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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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十六、师范大院
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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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国梁王国梁

生活一直在善待我

边边
走边写走边写

■■马亚伟马亚伟

中年之秋

大操场的西边就是大食堂后边
的林圃，但后来也有不少地方开发
出小块菜田，那个保存完好的白塔
在桃树柳树的怀抱中清晰可见。我
学画画时曾在寂静无人的中午，悄
声无息地几次跑来写生，其中有一
张还画的较为传神，在画夹里保存
了很久。

不过，我们在这里上中学不久，
便看到从高大的西校墙上挖开一个
很大的豁口，又用碎石子铺设出一
条便道开进来各种施工设备，没过
几天就把那片林圃全部铲掉，那个
完好的白塔也被爆破拆除（为此，学
校里有许多人感到很可惜。后来，
那个负责施工、指挥拆除白塔的老
师年龄不大就患了癌症去世了），从
此以后这里就变成了工地，不断有
施工车辆进出，拉来砖石水泥等各

种建材，架起大吊车，搭起脚手架，
很快就建起一栋四层楼的教学大
厦。建大厦的同时就要配备暖气设
施，于是在那个小花园东面的小锅
炉房北侧、原音乐教室的南边，又建
起一座专门用于供暖的大锅炉房，
一 根 笔 直 的 红 砖 烟 囱 直 插 云 霄 。
1977 年冬季，我曾在这里烧过半年
（烤火季）锅炉，为整栋楼房供暖，并
且，一边工作一边复习课程，于次年
考取了大学。

再以后，由于这个学校既有师
范又有中学（师范又分为普师和师
专），也许总有不易统筹的地方，校
方就将其分设，俗称“分家”。于是，
就沿那个小花园南侧原来主席台的
位置上垒起一堵高大的砖墙，从西
到东一直延伸到东边林场的尽头，
足有 500 米长，黑压压、冷冰冰的，
从此彻底将校园一分为二，北边为
师范，南边为中学（这时已改为三十
一中）。小花园的那口自来水井早
已干枯，现在又将那三棵大榆树、五
株红杏树等大小树木全部毁掉，并

在砖墙南边原来的小操场上又建起
一栋中学的教学楼，与西院家属区
的砖瓦房紧挨着，摩肩接踵，感到拥
挤、蹩脚。至此，原来师范学校的美
好景致已被彻底破坏，“八大景”自
然灰飞烟灭，不复存在，变成满目疮
痍，脏乱不堪。

后边的大操场也不能共用了，于
是划在前边的三十一中又把最东边
的大片树木统统砍掉，再开进来推土
机、压路机等设备推平碾实，新开发
出一个 400米跑道的大操场，在操场
的西边又建了几个篮球场。但中学
建起来没过多久，大楼及操场等未使
用几年，就说这个中学不办了，要将
其整体搬迁，并把这片校舍再全部划
归师范学校，于是南北校区又重新合
并起来。

与此同时，北边的师范学校也几
经变迁，开始有师范、师专两个部分，
后又将一所职业学校合并进来，故名
称也几经变更，最后叫做呼和浩特市
教育学院。随着学校的分分合合，教
职员工也跟着划来划去，有调走的，

也有新调来的。原来的家属房自然
不够用了，就在校园里到处找空地建
家属楼，不停地拆建，几乎每年都挖
来挖去。几年以后，原来师范学校的
风貌不复存在。

不过，幸好后来上级把前边那片
公主府院落独自划开，并专门建起一
堵围墙保护起来，以后又作为历史文
物开发成为旅游景点，即现在的清·
固伦恪靖公主府。

关于这个公主府的名称，经常会
出现和硕恪靖公主府和固伦恪靖公
主府两个不同的称谓。经查，原来

“和硕”和“固伦”均为满语，前者为
“一方”或引申为“旗”的意思，后者
为“国家”或“天下”的意思，即两个
词反映了级别或等级的不同。和硕
恪靖公主一生曾先后三次受封，在康
熙时期被封过“和硕公主”和“恪靖
公主”；在雍正元年又被赐金册，晋
封为“固伦恪靖公主”，属于最高级
别的公主。因此，叫这两个名称大概
都可以。

（未完待续）

丽丽
日抒怀日抒怀

■■ 文茹潇潇文茹潇潇

八月的武川

天高云淡，草木葳蕤，瓜果溢香，
早晚的风里有了丝丝凉意，秋天的气
息已扑面而来。秋天总是如约而至，
每年都像一位忠诚守时的老友，默默
地等你在季节的路口。今年的秋天，
似乎还是去年的模样，可是人在岁月
的年轮中又老了一岁。岁岁秋来，人
在季节的轮回中总是有些恍惚，觉得
时光仿佛大磨盘一般，我们推着它一
圈又一圈。

人到中年，对秋天的感觉有些复
杂，难免会心生一些感慨。这大概是
秋天赐予我们的特殊礼物吧，种种况
味里有中年人剪不断理还乱的心绪。
我一向觉得，这个季节与中年人最合
拍。秋天是属于中年人的，中年的属
性是秋天。中年之秋，是丰饶美丽的，
是繁华富足的，是热闹喜庆的。但同
时，中年之秋又带有一丝的感伤。中
年的我们，经历更加丰富，思想更加成

熟，人生的阅历给我们的思维打上了
深刻复杂的烙印，让我们无法再简单
纯粹地享受秋天的赐予，而是平添了
许多秋天衍生出来的思绪。

春华秋实，我们感慨从春到秋仿
佛只是一个转身的距离。明明刚才还
是春风温煦，转眼间已经是秋风飒爽；
明明刚才还有蝴蝶在花间舞动，转眼
间已经是北雁南飞；明明刚才还是春
花烂漫，转眼间已经硕果累累……总
感觉秋天来得猝不及防。并不是我们
不渴望秋天，而是对抓不住的流光的
一种恐惧，或者说是中年人对年华逝
去的一种伤感。季节之秋，到处都是
沉甸甸的收获。而人生之秋，是否如
我们所愿，也能享受到春华秋实的充
实与幸福？季节可以来一场完美演
出，奉献出最精彩的篇章。而人生的
缺憾无处不在，中年之秋，总觉得有那
么多不完满。

另外，繁华之后是寥落，这是季节
的规律，秋天之后自然要迎来凋零之
冬。秋天相当于攀登到了高山之巅，
上坡路已经走完了，下坡路就要开始
了。人生的下半程，不知道会有什么
样的风景等在前方。每每想到繁华凋
落、盛宴散场，心中总有些伤怀。生命
的规律，我们无法回避，人生之秋，需
要我们面对的还有很多。

不过，所有的感喟与伤怀，都不过
是中年人的一种情感倾诉，也是暂时
的。无需过多思虑，秋天的主旋律依
旧是昂扬而令人振奋的。金秋如诗，
这个季节有迷人的气韵，有丰厚的底
蕴，有开阔的境界。

记得少年时期，秋天对我来说只
有欣喜。满世界都是甜美的果实，秋
天就是一个大大的美食天堂。那时候
我总是迎着秋天的风，狂奔在田野
中。成熟的苹果高挂在枝条，庄稼地

也变得金灿灿的，里面藏着享用不尽
的美味。如今，我早已人到中年，不再
有迎风狂奔的热情了。我依旧喜欢走
入秋天的田野，找一个地方坐下来，让
无边的秋色淹没我，我宁愿在其中做
一只沉默的秋虫，默默感知秋的博大
深远、馨香迷人的气息。我与一株玉
米对话，跟一棵苹果树谈心，同满坡的
野花深情对望；我深深地呼吸果实的
香气，深深地感受丰收的喜悦……秋
天如此绚烂多姿，如此繁华盛大，如此
厚重深沉！

辛弃疾词中写到：“少年不识愁滋
味，爱上层楼。爱上层楼，为赋新词强
说愁。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
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每个年
龄阶段，对于事物的感知是不同的。
对季节的感知，每个年龄段也有所不
同。中年之秋，虽是千般滋味在心头，
却依旧是人生华章！

已至半夜时分，窗外，不知何时，悄悄地下
起了雨。

雨，其实并不大，淅淅沥沥，如同一首开场
小曲的清唱，欢快而悠长。侧卧在床上的我最
初并不是听到雨声才醒来的，而是被从窗外溜
进来的风唤醒的。风，是凉幽幽的，但凉而不
寒，让人颇觉舒畅。小梦初醒来，发现，再难以
入眠，于是，只好在床上闲听风雨声。

对于雨，我虽然说不上喜欢，但也不至于排
斥。我曾有过这样的一次听雨经历，还是在大
学念书的时候，周末的一天，午睡醒来，突然就
想去图书馆看书。到图书馆时，下起了雨，而我
又没有带伞。于是，我走进了馆内，选了几本心
仪的书籍，靠窗户坐下。窗外的雨滴，扑簌簌地
下着，我静静地坐在图书馆里闲闲地看着书，时
光静谧而舒缓，像一个梦，一个正在做着又做了
很久的梦。

那是我第一次领略到原来雨天竟然也这样
迷人。每每回想起来，那天馆外的下雨声，总觉
得并不是简简单单的雨声，而是一种生命的呢
喃。夏天的炎热与烦躁，在一场清润的雨里得
到了释怀。那天的听雨，让我听出了一种淡淡
的心境，听着或急或缓的雨声，宛如聆听着窗外
的天籁，让干涸的心池也渐渐充盈有了微微的
涟漪。

而此后很长的时间里，我却再也找不到那
天听雨时的状态、情感和心境。想来，或许是和
北方历来少雨的缘故有关，于是，下雨的日子也就显得比较特别，如同
梦一样，以至于让我不禁怀疑北方真的有过雨天吗？这么怀疑，倒也无
妨，这和我从小生活在南方有很大关系，南方本就多雨，而家乡又常年
被雨天所萦绕。也许正是如此，因为雨水在家乡很常见、很普通，所以
我才会习以为常地忽略了那给人以恬静心境的美丽的雨声。

雨给人的魅力，其实并不是直观的，一切的意境都需要你在雨天中
想象开来。而想象的展开，又和阅历、心境、情怀有很大的关系。我年
少深居南方时，只觉得下雨天留给人的是一片无穷尽的压抑。每每因
放学回家迟到，让父母倍感担心的日子，是在雨天；每每因考试失误，心
情烦恼的时候，是在雨天；每每因腿脚不便，而摔跟头的次数最多的时
候，也同样是在雨天……恍然间，十余年的光阴蹁跹而过，却在北方求
学的日子里，在某一个夜半初醒时分领略到雨的迷人，雨声的迷人。

时常觉得，听雨让人颇觉压抑，其实是因为阅历、格局与心境俱小，
不能走进雨天的意境，也不能从个人那些小小的疼痛里走出来。当你怀
着一种宁静而宽达的心态，从容地走进雨天里，那些曾让生命隐隐不安
的疼痛也显得微不足道。在一场雨里，你终于能听到自己真实的心声；
在一场雨里，你终于能从迷惘中释怀而心安；在一场雨里，你终于能感受
到那些只有在雨天里才能有的深深浅浅的启迪。倘若，生活与生命里没
有了疼痛与苦楚的点缀，那么我们活着的意义和乐趣也就减了不少，这
么想着，原本恼人的雨天也变得充实而丰盈了起来……

周末，正好赶上爱人难得休息一
天，便决定带儿子去武川的山里转转。

“秋老虎”的热浪一波又一波地滚
过。可一上呼武公路，就明显感觉到
车窗外的风有了凉丝丝的味道，漫山
遍野的青草滋味被湿漉漉的气流一股
股挤压进肺腑。“好舒服啊！”我不禁脱
口而出。呼武公路上下行都已开通穿
越隧道的新修线路，少了盘山蜿蜒的
惊险，多了宽阔顺达的平畅。公路两
边山峰叠嶂，目及之处皆是嫩油油的
绿色，仿佛郁郁葱葱的汪洋大海，时而
耸涌出一座座青翠的高大浪峰。偶有
朵朵妖娆的山花闪现，怡然自得的神
态恰似走出云层深处的隐者，让人心

生阵阵感叹，情不自禁地萌发出无穷
的想象和憧憬。

穿过可镇的主街，从泄洪桥拐下
乡间公路，我们马不停蹄地向德胜沟
进发。

一望无垠，与遥远天际线相接的
茫茫田野迎来五彩斑斓的时节，演奏
着欢快的乐曲。

到了德胜沟，远远便看到一座庄严
肃穆的红色建筑——大青山抗日游击
革命根据地展馆。每一次来，我们都会
去参观一番，重温一遍老一辈革命者艰
苦卓绝的峥嵘岁月，也想努力让儿子明
白今天的幸福日子是怎么来的。

出了村庄，我们便拐入进沟的土

坡路，沿着水流涓涓的河道，弯弯绕
绕，一路驰向山谷的纵深处。不知
名的美丽鸟儿不时地从水溪边振翅
起飞，扇动出我们一次次意料之外
的惊喜。随着车子越往里面绕，两
面的斜坡状山峦也渐渐趋于陡峭，
后来索性变成了仞壁悬崖。让我惊
异的是，几十米高的崖石壁上，虽然
没有桂林的山石壁上那种密密匝匝
湿漉漉的墨绿苔藓植物，却也是一
片草木葳蕤的葱茏景象。一株株野
草，就那么倔强的，以星罗棋布的阵
势紧紧嵌入巉岩，努力捕获每一滴
雨露，坚韧地成长着。更奇绝的是
那一棵棵崖壁上旁枝斜逸的树，不

管是榆树、杨树，还是柳树，都仿佛
攀岩高手，面对着险象环生的处境，
依旧那样风度悠然气定神闲，让人
唏嘘喟叹之后，不由自主地生出无
限的崇敬之情。

将车子停在有树荫的地方，爱人
便领着儿子奔向河道中央的汩汩溪
流。水花四溅，不一会儿，儿子便成了
一只湿淋淋的落汤鸡。我坐在阴凉
处，感受着一股股清爽袭人的微风。
抬头，仰望见湛蓝高远的天空，一种无
法言诉的舒畅瞬间充溢心胸。静谧的
山谷里，除了溪水的哗哗声，只听得见
儿子在水中嬉戏时不断发出的“咯咯”
笑声……

朋友所在的单位进行人事调整，
他本来很有希望被提拔。可出人意料
的是，这次被提拔的名单里没有他的
名字。大家都为他鸣不平，他却淡淡
一笑说：“没关系，一切结果都是正常
的。”

说起这位朋友的经历，还真是
够曲折复杂的。他很小的时候父母
双亡，跟着哥哥嫂子一起生活。高
中没毕业，他就跟着别人去北京打
工。打工两年，攒了一些钱，才又回
到一所农技学校继续读书。考大学
的时候，正好赶上一所大学定向招
生，他以超过录取分数线 1分的成绩
幸运地考上了。毕业分配时，他被
分到一家工厂。没几年，工厂倒闭
了。他又去一家事业单位应聘，几
经 周 折 ，终 于 有 了 一 份 不 错 的 工
作。到了这时，他已经成了大龄青
年，错过了谈恋爱的最佳年龄。后
来经人介绍，才结了婚。

多年过去了，朋友的事业和家庭
都稳定下来。本来他在工作中应该有
更好的发展，没想到这次重要的人事
调整，他却没能像大家期望的那样成
功晋升。朋友们聚在一起，又谈起这
个话题。大家本以为他一定很落寞，
没想到他淡然地说：“我能到今天这
样，已经很知足了。生活一直在善待
我，我也一直在感恩生活。”看得出来，
朋友不是故作潇洒，完全是由衷地说
出这番话的。

我们都疑惑了，明明遭遇了那么

多曲折，却说生活一直善待他。朋友
继续说：“虽然我的父母去世早，但哥
嫂对我不错；虽然我的求学路充满坎
坷，但总算考上了大学；虽然找工作几
番波折，但总算有了一份稳定的工作；
虽然妻子没什么文化，但人善良朴
实。我很知足，也很幸福。”大家眼中
那些不算如意的事，都被朋友解读成
幸福。

朋友的这种心态真的是难能可
贵。再想想我们更多的人，总是在向
生活索取，而且胃口越来越大，就像

《渔夫的故事》中那个渔妇，得到了一
点还想得到更多，得到了更多还想得
到最多。稍稍有一点不如意，就怨天
尤人，抱怨生活，指责世风，觉得自己
是世界上最不幸的人。

“生活一直在善待我”，生活真的
是善待每个人，只是因为我们缺乏对
生活感恩之心，才总是觉得生活亏待
了自己。我们生活在这个美丽缤纷的
世界，本身就是一种幸运和幸福。生
活是个万花筒，有时你只看到了糟糕
的一面，但只要稍稍转动一下，就会看
到另一番完全不同的图景。无论经历
过什么，得到过什么，失去过什么，就
像朋友说的那样，一切都是再正常不
过的事。即使很多事未能如愿，也是
再正常不过的经历。得失参半，悲喜
交织，这就是生活的本来面貌。

对生活怀有感恩之心，就能做到
得之淡然，失之泰然。请相信，生活一
直在善待我们！

在我的印象中，七夕节应该是淳
朴而自然的，是诗意而浪漫的。我最
怀念的，还是儿时的七夕节。

七夕节，在我的家乡被叫做“乞巧
节”。这个节日是属于女孩子的，我们
男孩子是看热闹的。乞巧节让女孩子
们孔雀开屏一般，展示出最美的风姿。

乞巧节前夕，女孩子们都撒了欢
儿，好像一群即将开放的花儿一样，热
热闹闹挤在一起。她们忙着赶制自己
的“作品”，绣个花儿，缝个沙包，扎个
毽子，乞巧节那天她们会来个“才艺大

比拼”，看看谁的手艺好。她们议论着
谁的手巧，做出的活针脚细密。大人
们笑眯眯地夸赞着女孩子们，还会点
评一下谁将来一准儿是个好媳妇。女
孩子们听了，害羞地跑掉了。

从小就听牛郎织女的故事，太熟
悉了。我不知道织女长得什么样，总
觉得应该是邻居二丫那样的吧，瘦瘦
弱弱，秀秀气气，说起话来温声细语，
笑起来嘴角的酒窝荡漾开来。听母亲
说，二丫的手是最巧的，手指细细长
长，一看就是灵巧的模样。这个我清

楚，因为我亲眼看见过她在自己的手
绢上绣的花，好看得如同刚开的一
样，那么新鲜灵动。

到了晚上，夜色温柔，风儿轻抚，
坐看牵牛织女星。我们仰望星空，遥
指着牛郎星和织女星的位置，兴奋地
谈笑着。牛郎织女的故事虽然老得能
倒背如流了，但每年的七夕节总要讲
上一遍，一样的故事，常讲常新。

儿 时 的 七 夕 节 ，是 女 孩 子 们 一
个瑰丽的梦。男孩子们从那时起就
认 定 ，心 灵 手 巧 、聪 慧 贤 淑 的 女 孩

最可爱。
家乡的七夕节虽然还有吃巧果、

晒衣服、晒书等习俗，但完全被一群叽
叽喳喳的女孩子给冲淡了。这是个与
织女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节日，单纯
质朴的女孩子们为自己树立了一个精
神偶像，也确立了她们成长的目标。

“中国劳动妇女的美德”，在年年岁岁
的节日中逐渐形成。

如今的七夕节，总让人感觉不那
么对味儿。我怀念的，依旧是儿时的
七夕节。

最忆儿时七夕节
■■王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