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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座城市和4次搬迁
——花甲过后的儿时记忆

●于学军

四十三、学校生活

回家的路，不需导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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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居住的小区南边不远处有一方荷
塘，不偏不倚，翠色亭亭，正对着我书房的
窗户。当我读书累了的时候，我便会停下
来，伫立在窗边，向外远眺。这时，一刹那
的温柔便映入了我的眼眸。

世上不爱荷的人恐怕很少，难道不是
吗？咏荷高手杨万里多次被这一方柔柔的
美所深深打动，送别朋友林子方时他吟咏
着“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的
清丽；在小池塘边散步时，他说着“小荷才
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的自然。占尽
风光的莫过于理学家周敦颐，他说荷花“出
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这就让荷花
一下子就从市井红尘中脱离，有了“君子
花”的美誉，不染俗气。

趁着阳光明媚的上午，我便悄悄地去
拜访那在南边栖居的荷塘了。

走近荷塘，仿佛发现了一座新大陆。
一种新奇的感觉扑面而来，内心久久地为
之震撼。流连于草木，倾心于荷塘，欣赏于
自然之美，世间最好的遇见，我想大抵就是
如此吧！

是它特别艳丽吗？并不是这样。相对
我所见过的许多荷塘而言，它既没有十万
琼珠的纷繁气势，也没有别样红的绚烂，更
没有点水蜻蜓款款飞的独特氛围。它只是
静静地伫立于池中，默默地守着半亩方塘，
像是从蒹葭中走出来的女子，宛在水中央，
淡美不喧嚣。

其实这并不算是真正意义上的荷塘，
只是小区里的方寸之地。当我以一种怜惜
的眼光来安慰它的时候，却发现它的神态
是如此的端庄，娴静，含蓄，隐隐中透露着
一种清凉的感觉，满满的一身清气。淡粉
的花苞还未开放，露水正欢快地躺在圆圆
的荷叶上，像可爱的孩童沉睡在温柔的摇
篮一样，一切的宁静与祥和都宛然其中
了。我起初以为它在这里是孤独的，但我
现在心里又有些羞愧，它自有属于它的一
片天地和自由，何来孤独？

让我动心的也许就是它的这份纯粹
吧！看吧，它安稳地沉醉在自己的世界，尽
心尽力地生长，氤氲出生命的芬芳。相对
于那些张扬的花朵而言，它又是低调的。

它没有杜娟的热烈，没有桐花的深邃，也没
有海棠的馥郁，可它就是它，它是清水漫过
的芙蓉，侣鱼虾而伴蜻蜓和蛙鸣。身下的
淤泥是它的养料，花中结出的莲子以及淤
泥中的藕节是它生命的馈赠，环境的逼仄

也压不住它骨子里的高洁和伟岸。
我爱荷，也永不会变。
微风摇曳着似水的温柔，我已悄悄告

别荷塘，心里也渐渐明朗起来。岁月如荷，
平凡中也有真味！

我好玩、调皮的天性依然如故。
印象最深的是有一阵子学校里流行起
来打乒乓球，几乎每个班级的教室前
都自建一个水泥球台，我们班的那个
是由一位家长花了一天的工夫才建好
的，张春兰老师笑着向他表示感谢。
那位同学的家长应当是专做泥瓦工
的，所以他砌球台的动作很专业，球台
的水泥面抹得很平，我们对这个同学
很是羡慕。从此，下课之后，同学们就
排队挤着打乒乓球。

但条件毕竟很差，没有球网就摆
一排砖头替代，大部分同学拿的球拍
是两毛五分钱买来的“生板”（即没有
胶皮），过了一段时间大家的兴趣就不
大了，原来习惯玩什么又开始回归原
样。加上露天的球台疏于管理，日晒
雨淋，很快就有被砸坏的地方。再后
来干脆就没人打了，球台变成了男孩

子的擂台，一部分站在台子上把守，另
一部分往上攻打。最后我成了最厉害
的“擂主”，哪一方只要有我往上攻打
时就轻而易举；而有我在台上据守时，
另一方就很难攻打上来。也经常比赛
摔跤、“撞拐拐”“骑马打仗”等，我仍然
无人能敌，最后一般都得有三四个同
学和我一个人对垒。

我在向阳小学的那段时间，经常
不遵守课堂纪律，有时和几个同学在外
边玩耍，上课铃响起也没回到教室，还
从教室的后门溜进溜出。因此，经常会
被老师批评，有一次事情闹得有点大，
还被一个代课女老师直接去家访，害得
我好长时间躲在外面不敢回家。

总之，在向阳小学是我最调皮、捣
乱的一段时间，学习也不用心，经常有
种出风头的冲动，没多久便在老师和
同学中形成坏学生的印象。后来我到
师范学校中学部上学，父亲说，向阳小
学和师范学校的许多老师、家长们都
住在一个院子里，如果我上学表现不
好，那么他的脸上也感到很不光彩。

加之随着年龄的增长，也开始懂事，所
以我升入初中之后就努力控制、管束
自己，学好学生的样子，上课时不交头
接耳，不做小动作，集中精力注意听
讲；也不随便迟到早退，遇到小组值日
时就一大早跑去打扫卫生，想办法多
做些好人好事；按时完成作业，主动举
手回答问题，尽量积极表现自己。我
这样做了以后，开始感到憋得难受，但
慢慢地效果就反映出来，摇身一变成
为班里的好学生，还当上宣传委员。
这个消息很快就传到向阳小学原来的
班里，成了老师经常提起的一个典型，
用来讲给那些仍然调皮捣乱、不思进
取的学生听，意在让他们早点醒悟，迷
途知返。我也不知道是把我当一个反
面教材还是正面典型，但的确变化很
大，让熟悉我的人都有些不敢相信，说
我简直像换了一个人一样。我听到这
些说法，还是有些暗自得意。

家属院的每家每户一般都有三四
个孩子，有男有女，有大有小，大的和
大的玩，小的和小的玩，一拨一拨的，

所以院子里十分热闹，到处都是小孩们
玩耍的身影。大人们在家里做好饭时，
孩子们却经常玩得忘了回家，所以家长
就得走出家门到院里来寻找，孩子们听
到了就会相互传递，一般很快便可找到
这家的小孩儿，告诉说：“你妈叫你回家
吃饭”。

三虎家有三个孩子，两个姐姐和
一个弟弟，但起名不分男女，叫大虎、
二虎、三虎，所以父母叫他们回家吃
饭时就习惯性地先喊：“大—虎！”看
看有无答应，若没有就接着喊：“二
—虎！”若还是无人反应，最后再喊：

“三—虎！”时间久了，孩子们知道他
们家喊话的习惯，这时有人就会跟着
齐声回应：“铜—壶、铝—壶、烂—铁
—壶！”40 多年以后，他妈妈在西安
说起这一段，都感到很有趣。我们共
同认为，那个年代家里虽然很贫穷，
生活条件十分艰苦，但邻里相处都很
亲切，像田园牧歌一般给人留下美好
印象。

（未完待续）

念旧未必不丈夫

我天生对路和方向没有感
觉，大概是多年来用右手写字、
右脚踩油门的缘故。所以只知
左右前后，不懂东西南北。

记得还是儿子上大学时，我
送他去机场，那时我还拿着诺基
亚直板手机，也不会用车载导
航。到了机场后，儿子帮设置好
车载导航的返家路线，嘱咐我按
导航走即可。可能是车载导航
没有更新的缘故，我从机场出口
出去走了一圈，导航却又把我指
回了原处。问了机场执勤的交
警——小伙子耐心地给我指了
路，我却听得一头雾水。似懂非
懂地点头道谢后又出发了，想动
动脑筋思考怎么走，大脑却是一
片空白。没办法，再听导航的
吧，可是导航三绕两绕又把我指
回了原地。

交警小伙子无奈地说，我的
大姐，可能是你的车载导航出了
点小故障，你就不要听它的了，
跟着出租车走就行了，都是回市
区的，等你出了机场上了大路，
再试试重新设置导航，不然一会
儿接机的出租车都走了，这个点
儿如果没有航班的话，车就很少
了，你连个想跟的车都没有。

他让我稍微等一会，然后拦了
辆出租车，跟师傅和乘客打个招呼
后，安顿师傅把我带到某个路口。
就这样我终于摆脱了导航的左右，
跟着师傅上了回市区的大路。

自从有了手机地图和导航
以后，每每外出，必开导航，所指
路线每次也都正确率挺高，所以
更对电子产品的方便快捷形成
了依赖。以至于经常走的路也
变得不怎么熟悉起来。虽然是

十多年的老司机了，不仅驾驶技
术毫无长进，方向感照旧一塌糊
涂。这个坚持了多年无法改变
的缺点也可能是因为我的丈夫，
在没有车载导航和手机地图软
件的时候，即使外出远门也全凭
看了地图自己记路，我只管坐车
不操闲心的缘故。我对丈夫的
评价是方圆 500公里之内的活地
图。每每有外地的同事、同学或
亲戚来清水河时跟我问路，我都
会让我的丈夫为他们指路，如果
我指，注定是不如不指。

只是，这么多年来，唯有一
条路，不用开导航也走得非常顺
利，那就是回家乡的路。母亲已
经 90多岁了，每个月我回家看她
一次。刚开始的时候，总是战战
兢兢、跌跌撞撞，全程都全神贯
注地听着导航语音、盯着前边的
每一个路标，生怕错过了出口。
后来，回去的次数多了，将近 200
公里的路程，一个人走起来也特
别的轻松。即使不开导航，不看
里程表，只要抬头看一眼前方的
山或树或道路两侧的村子，心里
就知道大约走到哪里，离家还有
多少公里，还需要多长时间。即
便是冬季，大雪覆盖了道路周边
的山脉、树林和村庄，我也能从
远山隐隐约约的走势和形状判
断出走到了哪里。

一路走来，半生已过。忽然
觉得这人生犹如在高速公路上
行驶一样，如果不曾用心规划好
路线，是没有随时掉头机会的，
只 能 在 茫 然 中 走 向 下 一 个 路
口。就这样走过多少跌跌撞撞
的日子，懵懵懂懂中也错过了多
少正确的出口。

我是一个非常念旧的人，尽管我非常
满意现在并憧憬未来，日子一刻也不停地
往前走着，我的思绪却不时地掉队，想念
着往日的人和事，怀念着过去的旧时光。
有时一些无关紧要甚至与自己毫无瓜葛
的人和事，也会像鱼跃鸟飞一样不经意间
浮现脑海。随着年岁的增长，可念的旧人
旧事越来越多，往日时光盘桓于心间，就
像杨花柳絮朦胧于天地之间一样美。

有人说，念旧的人婆婆妈妈不像一个
大丈夫，我可不这么认为。“无情未必真豪
杰”，念旧的人是最懂香醇的酿酒师，在他
心中珍藏着许多美好的情感，他会把这些
情感酿造成令人陶醉的美酒；念旧的人是
最懂滋味的烹调师，在他心中珍藏着许多
美好的往事，他会把这些往事烹调成回味
无穷的美味；念旧的人是最知冷暖的供暖
师，在他心中珍藏着许多人性的良善，他
会把这些良善加热成令人感动的温暖。

念旧首先是怀念亲人朋友，和他们在
一起的往日时光大量存储在记忆里，这些
难以忘怀的记忆给我带来的是幸福的感
觉。尽管父母和年长的亲朋已经去世多
年，但我思念他们的时候和他们当年健在
的岁月没有两样，姥姥迈开一双裹着的小
脚在村里的土路上蹒跚走过，穿着厚厚羊
皮袄的父亲挑着打沙鸡网笑逐颜开地回
到院里，母亲忙着在热气腾腾的锅台边蒸
糕烩菜，老岳父在平房的火炉上给我们熬
煮着奶茶……就像蜜蜂飞过眼前的花丛
一样，这些细碎的往日时光非常自然地就
会出现在我的脑海中。

在似水的流年里，那些非亲非故的外
人和平淡琐碎的日子也会回归到我的记
忆中。二十四年前参加高考的时候，因为
没有睡好加之天气炎热，在考场上显得疲
惫不堪，监考的年轻女老师把一杯温开水
端到了我的桌子上，我精神为之一振，顺
利完成了考试。多少年过去了，我还记得
那杯提神的水还冒着热气，尽管我腼腆得
没敢喝一口，尽管我已经不记得那老师的

面容了，但我想她的容颜和心灵一样美。
每逢我大学快要开学的时候，会有那么几
位平时打交道并不是很多的乡亲，找到父
亲掏出一两张百元大钞，“够吗？不够咱们
再周借。”我忘不了这些令人心暖眼热的时
刻，回味这些充满良善的温馨片断，才让人
感到尘世是有情有义；注入了友爱的往日
时光，才会像不朽的花朵一样芳香如故。
这也提醒我在生活中要尽量帮助别人，你
像黑夜里的灯一样照亮过别人，别人的心
中才会永远留下一束明亮的灯光。

家乡的老房子是永远不能忘怀的，我
经常会想念着老房子，老房子也肯定想念
着我。在那里我能想起和父母在一起的
时光，想起童年和小伙伴们在一起玩耍的
情景，想起当年邻里们来往的情景……二
十年前把父母亲从村里接到城里后，被冷
落的老房子破败不堪，老院子的围墙逐渐
坍塌。父亲回村看过之后好几天闷闷不
乐，我知道他不愿意看到老院落像村里其
他没人住的土坯房一样，一副柱折梁摧壁
残墙断的景象，我家的土坯房曾经装满了
欢声笑语的生活和桃红柳绿的春天。我
答应给父亲重新翻盖砖瓦房，十一年前砖
瓦房盖好后父亲除了逢年过节必回之外，
平时也老想着回村里，我知道回到老宅上
的新房里他有念不完的旧，他有回味不完
的往日时光。

五年前父亲走后我依然要回老家过
年，他在老宅上砖瓦房里生活的点点滴滴
又成了我念旧的内容。再完美的结局也
会留有遗憾，再精彩的人生也会感到不
足，念旧可以从和父母亲人一起生活的往
事中咀嚼反刍出快乐和幸福：想一想当初
这件事为什么不这么去做，岂不更圆满。
仔细再想一想，不对，当时那样去做是最
好的圆满。回到老家的宅院回味与念旧，
就像看满园果树上的果子，哪个最大，哪
个最甜。我也相信冥冥之中父母亲温暖
而慈爱的目光注视着这个曾经生活的地
方，他们应该是繁星闪烁的夜空中两颗闪

亮的星星，他们应该是皓月当空的月色里
一缕悠然的云彩，想到这里便有此心悠然
的舒坦。在这里，我们一年又一年迎春又
接福；在这里，我们一年又一年举头望明
月。

家里流传下来的一些老物件自然舍
不得丢弃，老物件积淀了岁月的精华，提
醒我即使再干枯的枝条上也曾开过艳丽
夺目的花朵。比如我父亲用过的打沙鸡
网好多人根本没有见过，父亲当年用它来
捕沙鸡。每年小雪到大雪之间，成群的沙
鸡从大青山后边飞来，天不亮时父亲便穿
着大皮袄到野地里张网捕沙鸡，用捕来的
沙鸡换钱或换粮。上世纪九十年代这沙
鸡网就彻底闲置，我把它钉在老家的墙壁
上睹物思人，回味那一段艰难的岁月。再
比如母亲用过的顶针和鞋样，母亲灵巧的
双手用它们给我们织出的衣裤鞋袜，为我
们抵挡了多少大青山北边吹过来的风寒，
哪里舍得把它们扔掉啊。还有啊，这土法
制的小火炉曾给我们带来多少温暖，这小
时候穿上新衣服时照过无数次的穿衣镜，
这曾经放过我们衣衫和令我们垂涎的饼
干的红躺柜……哪里舍得丢弃，我把它们
基本照原样摆在了老家。

老照片自然是念旧最好的旧物了，定
格岁月长河中的某个瞬间的老照片随着
岁月积淀愈加珍贵。我喜欢在一个双休
日悠闲的时候坐在老家的炕上，窗外是绵
绵的细雨或明媚的阳光，我静静地欣赏着
一张张老照片，就像品尝一坛又一坛珍藏
多年的老酒一样，时光赋予了它醇厚而绵
长的味道。你看这一张是我姥姥抱着还
没有过一岁生日的我三舅，拍摄这张照片
的时候我还没有来到这个世界上；这一张
是我妈妈年轻时的，吃了那么多苦的她也
曾有过芳华岁月啊；这一张里刚刚四十出
头的父亲一表人才，如果他是有钱人家的
孩子能念上学，他肯定有不一样的人生前
程……一张张老照片好像打开记忆闸门
的钥匙，抖落岁月的风尘原来岁月深处还

有那么多光鲜明媚的日子，老照片使那些
过往的岁月变得清晰起来。

让我能够念旧的老物件真是五花八
门。有让我痴迷于评书的海燕牌收音机，
从这里我听到了《隋唐演义》《岳飞传》等
一部又一部评书，每到评书快要开播的时
候，这台三十多年前的收音机寄托了多少
焦急的等待；有我还保存的一大堆准考
证、毕业证，这些证件让我想起了奋斗的
青春岁月，回忆起来没有因为虚度年华而
悔恨，也没有因为碌碌无为而羞愧……但
即使是价值不菲的古董，我也丝毫没有兴
趣去收藏它，因为在它身上我找不到岁月
的厚度，也不会让我想起亲人或自己的往
日时光，再价值连城的古董对于我来说还
不如老宅里的一撮土亲切。

现今收藏的几万册书对于我来说更
像老朋友一样，四十年来不断有新朋友
加入，渐渐变成了老朋友。你看《新选唐
诗三百首》《李白杜甫诗选译》这几本书，
是1982年我和父亲一起骑自行车到察素
齐镇买的；你再看这四块二毛钱一套的

《西游记》和三块五毛钱一套的《水浒
传》，是初三那年在五申镇供销社买的，
那时候这是两笔大钱，为了我读书，我妈
妈真是舍得啊！这是版本较早的钱钟书
先生的《谈艺录》和缪钺、叶嘉莹先生合
著的《灵溪词说》，是我在天津上学时，在
古文化街里逛古籍书店买的……这一本
又一本书是我用时间和挑书的眼光积累
起来的，如今包括老家在内的三个家里
足足装满了十几个书架，一看这些书就
知道我的阅读爱好和挑书范围，这些书
虽然入架有早晚，我想它们也相处甚得，
毕竟志趣相同嘛。

念旧未必不丈夫。生活每一天都是
新的，日历每一页都是变的，在接纳精彩
的新生活的同时，我也不忘偶尔回首念
旧，在咀嚼往日时光的幸福时，我会更加
珍惜当下的拥有，我会更加憧憬明天的美
好。

老家的院子很大，在我的印象
中，院子的主色调是绿色的，所以
我一直叫它“绿院”。

父亲和母亲年纪大了，田里的
庄稼种不动了，便交给我的侄子来
打理。但父母有根深蒂固的土地情
结，于是便把家中的院子当成一种
精神寄托。他们在院子里种花种
草，种瓜果蔬菜，所以小院中总是一
派葱茏的样子。

春、夏、秋三季，绿院里生机勃
勃，花开万朵，绿叶遮天，瓜果飘
香。四季变化，绿院的绿色随着季
节的变化而变化。由淡绿到浓绿，
由浓绿再到苍绿，直到冬季来临才
褪去绿色。不过冬天一过，绿院的
绿色就又开始蔓延开来。

父亲和母亲都是种庄稼的好
手，打理起绿院来当然也不在话
下。侍弄草木是一件幸福的事，他
们乐在其中。每天跟草木亲密接
触，人也会沾染草木清气，心神怡
然。而且父母不再像在田里种庄稼
的时候只顾收成，他们开始关注院
落的布局美感，尽量把院子拾掇得
精致清雅——这是一种进步，说明
老人家开始懂得精神享受了。院子
里的花草树木、蔬菜瓜果之类的虽
然非常多，但一点也不显得凌乱。

东墙根有一个小花园，种着各
种各样的花。其中月季花是小花
园的“主打花”，月季花期长，所以
小花园的花总是常开不败。到了
花开旺季，各种花争奇斗艳，好不
热闹。南墙根是一个小菜园，里面
种的是各色当季的蔬菜，春天的小
葱韭菜，夏天的西红柿黄瓜，为餐
桌奉献纯天然绿色美食。屋檐下
有两棵树，一棵是核桃树，一棵是
苹果树。核桃树的叶片宽大密实，
夏天的时候撑起一片浓荫。苹果

树上结成一个个青涩的小苹果，正
在等待秋风把它们吹熟。西墙边
也有两棵树，一棵是石榴树，一棵
是山楂树。石榴树夏季花开的时
候，满树红花灼灼，非常漂亮。山
楂树是秋天的一道风景，满树红艳
艳的山楂果在秋阳下熠熠生辉，为
小院增色不少。院落里高树与低
树错落有致，俯仰生姿，使得院落
整体布局和谐雅致。院落中各种
绿深浅不一，浓淡有序，显出层次
之美和变化之美。

梁思成说：“对于中国人来说，
有了一个自己的院子，精神才算真
正有了着落。”我想对于父母来说，
院落也有这样的功能，是他们的精
神寄托。不过，这个院落还多了一
层意义。我曾问过母亲，为什么要
在院子里种这么多蔬菜果树，母亲
对我说：“你爸说了，这些瓜呀果的
是个念想，这样你们几个就会多回
来几次了！”父亲和母亲把小院打理
得多姿多彩，为的是吸引我们多回
家几次。这样的院落，是父母的精
神寄托，也是我们的情感归宿。

老家的绿院，是我每时每刻都
牵挂的地方。父母守护，绿院情
深，亲情在小院中缓缓流淌。这一
方天地，是我启程的地方，也是我
最终将回归的地方。

我想过很多次，等到老年的时
候，我要回到父母的小院，守着老
宅度过最后的时光。我觉得，带院
子的宅子是所有人的梦想栖居。
宅中有院，院中有树，树上见天，天
中有月，想想都觉得神往呢。等我
老了的时候，在老宅的绿院中，择
一花树下而坐，任凭缤纷落花飘
落，我心安然。往昔的岁月，父母
的深情，都被绿院记录在册。我轻
轻地翻阅旧时光，满心感动……

绿院情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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