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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眼已是白头翁

“曾记少年
去河里摸鱼，去水沟捉泥鳅，去山坡上
骑竹马，转眼已是
采野果、找蘑菇、追野鸡野兔……那可
白头翁。”这是古人对韶华易逝，人生易
是如花的季节，如花的年龄啊！然而好
老的感叹，
也是我的感叹。
花不常开，美景不常在，仿佛京剧变脸
曾记得，那是个“郎骑竹马来，绕床
一般，一转眼，我就由童年变成老年，由
弄青梅”
的年龄，
我和伙伴们骑着竹马在
无忧无虑变成愁肠百结，由身体健康变
村前的滇缅公路上与汽车赛跑，
口里
“驾
成疾病缠身……
—驾—驾—”
地吆喝着。身后灰尘滚滚，
“不知明镜里，何处得秋霜。”衰老
一片“刷刷刷”的响声，就像电影上冲锋
是伴着白发来临的。刚过四十岁，白发
陷阵的骑兵，
威风极了。当时，
父亲和一
便悄然爬上头顶，这是衰老的先兆，于
群老人在路边的桉树下吧嗒旱烟。见
是毫不留情地将它拔除了。然而白发
状，便生出一番“光阴似箭”
“日月如梭” 却越拔越多，它们“咬定青山不放松”，
的感慨。那是个缺吃少穿的年代，父辈
安营扎寨，坚守头顶，尽管在理发剪的
们生活在贫穷中，整日为生活操心忙 “嚓嚓”声中一排排地往下倒，但十多天
碌。特别是父亲，
五十刚过，
白发便爬上
后又韭菜似地往上蹿，一副“白发拔不
头顶，
满脸皱纹。他常常唉声叹气，
说自
尽，春风吹又生”的执着样，六十岁时，
己做了个恶梦，
一觉醒来，
人便老了。
已俨然是个“银发族”了。这才知道天
我没有父亲坎坷曲折的命运，虽然
意不可违，自然法则不可违，于是顺其
缺吃少穿，却不缺时间。在我看来，人
自然，
随遇而安。
生的路就像在崇山峻岭间穿行的滇缅
如今，我对白发已见惯不惊。我觉
公路一样漫长。我常常为漫长的白天
得它与春花冬雪一样正常，一样值得欣
发愁，为总也长不大发愁。当父亲佝偻
赏。少年有少年的风采，老年有老年的
着腰在生产队干农活时，我和伙伴们便
神韵。满头白发记载着生命的历程，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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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光乾

活的磨难，岁月的洗礼，人世的沧桑。
如果说童年是人生的起点，老年则是人
生的拐点，人到老年，步入人生的第二
个春天。此时，该看的看了，该做的做
了，该有的有了。虽不能宠辱不惊，得
失不忧，但面对红尘扰攘的世界，少了
一分浮躁执着，多了一分淡定从容；少
了一分紧张忙碌，多了一分轻松悠闲；
少了一分幼稚天真，多了一分成熟稳
重。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坦坦荡荡做
人，高高兴兴做事，岂不快哉？有些大
器晚成的老人因此焕发生命的光彩。
四川黔江一个名叫邬兰英的农妇，只读
过两年小学，她 61 岁时开始画画 、雕
塑，其作品质朴、率真，得到专家好评。
2010 年 2 月，在重庆举办个人画展，央
视新闻作了专题报道。
因此，老年朋友大可不必为来日无
多忧伤，只要把握当下，做自己喜欢的
事，潇潇洒洒为自己活一回，那么，就能
活出生命的精彩美丽。
（作者原工作单位：永平县职业高
级中学，68 岁）

“符号”
的记忆

□叶毅飞
笔者上小学和上初中时，学校组织
郊游去黑龙潭、金殿等地，以及上中专
时，来回都要经过现圆通大桥东口的穿
心鼓楼。
据 2005 年 1 月云南人民出版社 1 版
1 次印刷、吴光范先生著的《昆明地名博
览辞典》记载：
“穿心鼓楼，又写为穿心古
楼。在昆明城区圆通山之东。北京路与
圆通街、穿金路交接处一带。因元代建
鼓楼，用以作为通讯工具，击鼓为号，战
时传报军情，平时传报灾情等，楼下有甬
道通行……现今楼已毁而地名存。原通
往北郊的穿心鼓楼公共汽车中心站设于
此，
1984 年迁往火车北站。
”
另据中华书局 1935 年 12 月印刷发
行、夏光南先生著的《元代云南史地丛
考》记载得更为详细：
“ 穿心鼓楼耸峙于
薛尔望街（现薛家巷）头，为砖筑之方形
堡垒，高丈余，长宽倍之。堡间洞门相
交，作十字形，建筑精巧罕覯（读 gòu），
以其旁无阶梯，知其高峙台上者，必仍如
万庆寺（原在白塔路，后已毁。
）元（朝）人
所造的塔也。盖元人有所谓过街塔者，
尝于街中建立，以便行人崇仰。而其地
适当善阐（拓东）城中，昔日繁荣，犹可于
断砖残瓦败市颓垣中仿佛认之。此外，
如省垣南数十里之官渡，有螺峰塔者，筑
于街中，
当亦过街塔之类也。
”
此外，今鼓楼路的大鼓楼和凤翥街
的凤翥楼都属于夏光南先生所说的“过
街楼”，
可惜都不复存在了。
另外，昆明西山区马街大渔路现存，
建于 1929 年的文星楼，似乎也属于夏光
南先生所说的“过街楼”，但愿能好好保
存下去。
（作者原工作单位：第十四冶金建设
公司，79 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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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祖远
我上世纪 50 年代读书时，每
次进学校大门口要佩戴好
“符号”
，
否则门卫传达室管理员是不允许
进的。现在的学生听了这话，
可能
不知所云，
“ 符号”怎么能戴？其
实，
我们当年戴的
“符号”
就如你们
现在佩戴的金属校徽一样。
那时戴的“符号”，是用双层
白布做的，比现在的纸壳名片稍
小一点，四围有一条红色的粗线
框，正中央用粗黑体字写着校名；
我所在的学校写着“黔阳一中”，
下面是细线条小字写着年级、班
别、
姓名。
“符号”的背面什么也没有，
当年我们县里的几所中学和有的
小学校，
都要求佩戴“符号”。
“符号”用一枚别针别在胸前
衣服的口袋位置上，学校规定，凡
是进校门必须要戴“符号”。在学
校开展全校性的活动时，学校要
按班级检查，没戴“符号”的学生，
立即回去戴上，不能回去补戴的，
不可以参加当天的活动。
戴“符号”也带来一些小小的
烦恼。我们学校有上千人，
外地来
的学生都是寄宿生，
而当地的学生
大多是读通宿，也就是住在家里，
每天上学要牢记戴上
“符号”
。
早晨背着书包，到学校要经
过郊外的小山岗和田间小路，也
有马路，三里多远，经常有同学走
在 半 路 上 才 想 起 自 己 没 戴“ 符
号”，
又返回家去。
有很多次，因为换了衣服，
我和同学已经走到离校不远了，
才
发现没戴
“符号”
，
返回家去拿
就要迟到，于是我们绕过校
门，走到大操坪的一角去，那
里有一线黄土墙，不到两米
高，那是全校各班上劳动课
时，挖黄土、打夯填筑起来的
校园土围墙。我们搭人梯，
翻
墙一跃而过。
想起那时年轻，
毫不费力
气，
只是擦了一身泥土。可是
轮到最后一个，
或没有力气的
小个子同学，
我们就赶紧去找

戴了“符号”的同伴，借了他们的
“符号”
戴着，
混进了校门。
曾经戴过
“符号”
的老一辈，
现
在回忆当年戴“符号”还有不少花
样，那是有趣的年华，再也回不来
了。记得吗，有的男同学进校门
时，
高仰着头，
大步行走，
被门卫一
手拦住，
问
“符号？
”
那同学不理睬，
把腰间的衣角撂开，
一枚
“符号”
亮
出来了。
人多时，门卫也就放行过关；
人少时，遇到过强硬的门卫，用身
体挡住，帮那同学摘下“符号”，又
规规矩矩别在胸前。
当 然 ，遇 到 这 样 认 真 的 门
卫，耍小花样的同学也微笑开心
地走了，有的鞠上一躬。女同学
中也有玩“符号”花样的，她们把
“符号”别在书包上，过门卫时被
拦住了，就把书包往门卫眼前晃
几下，原来是一个漂亮的书包，
“符号”别在书包上的一朵鲜花
上，门卫笑得甜甜，但也不会放
过，要女同学按校规佩戴好。
不过“符号”戴上一年后，上
面的校名字体就显得不太鲜艳
了，
“ 符号”的白色也变得陈旧。
因为母亲在为孩子洗衣时，有时
忘记摘下“符号”，有的字体被洗
模糊了。这可以向学校申请再补
发一个，但必须交上旧的，由校生
活部审批。
可是有的同学很喜爱戴旧
“符号”
，
显示他是重点中学的老同
学了，很骄傲。还有的女同学，很
珍惜
“符号”
，
从开学发新
“符号”
那
天起，
就用一张透明的玻璃纸包起
来，
再别在胸前，
只有到了开大会，
参加活动时，
才把玻璃纸揭下来。
“符号”不仅是我们当年校园
的标记，也是个人的身份，珍爱
“符号”，
可说是一种美德。
如今，戴“符号”在记忆中，像
一只岁月中行驶的小船，
漂流在风
风雨雨的历史长河里，
直到不见了
踪影。
（作者原工作单位：重庆市万
州区汶罗小学，83 岁）

夕阳
之歌

我当导游
□严 阳

我 喜 欢 旅 游 ，这 些 年 几 乎 跑 遍 了 中
国。让我有些意外的是，前不久，竟然逮着
了一个当导游的机会。这个机会，
是我儿媳
给我争取的，
源于孙女雯雯所在的幼儿园要
搞一次“方言逛如皋”的活动。孩子们要在
老师的带领下，在如城地区之一隅春游；在
春游的过程中，
老师们和孩子都将使用方言
进行交流。为搞好这次活动，
幼儿园邀请 4
位会说如皋话，懂得如皋人文与历史的“老
如皋”
担任孩子们的导游。
儿媳积极推荐我为孩子们担任导游是
有原因的：作为退休中学教师的我，
“表达”
是不成问题的；我们家族至少已经在如皋
这片土地上生存与繁衍了近 200 年，我自
己过去的 62 年人生，有近 60 年时间，是在
这片土地上度过的，称“老如皋”当之无
愧。更重要的或许是，我很爱孩子，愿意为
他们服务。
可实事求是地说，为幼儿园的小朋友
们当导游，
要比给成年人当导游更辛苦。为
什么？因为这些“游客”不过是幼儿园大班
6 岁上下的孩子。他们的知识水平和接受
能力，与成年人是不一样的。所以，即便是
你对如皋的文化历史十分熟悉，也不乏口
才，
但是，
如何表达方能为他们理解与接受，
真的很伤脑筋。你的表达太过简单，
孩子们
未必有兴趣，所得也会很有限；你的表达太
过复杂，他们又可能无法接受。比如说，如
皋城区有内外两道护城河，
护城河东西南北
四门原先有城墙、
有城门，
并且城墙、
城门的
修建，跟明朝中后期，倭寇经常从附近海上
登陆袭扰有关。可
“明朝”
“倭寇”
等概念，
对
于孩子们来说，
相当抽象，
想要让他们理解，
只能化繁为简，说成是“很久很久以前”
“杀
人放火的坏蛋”之类。所以我说，当他们的
导游，
真的有点难，
也有点累。
这还不是全部。本来一共有 4 位爷爷
奶奶担任孩子们的导游；按照我的想法，幼
儿园的老师或许会安排我们每人介绍一两
处景点。可也许是因为我是出了学校门之
后，第一个向孩子们介绍大家面前的内护
城河——玉带河的，并且口齿还清楚，孩子
们能够听懂，其他爷爷奶奶又不吭声，所
以，接下来我只能“当仁不让”了。从武定
桥到文德桥，再到冒家桥、
定慧寺、
靖海门，
全由我承包了。不过，在“累”的同时，我也
有收获：孩子们一路的开开心心，全程陪伴
的家长们的由衷感慨——做这样的导游真
不简单呢，需要懂得很多文史知识。当然，
对我来说，对于幼儿老师工作的特殊性的
认识因此加深了：千万别以为幼儿园的“小
不点”们很好教，事实上，学前教育有不同
于中小学教育的特点与要求，做幼儿园老
师真的很辛苦。
晚上，我从雯雯那里获得了一些有关
白天“方言逛如皋”活动反馈的信息：下午
在总结“方言逛如皋”的春游活动情况的时
候，幼儿园老师在小朋友们的面前“表扬”
“严智雯爷爷”
了，
这让雯雯十分开心。
只是，雯雯以及其他很多人不知道的
是，为了当好孩子们的导游，活动前我可是
做足了功课：
不仅是在头脑中梳理了一遍老
师出游前告知的
“方言逛如皋”
路线、
景点都
有什么特点，在什么地方该说些什么，而且
特地结合《如皋县志》，
复习了一遍相关的历
史与传说，
又上网适当进行了延伸性质的了
解——尽管我知道届时很多东西根本就用
不上，
可
“教学生一滴水，
老师自己要有一桶
水”
的道理，
我可是知道的。
作为爷爷奶奶的我们都上了一定的年
岁了，有很多事儿我们已经做不了了。但
是，因为我们不乏阅历或者说某些方面的
知识经验，所以，诸如给孩子们“方言逛如
皋”一类的活动当个导游什么的，还是能够
胜任的。也可以说，这是我们爱孩子、
助力
他们健康成长所做的一点事儿。
（作者原工作单位：
江苏如皋中专，62 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