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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逝世的日子快要到了。这些天，我的心情一
直不能平静，没有好好睡过一觉，一躺下，半个世纪前
就读于兴平中学（后改兴平南郊中学）的情景就浮现
在脑海，王临民校长先进的教育理念，精心培育的校
风、教风和学风，历历在目。

王临民解放初曾任周至中学校长，1953年秋，调
兴平中学（当时正在建校）任校长兼书记。建国初期，
百业待举，教育面临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没有现成
的经验和模式可循。他察人之未察，紧紧围绕德智体
全面发展这个目标，以改革教学方法为突破口，敏锐
提出：学校教学要改变传统的以教师为主体的“填鸭
式”教学方法，精讲多练，要把学生的能力培养和思想
品德教育融入课堂教学之中。这个全新的教育理念
和观点在当时无疑是长空中的一道彩虹，引来了多方
的关注，在理论和实践上发挥了重要的引领作用，为
学校的教改指明了方向。

言传身教，用以身作则和高度勤恳推动和领导工
作。他深入各教研组，与教师相互切磋，共同研究解
决教改中遇到的问题。有一次，历时两个多月，在高
二三班和语文组张文捷老师共同备课、讲课。今天你
讲我在下面听，明天我讲你在下面听，课后征求学生
意见，组织语文组进行讨论，以极大的热情引领课堂
教学改革，同志们称他是过得硬的榜样。在他的带领
下，教职工敬业，学生刻苦学习蔚然成风，校园处处呈
现积极向上、生机勃勃的景象。

博学多才，善于管理。他深谙教师的教学能力是
保证学校教学质量最直接的因素。在队伍建设上，重
视发挥老同志的作用，对岳崇穆、冯鑑、黄迪兴、张殿
瑞、线菊秋等为代表的专家型教师和学科带头人相见
以诚，虚心听取他们的意见，充分发挥他们的专长。
对年轻教师严格要求，加快培养。特别是新分配到的
大学生，手把手地传授教学方法，指导他们备课、讲
课，鼓励他们树立革命的人生观，做有理想、精通业务
的人民教师。

克勤克俭，清正廉洁。他生活十分简朴，经常粗
布衣衫，一家人就住在学校东南方向劳动工具棚旁两
间低矮的土瓦房里，居住条件是学校最差的。1962年
困难时期，物资十分紧缺，兴平县商业部门按规定配
发学校热水瓶和缎被面卡片，大家一致认为，校长家
人口多，最困难，应该给他。总务主任送去，他发脾气
坚决不收，要求把卡片送给准备结婚的青年教师宋天
林。1964年大儿子初中毕业，把招工指标给了学校一
名教师，自己送儿子到南泥湾农场去劳动。

王临民校长1981年11月因病不幸逝世。他把整
个生命献给了党的基础教育事业，尽职尽责，砥砺前
行，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创造了兴平中学的辉煌。

崇敬与思念崇敬与思念
□刘晋卿

赵高牵着一匹长犄角的鹿，从历
史的烟云深处，步履沉稳地缓缓走
来。他在走向上下五千年里一个极有
意味的历史时刻，他在走向自己个人
生命里的巅峰时刻。一幅有着寓言品
格的经典画面。一个极有命运感的历
史瞬间。《史记》里是如是记载这一“时
刻”的：

赵高欲为乱，恐群臣不听，乃先设
验。持鹿献于二世曰：“马也。”
二世笑曰：“丞相误耶？谓鹿为
马。”问左右，左右或默，或言马
以阿顺赵高，或言鹿者。高因
阴中诸言鹿者以法。

相信赵高“持鹿献于二
世”，并眼睛睁得圆呵呵的，
楞说是“马”时，一定是自信
从容的。倘换做是我，我是不敢的，
别说是献于九五之尊的皇帝，就是献
给自己的老婆：“老婆，我送给你一匹
马做生日礼物”，我都担心老婆会唾到
我脸上——就是不唾到我脸上，老婆
大人也一定会杏眼一睁，撕着我的耳
朵呵斥道：“你有病吧，明明是鹿！”反
正耳朵横竖都要遭罪的。相信不惟是
我不敢，就是天底下好多好多人都不
敢冒这个险的，把鸡说成凤凰，把猪说
成狗，把鹿说成马，太离谱啦！这不睁
着眼说瞎话嘛？但是赵高敢。非但
敢，而且自信从容，不慌不乱。说到
底，还是人家赵高丞相心理素质好。
关键人家有底气，篡改始皇遗诏，“赐

死”扶苏公子，他做到了；逼死众多王
子公主，他得手了；诛杀李斯丞相，他
如意了；排除异己，架空二世，让二世
不理朝政，纵情作乐，他成功了；任意
罗织罪名，把忠臣良将赶尽杀绝，把曾
经煌煌不可一世的秦帝国搞乱，他做
得太顺手了。甚至，后世都有这么一
首诗来“歌颂”他：

当年举世欲诛秦，

哪计为名与杀身？
先去扶苏后胡亥，
赵高功冠汉诸臣。
大贾灭嬴凭女子，
奇谋兴汉讵萧曹。
留侯椎铁荆卿匕，
不及秦宫一赵高。
丰功伟业如斯，底气自然源于斯，

赵高丞相难免任性起来。于是，赵高
牵着一匹长犄角的鹿，从历史的烟云
深处，步履沉稳地缓缓走来。脸上肯
定还是一副煞有介事的表情。他要

“欲为乱，恐群臣不听，乃先设验”。
也就是说，赵高丞相在这里设了

一个考场，既是设给群臣的，也是设给

自己的。精明老辣如赵高者，自然清
楚，街头不良商贩设考场，考验的是别
人的智慧，而他自己在这里设考场，则
考验的是别人的良知。他接下来要做
的事，就是指鹿为马后，捻着可能并不
存在的胡须，嘴角闪着似有若无的笑
意，冷眼观察群臣的反应。他自然更
清楚，由自己自编自导自演的这一幕
好戏，将如何开场，如何走过场，如何

达至于华彩乐章，到末了又如何谢
幕。这一切，均源自于他对人性的深
刻谙熟和把握。果然，“左右或默，或
言马以阿顺赵高，或言鹿者。”很好。好
得很呢！一切都按照预料到的情节在
走。身为主考官的赵高，或者身为导演
的赵高，此刻，感觉应该好极了。一切
都在自己的的股掌之中，有权有势就可
以任性，就是好啊，好得不得了！

一瞬间里，可能，赵高脑子里会闪
出这样一幅画面：赵高牵着一匹长犄
角的鹿，从历史的烟云深处，春风得意
地走来。走向他的命运的巅峰时刻。

或许，在这一刻，赵高丞相脑子里
还会闪过这样一个疑问：假如，自己身

居台下，是群臣中的一员，自己会说
“鹿”呢，还是会说“马”？随即，赵高笑
了，对于他来说，这无疑是道不用思索
更不用困惑就知道答案的问题。

当然，此一刻的赵高，未必会想到
他设的这个考场，或者他自编自导自
演的这一幕好戏，终将在历史的烟尘
中熠熠闪光，永不会被湮没。也就是
说，“赵高牵着一匹长犄角的鹿，从历

史的烟尘深处，步履沉稳地缓
缓走来”这一幅经典画面，必
将成为一个不朽的文化符号，
如胎记一般烙印在历史的面
孔之上。

我有时候就想，这赵高丞
相不经意间设的这个考场，既
是为群臣量身定做的，也是为

自己精心打造的，更是为天下古往今
来的所有苍生提前预设的。我邻居家
有个女孩，评价人喜欢用这样一句：

“放战争年代，这个家伙肯定是汉奸！”
呵呵，其实不用战争年代的，你只需让

“这个家伙”认一认，赵高牵的那个玩
意儿是鹿是马即可。别说是“这个家
伙”，我有时候就常反躬自问，假如我
被置身于赵高设的那个考场里，我会
如何作答？

呵呵，呵呵呵呵。我想，我自嘲的
笑声，定然会在风中，飘。

■笔走龙蛇■

□赵永武

赵高牵的到底是鹿还是马赵高牵的到底是鹿还是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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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 思春 思
□哲人

黄鹂杨柳枝头舞，
摆弄春风相伴飞。
更惹美人起春思，
无限深情待郎归。

风会玩
叶子就随风去了
风走了
叶子落在泥土里
叶子懊悔不已
可是，它再也回不到树上

叶 子叶 子
□周依禾

■屐痕处处■

□□ 陈若星陈若星

母 亲 的 芳 华母 亲 的 芳 华

最近，与家人去看电影《芳华》，不禁感
叹，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人的芳华。不由
得，我想起了母亲的芳华。

上个世纪 70年代的一个秋天，母亲从
下放劳动的深山回到西安，与姥姥和我短
暂的相聚，同时处理一些事情。一天下午，
母亲带我出去，办完一些事情后，已是傍晚
时分。步行回家的路上，路过南郊辛家坡
的一家邮电所。我记得，当时母亲走进邮
电所，让我在门口的树下等她，并告诉十来
岁的我不要走开。

母亲从邮电所走出来时，有些兴奋的
脸上有了一小片喜悦的红晕。母亲说，邮
电所里上班的人不多，其中一位老工人对
母亲说，很多年前，他是在东门附近的一家
邮电所工作，经常见到当年还是学生的母
亲每天从门前走过。“那时的你穿着旗袍，
梳着两条辫子，圆圆的脸，每天准点上下
学。虽然已经 30来年了，但你一进邮电所
的门，我就认出来了！”

那位邮电老工人见到母亲每天上下学
的年月，应该是在 1940年代的下半叶。那
时，母亲的家在西安城东城墙边的小巷
里。那一片，当时是从河北冀中平原逃避
战乱而流亡到西安的人家聚居的地方；母
亲所就读的学校，也是收留了很多晋察冀
流亡学生的汇文女中。当时的汇文女中，
就在现在的西安市第四医院一带。

与她的大部分同学不同，母亲的家，并
不是直接从河北平原来到西安的，而是辗
转从河北、北平、东北过来，定居在西安的。

母亲出生时，姥姥在河北束鹿农村，姥
爷在北平、沈阳一带跑生意。当时发生的一
件事情，让姥姥下定决心，离开束鹿乡下，到
北平、沈阳去寻找她的丈夫、母亲的父亲。

在母亲之前，姥姥曾生过三个男孩儿，
但是都不幸在农田中小产或夭折了。因
此，到母亲出生时，婆家十分不待见。正在
坐月子的姥姥孤孤单单的没有人照料，也
没有足够婴儿用的小包被和尿褯子，所以

只好把母亲放在炕灰里。母亲出生时正是
正月寒冬，从炕洞中铲出不久的炕灰热呼
呼软绵绵的，把婴儿放在里面；尿湿了就刨
出去，再放上几捧新的炕灰……就这样，这
个可怜的女婴，一直在炕灰中长到几个月，
直到春暖花开时节……于是，待这女婴长
到两三岁，姥姥便带着她离开了老家。从
北平到了奉天，也就是当时的沈阳，日子更
加不好过。“九一八事变”后的东三省，每个
中国人的心里都不是滋味。于是，姥爷便
抛弃、变卖了沈阳的家产，又带着妻女，长
途跋涉，来到西安。八千里路云和月，一路

颠沛流离，自不待言。
母亲给我讲过一个故事。当年，她在

沈阳的街巷旁，曾经看到过号称“魔术大师
周化一”的民间剧团表演魔术杂技，当时，
还是个小姑娘的母亲，看到这些艺人们，虽
然身上穿着绚美的演出服，可在人们眼光
注意不到的脚下，却穿着十分破烂的鞋子，
有的甚至打着赤脚，在一场突然而来的大
雨中，显得更加可怜，小姑娘的心中充满着

同情；几年后，她在西安市中心钟楼旁边的
空地上，又见到了这群艺人正在表演，母亲
的心中顿时便被兴奋和激动所充盈，仿若
他乡遇故知一般。

临近西安解放时，因为姥爷久病去世，
家里的状况愈发不堪，姥姥甚至要靠为人
家洗衣服和做保姆，来维持她和两个女儿
的生计。当时，18岁的母亲刚刚中学毕业，
她不甘心接受姥姥和亲戚们商量的让她早
点儿嫁人的安排，打算找份小学教师的工
作，挣钱养家。这时，她碰上了西北军政大
学的招生干部，便换上军装入了学。西北

军政大学是后来西北艺术学院，乃至西安
音乐学院与西安美术学院的前身。校长是
贺龙元帅，柯仲平、茅盾、田家、王汶石等先
生，都曾经做过她们的教师。

可能是从炕灰中养出的孩子吧，母亲
的性格中充满着不屈与倔强。西北军政大
学艺术学院的校址，位于西安市南常宁宫
旁山坡上的土窑中，冬季十分寒冷。学校
实行供给制，发军装，发被褥。但褥子单薄
极了，根本无法御寒，许多同学都从家中做
好厚褥子带到学校宿舍铺上，母亲却整整
一冬一直铺着单薄的褥子，因为她知道，自
己太贫寒的家庭，甚至承担不起一床温暖
的棉褥的花销。到了第二个学年的冬天，
母亲才终于铺上了厚厚的棉褥，她是从自
己每月微薄的生活津贴中省出钱来，接济
了家里的姥姥和小姨，还让自己的睡眠也
变得暖和起来。

母亲参军入学不久，抗美援朝战争爆
发了，母亲和学校里的同学们都写了要求
赴朝参战的请愿书，但只有一位同学的请
愿得到了批准。于是同学们便积极开展文
学创作，支援前线。当时还是一位青年学
生的母亲，根据一位志愿军战士的事迹，写
作成功了一首大鼓词《铁脖子》，在老师的
推荐下，被那位唯一前往朝鲜战场的同学
带到了前线，由军队的文工团员进行演出。

母亲曾经回忆说，这位同学从前线战
场回国返校后，还带回来了一颗硕大的朝
鲜苹果，全班同学把这颗苹果切成薄片，每
个人品尝了一片。

朋友朋友，，我们踏青去我们踏青去 □李武强

春天来了。你看，那嫩绿的
山川，那淙淙的溪水，那含笑的
桃花，那依依的杨柳，无一不展
示着新春的魅力。

朋友，此时此刻你在想什
么？是同我一样惊诧这新春的
魅力，还是留恋以往的岁月？也
许你还沉浸在冬雪送给你的童
话里，也许你还陶醉在点点红梅
的花香里，也许你还未曾编织好
新春的梦幻……朋友，你可知
道：那春姑娘早已向你频频招
手，那青山绿水早已向你发出热
切的呼唤，那五彩缤纷的风筝早
已飘荡起你那童年的歌谣……

朋友，我们踏青去。
让我们踩着踏青的古老之

曲，跳起赏春的现代舞步，用热
切的目光，去把那春山春水扫描；
让我们走出寒风的冷漠，走出长
冬的困惑，走出白雪的沉思，走向
大自然，投入春天的怀抱。

当我们迈着轻盈的脚步去
亲吻那乡间小道，我们会为路边
昨夜萌发的嫩芽而停步驻足感
叹不已；当我们漫步在田间小
径，我们会为田野里绿茵一片的
禾苗而吟风弄月，徘徊不前；当
我们踏上那琴键般的古道，我们
会为那悬岩上新披的翠绿而思
潮翻滚，感慨万端。那一株小
草，一叶嫩绿无一不能触发我们
的感情末梢使我们思绪万千，浮
想联翩。

猛抬头，我们会感到好久没
有看见这么宁静、深邃的天空；
深呼吸一口，我们会觉得好久没
有呼吸过这么清新爽鼻的空
气。于是我们释放所有的感官，
以最大限度将自己与大自然融
为一体，让自己的思绪随着轻风
飘荡，让自己的感觉随着清翠的
鸟语流动；于是，我们似乎找到
了遗失的童年，重新翻阅起那童

年的画册；摘一片柳叶作春笛，
折几枝绿枝作伪装帽，让童稚的
灵性、童稚的好奇任意流淌……

在春的怀抱中漫游，没有城
市的喧嚣，没有日常琐事的羁
绊、没有繁重的工作负荷，只有
花的香馨、泉的清纯、竹的风韵、
松的古老。我们从草丛、春泥、
花蕾之间会顿悟到那份淡泊人
生的主题，我们从群山的顶峰中
会理解出人生的坎坷，曲折的意
境，我们从温暖的春阳中会懂得
寒冷的季节属于沉默与思考。

这份顿悟、这份理解，这份
懂得会使我们编织出许多玫瑰
梦，会使我们的人生画板更加五
彩缤纷。

……
朋友，我们踏青去！

不愿长草的地方
却开出了
很多花的名字
蓝格灵灵的花儿
总被传统随意摘去

一阵唢呐风
一顶花轿雨
命运就被插进了
另一方黄土
给崖畔延伸根脉
为黄土续写连续剧

有时，花儿心里
也淅沥一阵江南雨
只是信天游
曲调太长太长
唱得梅雨变泪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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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的记忆大半已经忘却，
唯独有关秦腔的记忆总让人回味
无穷。外婆喜欢秦腔，于是我童
年的摇篮曲也是秦腔，外婆哼唱
最多的是“祖籍陕西韩城县，杏花
村中有家园”。彼时，我还不知道
这唱词的含义，不想耳濡目染间
竟与秦腔结下不解之缘。

从蓬头稚子到而立之年，秦
腔成为心底最割舍不掉的乡土情
结和直抵灵魂深处的主旋律，浓
烈而炽热。二十多年过去了，每
每听到板鼓的击打声，心跳便骤
然加快，板胡弦索“格哩”一响，浑
身的血液就瞬间沸腾。少年时喜
欢生、旦的妩媚多姿，人到中年则
偏爱老生的沉郁苍劲。

早些年的关中，几乎人人都

会哼唱两句秦腔，即便是不识字
的老头、老太也会背出大段的戏
词，让你目瞪口呆。村里光景好
的人家每过红白喜事时，都要以
秦腔庆贺。每个村都有那么一批
能人吹、拉、弹、唱自学成才，拉班
建社，谓之“自乐班”，取自娱自乐
之意。一碗油泼面和秦腔共同滋
养着他们的生活，解馋、过瘾。

陕西人吃饭“味重”，偏爱辣
子、醋，看戏也如此，秦腔夸张、粗
犷的演出风格强烈刺激着他们的
视听神经，由此而带来无以名状
的内心满足感。不同于其他剧
种，秦腔由“苦音”和“欢音”两种
声腔体系组成。苦音者，顾名思
义，其曲调激越、悲壮、深沉，欢音
则欢快、明朗。大起大落、大开大
合、大喜大悲，个性鲜明，符合陕
西人的脾性。

儿时逛庙会最热闹的莫过于
看大戏。戏台一般都是在露天临
时搭建的流动舞台。戏报一经贴

出，十里八乡的人都扶老携幼的
赶来看戏。这是临时自由组合的
流动剧场，自带板凳、茶水，同我
一样比较懒散的人，索性就找几
块砖垒起来垫在屁股底下，一坐
就是一晌。演至精彩处，有拍手
的，有叫好的。台上的演出精彩
绝伦，生旦净丑各领风骚，台下
的芸芸众生千姿百态，看戏的挤
作一团，围成一片，乌压压全是
人头，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懂行
的老汉会一边“吧嗒”着旱烟，
一边笑眯着眼给旁人讲述剧目故
事梗概，并对台上的演员“品头
论足”，谁唱的“敏腔”，谁学的

“袁派”，名家的不同风格老戏迷
自然了然于胸。

当商贩的叫卖声、讨
价还价的嘈杂声、噼里啪
啦的鞭炮声、“牛拉鼓”的
锣鼓声、人群推搡间的叫
喊声混在一起时，整个庙
会就升温了，人声鼎沸。
正午时分，鞭炮齐鸣，放铳
的声音震天响，这时演出
会暂停，庙会主事一干人
就会郑重的带来乳猪、香
烟、被面等丰厚的礼品呈
送至戏台上，这是一种隆
重的“搭红”仪式，也是对
剧社最高规格的答谢。

西安城曾经是秦腔最
繁荣兴盛的地方，班社林
立，三意社、易俗社、尚友
社……这些秦腔班社如同
北京的富连成一样历史悠

久，个个都有着百年历史。如今，
岁月变迁，漫步骡马市早已不见
了“三意社”的一丝痕迹，苏育民

“打柴劝弟”已是半个多世纪以前
的绝唱。

闲暇时我总会情不自禁地走
进城墙根“自乐班”观看演出，这
里的“演员”要么是隐藏在民间的
草根明星，要么是退隐“江湖”的
名老艺人，虽白发苍颜，却个个

“身怀绝技”，一开口韵味十足，洗
去铅华，返璞归真。

秦腔注定是要沾泥土气息
的，离开黄土地秦腔就失去了灵
气、没了味儿。八百里秦川尘土
飞扬，秦人的喜怒哀乐在戏台上
被夸张的演绎，充满了生活的烟
火气、悲欢离合的众生相。人生
的不如意也都在一板“乱弹”里得
以稀释、挥发，嬉笑怒骂恣意舒
放。“一板一眼”都是对生活的咏
叹，这正是秦腔的魔力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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