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夕阳无限好夕阳无限好 只是近黄昏只是近黄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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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明 宫 赏 唐 美 人大 明 宫 赏 唐 美 人

老 申 的 心 事老 申 的 心 事

■笔走龙蛇■

拉封丹是法国
古典文学的代表作
家，著名的寓言诗
人，他的作品经后人
整理为《拉封丹寓
言》，是世界三大寓
言之一。拉封丹寓
言大都取材于古代
希腊、罗马和印度的
寓言以及中世纪和
17世纪的民间故事，
化陈旧为新鲜，将寓
言这传统体裁推至
一个新高度。尤其
擅长以动物喻人：
只知歌唱不去积攒
粮食的知了，只能
在冬天饿肚子；不
知居安思危的黄鼠
狼，进得了谷仓却出
不去了……印象最
深的，是《拉封丹寓
言》里，有一则《大山
临盆》，内容如下：大
山临盆，天为之崩，地
为之裂，日月星辰，为
之无光。房屋倒塌，烟尘滚滚，
天下生灵，死伤无数……最后
生下了一只耗子。这个寓言
说的是，某些事从表面上看做
得轰轰烈烈、声势浩大，但结
果却没有什么价值。

大山临盆，生个耗子。也
许宇宙无所谓荒谬，人在里
面，觉得荒谬。在世间，有多
少人做事情，就如大山临盆一
样壮烈，结果呢？不问也罢。

“大山临盆”这个寓言，描绘预
设与生成相背离的现象，和中
国传统的俗语“雷声大雨点
小”“绣花枕头包稻草”“银样
蜡枪头”有某种程度上的类
似，不过“大山临盆”更强调

“生下了一只耗子”之前对天
地生灵的破坏和涂炭，其夸张
和贬义的程度要重得多。

现实生活中，诸如此种
“大山临盆，生个耗子”的现象
可谓不少。有人万分谨慎地
考察了项目，千辛万苦装修好
了公司或店面，请好了员工，
百般用心对待客户，满怀期待
地想开业大吉、财源广进，却
发现生意清淡、门可罗雀，一
腔热血付诸东流。有企业大
刀阔斧进行改革，然而改革方
案在执行中走了样，非但没有
达到预期的目的，相反对工作

造成了负面影响，留
下了许多矛盾积怨，
企 业 效 益 一 落 千
丈。有人悬梁刺股，
苦学英语，托福雅
思，漂洋过海，终于
得以跻身英美澳洲
加拿大的中国留学
大军行列，好不容易
学成之后，却发现华
人要拿到绿卡融入
主流社会，实在太过
艰难了，于是负笈回
国，却又发现海归人
员早已不那么吃香，
高不成低不就，出国
前身边的普通朋友
早已创业成功风生
水起，而自己留学多
年的家庭巨额负债
还没有还清。高考
出台各种加分政策，
以期纠正应试教育
之偏，结出素质教育
之果。看上去很美
的高考加分政策，在

实施过程中却逐渐异化、变
味、走形，乃至与初衷南辕北
辙。导致弄虚作假、徇私舞
弊，各种丑闻层出不穷，各
种神通花样翻新，有些加分
项目反而强化了应试教育，
农村学生尤其是贫困地区学
生因为没条件、没机会学习
各种特长，很难获得高考加
分，致使城乡教育鸿沟越拉
越大。

大山临盆，天崩地裂，多少
三年大变样，多少新官上任三
把火，多少轰轰烈烈招商引资，
多少父母科学早教、托关系择
校、请家教上辅导班、狼爸虎妈
包办一切，用尽了多少折腾与
耗费，最后，生出来的是一只小
小耗子。

历史的很多时候，也是
“大山临盆，生个耗子”。对
此，鲁迅先生曾深有感触地
说，辛亥革命后，“我到街上走
了一通，满眼都是白旗。然而
貌虽如此，内骨子是依旧的，
因为还是几个旧乡绅所组织
的军政府”。历史真是经不起
梳理，多少对自由和权利的追
求，不仅无法带来权利与自
由，反而会走向奴役。想打破
传统、秩序与限制，最终转来
转去，只会寻求强力政权来实
现乌托邦。大山临盆，生个耗
子，这是历史的吊诡，但它确
实屡次在现实中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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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见老申有些年头了，昨天下午碰
见他竟是在文化宫门前。满头白发，上
身穿着一件蓝色冲锋衣，运动裤下露出
一双灰色运动鞋，脖子上挂了台照相
机。看上去和那些普通的退休老人有
很大的不同，像是一个干部。

在文化宫门前遇到老申属于正常，
换了别的地方见了倒不正常了。

老申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自己这
辈子能当个官，一个管理“工人文化宫”
的官。直到今天，老申还能清晰地记得
当时领导给他安排工作时说的话：“小
申，你是军人出身，工作认真，年轻有
为。经研究决定，给你安排几个人，把咱
市上这个工人文化宫给管了。我听说你
喜欢看戏看电影，这正顺了你的心意，文
化宫就是专门演戏放电影的地方……
你看怎样？”“咱自己人看电影买票不？”
老申问。话一出口，老申竟后悔起来，
觉得自己傻得很，不透气，于是急忙改
口：“那我就听从领导安排，把你给我安
排的几个人管好，把文化宫管好。”

老申心中有自己的打算，能经常看
电影，不花钱，多美的差事，不知道有多
少人想来这里工作呢！

每次文化宫放映电影，总会有一部分
人不买票，想趁着人多混进去。老申当
过兵，虽说没有打过仗，可眼睛毒得很，
扫一眼就能看出哪些人没有买票。次
数多了，那些想混进去的人只要看到老
申在门口站着，只好打消混的念想……

严肃认真的老申其实心里和外表
不一致，每次电影快开始的时候，他都
会进文化宫转一圈出来，等电影一开
始，就对手下看门的人说，让那些没有
票的也进去看吧。手下人不理解老申
的心思，可又不敢说不同意，只好听了
老申的……

一张电影票虽说只有几毛钱，可老
申懂得它的价值，可以买四个白面馒
头，到蔬菜公司能买半篮子西红柿。

那些喜欢看电影又不想买票的人，
脑子灵光得很，时间久了，早已摸透了

老申的脾气和心思，悄悄地在远处躲
着，等电影开始放映了，匆匆忙忙走过
去，直接进了文化宫，找个空位子静静
地坐了。老申会站在远点的地方，只当
没看见。

没有不透风的墙，领导知道了这
一切。

“小申。听别人说，每次电影一
开始，你就把那些不买票的人都放进
去了？”

老申性子直，也不会撒谎：“这倒是
真的。每次快开演前，我都会进去看看
还有多少空位子，空位子多了，我就让他
们进去。反正空位子闲着可惜了，也是
一种浪费，不如让人进去看看。一只羊

是放，一群羊也是放，电影机子用电是一
模一样的……”

领导听了，满脸是笑，但笑得很苦，
也不知道该如何回答，无奈地摇摇头。
多次想换下老申，可一时半会很难寻下
合适的人选，只好暂且搁下，没想到这
一搁就是几十年，等到老申退休了，文
化宫管理员这个官帽还在他头上戴着。

最让老申生气的就是电视机了。
有了电视机，文化宫里面逐年变得清冷
起来。偶尔放一场电影，里面也坐不了
几十个人。没有了收入，文化宫的大门
只好锁了，钥匙挂在老申的裤带上。过
上十天半个月，老申就会把钥匙从裤腰
带上取下，打开文化宫的所有大门，让
新鲜的空气涌进来，替换掉略带霉味的
空气。

文化宫虽然冷清了，老申却升官了，

成为地地道道的光杆
“司令”，手下那几个工
人只好寻了其他事去做。老申能留下
来，是沾了以前当兵的光，成了老革命，
工资上涨了好多，心中感谢当年拉他当
兵的那个老兵了。

锁了文化宫的门出来，老申看了手
表，时间还早，就坐在文化宫南面树荫
下的石凳上听鸟鸣，有四个鸟笼挂在树
下。画眉鸟的叫声好听得很，可他不喜
欢这种鸟在笼子里上蹦下跳的不老实
劲，八哥安逸地呆在鸟笼里。这两种鸟
的长相老申认得。

“老申早！”有人向他打招呼。
“你也早。”老申回了句。话音刚

落，笼子里的八哥也说了句：“老申早！”
老申笑着走到鸟笼下重新说了句：“你
也早。”八哥跟着学了句：“老申好。”打
那往后，每当他路过这里，八哥都会说

“老申好”，鸟儿也认识他了。几个养鸟
的人像是事先商量好似的，每天早上早
早就用扁担挑了鸟笼过来，缓缓揭开鸟
笼上的黑布，给鸟以光明，然后挂在树
枝上。笼子里的鸟早已熟悉了这地方，
没有一丝恐惧，放开了歌喉……此时的
鸟鸣，恰巧传进老申的耳朵里，他准时
走进了文化宫的大院。

文化宫门前摆放着几张台球桌子，
老申认识桌子的主人，这种巧挣钱的法
子，他不喜欢。世道变了，变得让他无
法理解。围着文化宫巡视一圈，未发现
异常，老申会走向鸟笼，他想听鸟儿说：

“老申早。”似乎只有这只会学舌的八哥

懂得他的心。老申的腰带上没有了文
化宫门上的钥匙，昨天下午交给了领
导，他退休了。工作了几十年，当把钥
匙递给领导的那一瞬间，他心里酸溜溜
的，很不舒服。退休不到两个月，老申
便锁了家门，带上小他十岁的老伴住进
了西安儿子的家，每年只回煤城一次，
按个指纹，验证一下他是否还活着。

有一天，儿子在手机上看到一则消
息，说煤城文化宫因年久失修，属危房，
要拆除……老申听了，愣愣地坐在沙发
上，老半天不说一句话。老伴不停地埋
怨儿子，不该把这事说出来，文化宫就
是他的命。过了很长时间，老申对儿子
说：“你不是有个照相机吗？给我取来，
我要回去。”“回就回呗，要相机做啥？”
儿子不理解。老申急了：“我想多拍几
张照片，文化宫一旦拆除，还能看到
吗？要想看，只能在照片上看了……”

老申围着文化宫拍照片，拍了多少
张，他自己也不知道。他想再看看那只
会说话的八哥，可始终没有见到，掐指
一算，自己退休二十多年了，八哥是活
不到现在的。

老申看到我，直接把我拉到文化宫
门前，把他脖子上的相机取下来交给
我，说：“你是摄影家，给我也照几张，要
把文化宫的正面照进去，特别是门前那
六根柱子。你瞧，那柱子多威风。对
了，门前那喷水的鱼，还有文化宫最上
方那十面红旗都拍上……唉！管了一
辈子文化宫，没有和它照过像。一旦拆
了，再不会有机会了……”老申站在那
里不动，等着拍照，嘴里却不停地说
着。我把他放到镜头里，他身后就是文
化宫。在按下快门那一瞬间，我看到老
申脸上掠过一丝伤感。

唉！这就是老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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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安自古帝王都，唐大明宫的雄伟宫
殿虽已在历史长河中烟消云散，但其遗址
尚存。2010年，西安市在龙首原大明宫原
址上，建立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昔日的
皇家宫殿，今日成为市民休闲旅游胜地，漫
步其中，令人心生无限感慨。

漫步大明宫，你总会有许多惊喜发
现。初冬的周末，有暖阳相伴，骑共享单车
畅游大明宫。从西宫墙的九仙门入大明
宫，门内健身广场上俱是矫健身影。门西
有北衙禁军军营，昔日重兵把守之地，今只
余残基，残基上仿建城墙及城门缺口，在高
大垂柳的映衬下，越发显得古朴庄重。

顺西宫墙北行，远远望见一片高出地
面的黄土台基，台面上荒草离离，台基的夯
土层在阳光照射下越发显得苍黄。原来这
是大福殿遗址，是大明宫内殿址中地基保

存较好、夯土层较明显的遗址。这里曾经
是宫内重要的佛教寺院，又称“大佛殿”，可
惜大佛还是未能保佑这“千宫之宫”免遭战
乱损毁！

继续东行，有凌霄门（又称青霄门）遗
址。残存的北宫墙及散水等遗迹，在玻璃
钢架体的保护下静卧沉默，令人唏嘘！沿
青霄门街往南骑行不远处，东南方向一方
高台格外醒目，原来是三清殿遗址。周边
翠竹尚青，草坪仍绿，广场宽广。

顺玄武门大街南行，道路会将你引到
太液池北路上。沿路有很多唐朝古画题材
的雕塑，格外吸引人。由西往东推车徐
行，有依据唐代画家阎立本《步辇图》制
作的雕塑。

快到宫苑东路处，有《捣练图》雕塑。
一幅红色开轴长卷竖直打开立于碎石地面
上，画中人物、器具等均由金属材质镂空雕
刻而成，看似简洁，实则韵味深长！

依稀记得在《捣练图》不远处，曾欣赏

过《簪花仕女图》的雕塑作品《新簪花仕女
图》。雕像用七彩金雕塑而成，整体感觉富
丽堂皇、光彩夺目。若阳光甚好之时，雕塑
反射七彩光芒，竟不能直视。

站在宫苑东路上，隔木栅栏远望太液池
东池，湖面水波粼粼，湖水倒映着堤岸叶片
泛黄的垂柳，使湖水呈现出黄、绿、青等不同
颜色。最妙的是堤岸上一匹怡然自得的骏
马，正低头饮水。也许它的主人也是一名女
子，说不定穿了男装，正偷偷出游。

回到太液池北路的西口附近，西北方
向有栖霞山，南不远处可望见《挥扇仕女
图》雕塑。我不由加快骑车速度，离它越
来越近，心跳也越来越快。此组雕塑也是
取材于唐周昉的名画《挥扇仕女图》，采
用浮雕和圆雕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展示。由
右至左依次雕刻了“执扇慵坐、解囊抽
琴、对镜理妆、绣案做工、挥扇闲憩”的
场景。

时间过得总是很快，告别雕塑上的唐

美人，我沿龙首渠东侧小路骑行返回九仙
门。渠边高大的垂柳，叶片已卷曲发黄，一
阵寒风掠过，落叶簌簌而下，我在落叶雨中
穿行。渠中流水叮咚有声，渠岸湖石错落
有致，水面落叶随波流向太液池。

那些唐朝的美人，没有因大明宫的堙
灭而堙灭。贾平凹老师曾在散文《壁画》中
写到：“我爱唐美人。”她们美在名画上，美
在雕塑中，美在邮票里，她们的美通过各种
方式得以流传。后人藉此欣赏她们的美：
簪花女雍容华贵，捣练女优雅从容，挥扇女
慵懒闲适……唐美人就这样鲜活活地向我
们走来。

心里一直惦记着现藏于美国波士顿博
物馆的名画《捣练图》，为那些流落海外的
唐美人心痛。流失海外的中国文物何时能
够还回？

希望有朝一日，名画《捣练图》能够回
归故土，让我们的唐美人结束异国飘零，回
归日思夜想的故国。

小满的节气里，隐藏着农人心中最大的希望和向往。
对于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人，对于这一望无际生长

着庄稼的田野，对于那些滴落无数的汗滴，小满的满，是
对农人最好的回报。

灌好浆的麦穗，就连那一颗颗头颅，都是沉甸甸的，
如同农人心中那沉甸甸的希望一样，随着夏天的风，在一
望无际的田野上，翻滚着金黄色的麦浪，这是大地上生长
出的黄金啊，在一个季节的高处招摇。

勤劳的农人，在农谚的命令里，纷纷走进田间地头，
套种的种子，一粒粒下地，就是在播种希望啊，等到麦子
颗粒归仓后，又一茬的希望啊，就又露出了头。此时，就
连那从南方吹来的风，都有了心脏的温度，面对即将的丰
收，心中的温度也在渐渐攀升。

月色里，上了年纪的祖父，在月光下，哧拉哧拉地磨
着镰刀，这是这个季节里最美的乡下乐曲了，磨着磨着，
那弯生了锈的镰刀，被祖父磨成了一弯月牙儿的样子，明
晃晃的，挂在乡下的屋檐下。

一阵暖风吹来，吹来小满的气息，这气息里全是乡下
人家那香喷喷的日子的味道……

有个道士
在一棵高大笔直的树下
双手合十虔诚膜拜
洁白的雪原上
留下了他清晰的脚印

后来一群人
沿着他的脚印寻找这棵树
据说两千年多年前

孔子在这棵树下讲过学
一千多年前
杜甫在这棵树下写过诗

我循着前辈的脚步
看到了这棵树
曾经有过的流金岁月
看到了它摇落芳华，淡定从容

在沧桑的岁月里
永恒的岁月里
孑然独立，昂首挺胸
站立成不朽的石碑
站立成顶天立地的英雄
站立成镇妖辟邪神圣庄严

的华表
站立成一尊圣母神像

美，是盛开的花朵，在旷野
里缤纷多姿；美，是一粒亮闪闪
的星，在夜里璀璨照耀；美，是
一泓溪流，轻轻流过洗去一身
的沧桑；美，是微笑、是阳光、是
春天，是生活赐予我们的一份
珍贵礼物。

美随处可见。流动在四
季，穿行在云中、山间、溪流，停
下脚步，细细观察就能发现。
美，不管季节变迁，岁月流逝，
四季风景如花美眷，生机勃勃，
万物更新。风景不会雷同，不
会停止生长，不会因为风来雨
往、天气寒冷更改路程。走进
自然，走进星空，走进四季，就
会被原野上、山涧下、田垄上、
水渠旁怒放的花、繁星点点的
星空所打动。

好书自然是我的最爱。从
《希腊三部曲》到《刺猬的优
雅》，从《一场霍乱时期的爱情》
到《带着鲑鱼去旅行》，这些有
趣、想象力丰富的书籍，极大
程度慰籍我们孤寂的灵魂。如
今，我早已做到了翻阅一本
书，瞬间安静，体会心灵的充实和轻盈。跟着书
中人物开启一次别开生面妙趣横生的灵魂之旅。
再也没有比读书更能让心灵获得满足和幸福感
了。一个故事，一段奇异的旅途，一位个性迥异
的旅客，总能给我的阅读带来非常美妙的感受。
结识这些可爱、真诚、知识渊博的书友，踏上一
段奇妙有趣的文字旅行。

音乐依然是我的最爱。耳朵只肯为优美的旋
律打开，只愿聆听那些美妙、动听的音符。音乐和
书籍一样能迅速带着我们进入旋律和文字的世
界。有时，听到欢快的音乐，就像自己在清晨的朝
露里遇到了幸运的风；仿佛在街头看见一位穿着黑
衣的动漫少年，踢着小石子吹着口哨，跳跃着走；有
时，还能感受到歌者如水的忧伤漫过长长的堤畔；
想象一群白衣仙子在蓝色多瑙河上翩翩起舞……
音乐总会为我开启无数次的想象，让我的心年轻而
充满活力。

对美，我具备了超强的敏感度和好奇心。一朵
花、一条街、一滴雨、一弯月、一条江、一扁舟、一本
书、一首抓住耳朵的歌曲都是我追逐的方向。它们
都是我的好朋友，静静地泊在时光的河流里，等我
发现，等我问候，等我同行。

对朋友自然要求严格。人生如此艰辛，何不结
识一些优秀的、志同道合的，人生观、世界观相同的
朋友。时间如沙漏，我们必须抓住曾经存在的美，
藏在心里、记忆里，照亮我们的人生。把不愉快、微
不足道的小事丢弃，让心房充满阳光。

余生，我只愿了解喜欢的知识，追逐擅长的领
域；结识与自己见解相同，爱好一致的朋友；细说喜
爱的话题，我们有权利拥有所有美好，让灵魂适时
得到愉悦。

一 棵 树一 棵 树 □□ 崔彦崔彦

□□ 路志宽路志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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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阎保成阎保成

■小小说■

郭玉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