡，靠岸演出。

粤剧后流行于广州、广西、香港、澳
门，并在东南亚、美洲、大洋洲、欧洲等华
人聚居之地广泛传播。

1956年，周恩来总理曾说：“昆曲是

江南兰花，粤剧是南国红豆。”自此之后，
“南国红豆”成为粤剧的美称。2009年9
月30日，粤剧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肯定，
被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浏览着泛黄的老照片、生旦净末丑的
头饰、五彩斑斓的戏服，戴着耳机听一段
或悠扬或奔放、或婉转或激越的粤剧选
段，闭上眼睛，时间仿佛静止了。

离开粤剧艺术博物馆时，回头望去，
广福台在阳光里静立着。

听说每周三、周六，这里会有粤剧演
出。有些遗憾，我此行未能赶上。想象着
演出时，可以坐在水边听粤韵悠扬，看台
上彩袖飞舞、池中锦鲤轻翔，好不快哉。
那一刻，粤音绵绵，广福台上演绎着人间
的悲欢离合，整个园子都活了。

这时，不知从哪里飘来《帝女花》的唱
段。随行的人说，这是附近的私伙局（业
余粤剧迷自备乐器，自由组合，自发活动）
在排练呢。

是啊，广州人爱粤剧。整个广州大约
有1000多个私伙局，这种生于民间长于
民间的艺术形式，在民间得到了最好的传
承。而在专业的舞台上，粤剧也已经拥有
了20多位梅花奖得主。这浓郁的粤韵风
华，不知浸淫了多少代人。

换一个角度看，粤剧又何尝不是广州
城市精神的一种象征：包容、开放，兼容并
蓄，而又个性十足，这倒与我生活的重庆
非常相似。

“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
院……”耳畔又传来《游园惊梦》中杜丽
娘游园时的唱词，真美好。

遇见粤剧 ⦾兰世秋

一日游百花山林场，我行进在百草畔
的荒野丛林中，雾气迷蒙，潮湿阴翳，过崖
壁时，一麻花雉鸡掠过草丛，消失灌木。
我突然想起去年秋日上山，草丛遇蛇，抬
脚便见蝮蛇仰头相迎，四野寂静，心涌惊
涛，情急举手挥起手杖一挑，顷刻游离山
涧。这平静的夏日高山绿草丛中，竟然潜
藏生灵，看似无意无形，其实有灵有性，这
是多么不可思议的美妙。

当然，不身临其境，是绝体会不了这
种惊心之美的。

在百草畔大草甸照合影的时候，有人
寻得一繁华绿茵的开阔草地，浓雾暂离，
远山可见，大家心醉颜开，“嗖呼”一只野
鸡掠地而远，惊呼之际，“嗖呼”又一只在
眼前跃起。同行的孩子们忍不住好奇，挥
舞着旗帜漫山遍野要再寻到一只野鸡的
所在。花开草香，再无踪影。

邂逅惊鸿，寻如旧梦。“人生到处知何

似，应似飞鸿踏雪泥。”苏轼常以惊鸿自
比，人世惊艳无常，在人生的年轮上，无从
知晓下一环能否灵光闪动，觉察天地在草
木人间留下的趣味足迹。

花儿似乎眷恋草丛，一经开放，不眠
不语，默守枝条，沾露如泣，临风散香。

花之美，常以娇艳芬芳恒守草木凡
躯。草木的荣幸便在这芳魂眷恋。可能
守候一生，只等来昙花一现，可能艰难一
世，只等来碎花点点。

生命的彼此守候，在绚烂缤纷中格外
动人动心动魂动魄。

所谓永恒，在生命的等待守候时，其
实只是一生，在花朵的一生中，不过只有
短短的几分钟、几小时抑或几天，永恒之
美不单在于时间的久远，谁会在乎脚下的
一粒沙石呢，尽管它在这里等了亿万年，你
们相遇的方式只是那么一踩，然后下一个
人又踩上来。当然沙石也是美的，只是绝

少有人能“一粒沙里看世界”，看出这惊心
动魄的地方，没有时间沧桑感的人，在历
史的河流中不过一点浮萍，略去时间的波
涛，这世间哪有什么惊心动魄的美呢。

永恒之美还在于时间刻度上留下绚
烂相许的姿态，谁能在时间的河床上开出
花朵，那么她的芬芳则永存不败，在多少
代人的记忆中，赵飞燕还是在一个盘子里
惊艳舞蹈，出塞的昭君在夕阳中拉出长长
的倩影……即便是虚拟的人物，杜十娘含
泪投水的芳容可能比沉江的珍宝还要恒
久。在时间的长河中，没有流逝的生命，
没有老去的青春，没有艰难的岁月，没有
短暂的相逢，没有相见恨晚的知己……只
有永恒的记忆。

最平凡的人，其实也是长在时间河畔
的青青草木，枝条能否开出了花朵，留下
芳魂，成为记忆，全然不定。

时间之花一旦开放，便不曾凋零。

开在时间里的花 ⦾罗曦

河湾山寨在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
酉水河镇，是个土家寨子。从镇上到山
寨，最好乘船，五六里水程。舟行酉水，水
中云影被船头犁开，青山侧立两岸，如一
群亭亭玉立的土家少女，清波照影，妩媚
万千。

约半小时，转过一座水寨模样的小
岛，眼前一宽：四周山峦一下子退得老远，
亮出大片水域，这就是河湾了。

河湾毗邻秀山和湖南龙山县，酉水再
往前流，就出酉阳境了。此处地形开阔，山
势斜缓，酉水在这里绕一个大圈，下游石堤
水库修好后，水位上升，就成了一个湖区。
河湾有两座山寨，一南一北，隔水相望，人
声互答。一艘小船划过波光，几个少年光
着身子，跳进湖里，尽情扑打着水花。

山寨依山临水，呈阶梯状分布，最漂
亮的，当然是吊脚楼。吊脚楼是典型的土
家族风格，一般是两层楼，走马转角式，中
间为正房，两边为厢房，屋顶为歇山或悬
山顶，木壁，青瓦，白脊，形式感很好。除
少数几栋楼有些古旧外，大多数楼房其实
是新建的，或旧房搞了外装饰，不过做得
很精心。山寨的基础设施不错，道路干净
宽敞，家家户户都种花养草。寨中有大树
参差，丛丛翠竹点缀，寨后有层层梯田。

河湾山寨不仅风景好，而且有人文底
蕴。山寨最早建于明洪武三年（公元
1370年），一代代土家人在这里繁衍生
息，农耕，渔猎，拉纤，在山水间留下了丰
富的民风民俗。土家摆手舞、山歌、木叶
情歌、哭嫁歌、木偶戏、傩戏等风俗，得到
较好传承。逢年过节，村民们在摆手舞广
场聚会欢庆，唱起山歌，跳起“舍巴”（摆手
舞），其情景正如清代诗人彭施铎在《溪洲
竹枝词》描写的：“红灯万盏人千叠，一片
缠绵摆手歌。”

山寨村民以白、彭两姓为主，两姓先祖
都不平凡。白姓先祖中有位奇女子白再香
（1587—1631年），是酉水河镇人，明万历
年间，她曾率兵帮助明军在辽东抗击后金，
后又参与平定四川永宁土司奢崇明叛乱，
战功卓著，被敕封为汉土官兵中军都督、诰
封一品夫人，在历史上与秦良玉齐名。

彭姓先祖彭士愁（882—956年），是
五代十国时楚国人，开创了湘西彭氏土司
800余年基业，被土家人尊为“彭爵主”，
其后裔在酉水一带建有爵主宫。河湾山
寨就有一座爵主宫，建于清咸丰三年，建
筑厚重古朴，正堂挂着一块“祖德流芳”
匾。河湾爵主宫又称摆手堂，是彭氏祠
堂，族人祭祀先祖、跳摆手舞的地方，每年

清明，热闹非凡。
从前的河湾，虽美丽却贫穷。人们日

出而作，日入而息，除了酉水外，他们求不
到更好的生活。库区形成后，跑船和种田
的少了，村里年轻人都出去打工，整个寨
子越发败落。2010年，县政协对口扶贫
河湾，发现这里生态不错，不搞旅游可惜
了，于是帮助村民出谋划策，又募集资金
修路、改水、改厕。后来，县里80多个单
位都加入到帮扶河湾的行列来，一个单位
帮助一两户村民。集腋成裘，几年时间，
一个号称“中国最美土家山寨”的乡村旅
游基地，在这片湖光山色中诞生了。

当年，村里一个叫白孝双的汉子，在
新疆打了10多年工，回家一看，县里这么
支持河湾发展，于是不走了，拿出全部积
蓄，开起了村里第一家农家乐，还当上村支
书。村民们也慢慢学会开农家乐、搞旅游。

漫步山寨中，毕兹卡（土家人）山庄、
若他嘎（河坎上）酒楼、临河楼、湾都楼、仍
嘎敏（敏妹子）茶楼、宜人山庄，向我们露
出朴实的笑脸；那檐前挂着的串串红辣
椒、黄苞谷、老腊肉，以及副副楹联，也在
争先恐后向我们讲述这里的变化……

酉水流过河湾，乡愁可以安放，我且
带走河湾一阵风，一片波光吧。

可以安放的乡愁 ⦾简云斌

《《溪山行旅溪山行旅》》 国画 马科马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