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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说说，城里那么好的条
件，你不去，非得来这鸟不拉屎的
地方。你告诉我，为的是啥？”

儿子起身，给父亲倒了杯水，
双手捧着送到父亲面前说：“爸，
路途遥远，您辛苦了，喝口水。”

父亲端着茶杯左瞧瞧，右看
看。杯子不知是多少年前的了，花
纹图案都磨得不见了踪影。父亲
低头用鼻子闻了闻，一股腥味扑
鼻而来，他掏了掏行李袋，对儿子
说：“不用了，我带了水。”

父亲起身，走到儿子面前，上
下打量一番，吧嗒吧嗒流着泪说：

“你看你都瘦成什么样了。我马上
跟你们校长说，让他把你给调走。
你放心，爸在教育局混了这么多
年，这点关系还是有的。”

“我不走。”儿子的倔脾气一
点都没变。

“如果你还在为当年的事而
生爸的闷气，爸向你道歉。爸不让
你和那个女孩在一起，是为你的
前途着想啊！那个女孩子家里什
么都没有，她只会拖累你的。”

“爸，你别说了，和那件事没
关系。”

父亲盯着儿子的眼睛看，就像
过去指儿子鼻子。“那你告诉我，为
什么这么折磨自己，害得我和你妈
在人面前都抬不起头。”

儿子沉默了许久，抬起头对
父亲说：“我觉着，活着，还应该有

钱以外的事。”
儿子这句话彻底激怒了父

亲，“对，爸眼里只有钱。你告诉
我，没有钱你以后怎么买房娶媳
妇，生儿子用什么养，爸妈老了怎
么办，让他们上街当乞丐吗？”

沉默，再沉默。土砖房里就像
刚发生一次大爆炸，远远的就能
闻到硝烟味。

有人敲门，是个黑黑瘦瘦的
男孩，“老师，妈妈让我给您送鸡
蛋来了。”

父亲看见儿子像变了个人似
的，嘴角泛着微笑对男孩说：“海
娃，把鸡蛋拿回家，老师这还有很
多没吃完呢。你正是长个子的时
候，让妈妈多做点给你吃。”

“爸，你知道吗，刚才那个男
孩八岁前连自己的名字都不知道
写，如今已经将四大名著看了好
几篇。男孩有惊人的学习能力，他
需要我。”

父亲沉默不语，似乎有所感悟。

儿子趁热打铁，继续说：“村子里有
很多像男孩这样有天分的，他们吃
苦耐劳，白天一边学习一边帮家里
干农活，晚上还来找我借书看。”

又有人敲门，是个漂亮的小女
孩，“李老师，请您帮我看看作文。”

许久，父亲见儿子不说话，还
是看着手中的小本子，红透了眼
眶。父亲拿过小女孩的本子，歪歪
扭扭地写着几百字。小女孩写的
是她的父亲。她说她父亲很久没
回家了，也很久没打电话来了。她
不记得父亲长什么样，是高还是
矮，胖还是瘦，笑起来有没有酒
窝。她不记得父亲的声音了，是像
鸟儿唱歌一样动听，还是乌鸦鸣
叫一样悲伤。她问爷爷：“父亲长
着什么模样？”爷爷哭了，转眼又
对女孩笑着说：“你爸爸和李老师
一样高高大大，是个了不起的
人。”她对爷爷说：“让李老师当我
爸爸好不好？”爷爷哈哈大笑，说：

“好好好！”

父亲有些感动，用手揉了揉
眼。

“刚才那个小女孩，她爸妈在
一次意外中都去世了。她一直把
我当做她父亲，我不能离开她。”
儿子声音有些哽咽。

门又响了，校长来了，他对父
亲说：“您儿子可是村里的功臣啊！
是您教子有方。有好几个同学在他
的教导下作文获了奖，要知道在您
儿子来之前他们可是目不识丁。还
有个同学数学也拿了个奖。我真高
兴，我们村从来就没有这么辉煌
过。”父亲脸上露出得意的笑容，正
如同儿子当年考上重点大学一样。
校长叹了口气，接着说：“我知道，
这里条件简陋了些，日子过得清
苦。如果你们坚持要走，我也不勉
强，不过我最后再替孩子们求您一
次，让您儿子留下来吧！”

父亲泣不成声，豆大的泪如
同大雨般不断从眼角涌出。他什
么也没说，拍了拍儿子的肩膀笑
了笑，脸颊两个酒窝，盈满阳光似
的闪着耀眼的光。

看着父亲远去的背影，儿子
回过头，对校长他们说：“感谢你
们精彩的表演，我现在可以安心
教书了。”可是谁也没有看到，他
的眼角流下雨点般清澈透明的眼
泪，他在心里说：“爸，我对不起
您。我相信，迟早有一天您会理解
儿子的，您会为我骄傲。”

◆小小说

父 亲 的 骄 傲
赵登科

“身在大都市的你，
是不是想过在郊外的一
间木屋，与友人一起品
茶、谈诗、赋曲，当一回儒
生？呵呵，不要白日做梦
了，因为传统已死！”这是
网上流行的一个段子。在
文化多元化的今天，越来
越多的人悲观地发出“传
统已死”的呼声。手机、平
板的流行，压制得纸质书
籍不能动弹；韩国明星、
美国电影的登陆，吸引了
无数青少年的眼球，让传
统戏曲寂寞不已……这
一切的一切，似乎都在为

“传统已死”做着佐证。
中华传统文化是条

奔腾汹涌的大河，它有丰
水期也有枯水期，但不管
是外来文化的入侵还是
本国统治者的摧残，它都
不曾枯竭。

回顾历史，秦统一六
国后，为了巩固自己的统
治，焚书坑儒。在这样黑
暗的政治背景下，孔鲋冒
着生命危险藏儒家经典
于鲁壁中，使得儒学免于
毁灭。其他诸子百家也以

“口口相传”的形式，得以
薪火相传。

明清时期，统治者们
大兴文字狱，这样的时
代，人们连说话、写字也
小心翼翼，唯恐被人举
报。但传统文化死了吗？
不，它没有死，仍很强健。
有些文人仍冒着危险，大
胆地进行创作、创新，最
终还使传统文化登上一
个新高度。

经过五千年风雨的
洗礼，中华传统文化变得
脆弱了吗？答案当然是否
定的。在当代社会，传统
文化所面临的危机，显然
不及从前。更何况，我们
还有很多人在为发扬传
统文化而努力着，有些人
开始“迷恋”旧体诗词、颜
体柳体、传统戏曲，将它
们搬上了银幕、屏幕，推
向了世界。既然很多人在
为传统文化拼搏着，那我
们有些人还有什么理由
叫喊“传统已死”呢？我们
现在最应该做的不是去
宣扬这种悲观主义，而是
应该去为传统文化谋求
新的出路。

现在，我们为什么不
能利用手机、网络之便，
去了解更多的传统文化？
我们又为什么不去继承
和发扬传统文化？我们为
什么不能提高传统文化
的软实力，将其更有力地
推向世界，让全世界的人
知道中国文化的魅力！难
道我们如莽夫一般喊几
句“传统已死”，就能解决
问题吗？

中华传统文化是熊
熊烈火，不断添薪加柴才
能永不熄灭。

中华传统文化如一
颗钻石，经过磨练才会更
加绚丽夺目。

中华传统文化这样
一条奔腾不息的河流，任
何阻挡它的行为，只会激
起朵朵智慧的浪花，只会
使它更充满生机。

◆思考

永不枯竭的河流
武冈二中546班 黄孟楷

风车风车 英子英子 摄摄

第一个霜天到来了
院子里的空酒瓶，一言不发
昨夜的民谣还在房梁萦绕
醉后的清晨，开始醒来
夜色冰封奔流的溪河
推一条院门，如推开沉寂的青春
眨一下眼，岁月已与昨日不同
人生的第二十个冬至，
匆匆已至

就趁着，
此时原野了无人迹
去踩踏着一地的冰晶，
放纵奔跑
哪怕跑不到曾经想流浪的地方
也要大声地将歌唱给枯草听
也唱给记忆的荒凉
心要像一朵狂野的花，含苞待放
而且要努力地争分夺秒
太阳高高照耀的时候
一切真实的阴郁森林，都要变成阳光

第二十个冬至的白天
把虚度的年华剁碎，包进饺子皮
囫囵地吞下，无可过继的芳华
晚上，要装作认真地看一本书
逐字逐句，搜寻并掩埋二十年的心虚
从此以后，昼长夜短
所以每回想起一件后悔的事情
就亲吻一座山丘上的冰霜
让灵魂里的无趣都在时间里融化吧
然后向前流淌
流淌成，第六十年夏至的那支手杖

◆诗园

第二十个冬至
侯振山

少年解衣怒马，一日看尽长安花；锦年风华，
其叶蓁蓁宜室家。乌江扣舷，千年岁月悠悠，后人
至今思项羽，却映不出答案。

身为楚国贵族肩负全族人希望的项羽一心
习武，不屑于文弱的经书词话，只渴望来日征战
四方，一统天下。说他目光短浅也好，刚愎自用也
罢，心系江山如画，便难以周全太多想法。以至于
他一把烈焰让浩大的阿房宫一夕之间化为灰烬，
火苗蹿动跳跃，映红了他棱角分明的脸颊。西楚
霸王代替了项羽，他威名远扬，对手闻风丧胆，是
江东最耀眼的神话。

世人总说至圣无情，最美的传奇是遗憾出诗
意。上天给了他戎马倥偬，何其幸运，他遇见了一生
所爱，虞姬。她给了他上半生锦瑟缤纷，秋月春花，
让他一生戎马，千里黄沙，放下长戟就能归家，亦可
粗茶淡饭，把酒共话。无论胜败，她都随他而行，伴
他左右。项羽的荣誉与功绩乃至他一生的命运，都
无法与这个女人分开，因为是她，让项羽终其一生
都未被功名蚕食，始终是个有血有肉的男儿。

秋月明，秋风清，落叶聚还散，寒鸦栖复惊。
因此垓下那夜，四面楚歌，如泣如诉，哀怨辗转，
心中早已脆弱的丝弦愈发被攥紧、挑拨。那夜是
不会有月亮的，他踏着星辰的清辉，光凄凄冷冷
地洒在他的肩头，好让人看清他鬓角的白发。昔
日白鹿之战，意气风发，破釜沉舟，心如磐石，创
下百二秦关终属楚的佳话的西楚霸王，此刻，已
然没有当日的决然，多的是千头万绪，不知从何
理起。虞姬早在帐中梳洗描画，三千青丝绾正，蛾
眉轻敛，唇如朱丹，肤白如霜。铜镜上是一如初见
时的美貌，恍若时光能倒回，又是青葱的眉眼，是
父母族人，白夜教导，殷切期盼；是力拔山兮气盖
世的豪情，是尸横遍野的哀痛欲绝。

那一夜，他必须给出一个答案。于是那乌江
一别，便是永年，血染黄沙，湮没了尸骨与芬芳，
留下了最终的痕迹。

百年如箭，一闪而过，仍为后人惦念；未解的答
案，仍在流浪。李清照也未尝不迷惘，至今思项羽，
不肯过江东。后世亦有人评价，不可沽名学霸王。多
数人一边感叹项王的英勇，一边对他的不告而别耿
耿于怀。人们始终难以理解，那样雄姿英发的英雄
为何不忍下屈辱，渡过乌江，重返江东，卧薪尝胆，
便可卷土重来；为何一定要乌江自刎，不敢面对失
败。也许，他是一个英雄，也是一个懦夫。这不该是
一个霸王一生的绝唱，这是所谓的答案吗？

人生天地之间如白驹过隙，千年以后，我的
眼睛想从他辉煌多舛的一生中，寻找真正的答
案。他没有沉溺于让人醉生梦死的权势，没有被
生杀的残忍快感而夺去理智，回到帐中，他只是
虞姬的夫君。也许他也在面对满目萧然时感慨

“满目山河空念远，不如怜取眼前人”，也许他也
曾在市集挑选一枚铜镜，呢喃“江山看不尽，最美
镜中人”，他内心始终还有一丝柔情未被现实的
棱角磨灭啊。他已竭尽全力，不如成全刘邦，还天
下一个安定。

我不知道一个男人要走过多少条路，才能被
称为一个男人；也不知道一只白鸽要越过多少海
水，才能在沙滩上长眠。只有千年前的项羽用满
身伤痕证明什么样的英雄才能为人称道，用甘心
舍弃天下的成全证明人生不是掠取而是用来经
历。当滚滚硝烟逐渐散去，当人民的哀吟远去，也
许有人会想起，是谁成全了他们的安定，也成全
了他自己。

风随着久别的欢笑而来，答案在风中飘荡。
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

◆感悟

答案在风中飘荡
邵阳市一中497班 张爱铃

跨越千年时光，遇见了你……
自小生活在蜀中的你，对山水有

着非同一般的深情，同时崇尚自由，狂
放不羁。赋诗、练剑、游乐，立志为国
效力。出蜀后，十年时间，游玩四处，
终于到了长安。一篇《蜀道难》，让诗
坛前辈贺知章拍案叫绝，惊为天人。
从此你这个“谪仙人”便跻身仕林。你
本以为可以大展一番拳脚，可事与愿
违，“赐金放还”让你告别了官场，也看
透了官场。带着盘缠，带着简单的行
囊，你南游吴越，一篇诗，一斗酒，一曲
长歌，一剑天涯。

在你的梦中遨游，感受得到你的
豪迈、不羁和狂放之气。“霓为衣兮风
为马，云之君兮纷纷而来下”，“列缺霹
雳，丘峦崩摧；洞天石扉，訇然中开”，
这样壮观的奇想场景，这样浪漫绚丽
的文字，好生让人佩服。

你也曾经失意，曾经彷徨，烹羊宰
牛，及时行乐，“但愿长醉不愿醒”。但
猛然的醒悟让你回归了当初那个李
白，那个率真、豪爽、自在的李白。“安
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
颜？”回归本性的你，才是真正的李白，
那个斗酒诗百篇、“天子呼来不上船”
的李白。

你是诗仙，“仙”自然是超尘脱俗
的，是潇洒的。你的人器宇轩昂，隐隐
然有出尘之姿，自不必说；你的诗总是
雄奇浪漫、飘逸如仙，所以有人说你

“绣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同样潇
洒的还有你的剑，有人甚至赠你“大唐
第一剑客”的美称。你腰间三尺长剑，
剑冷光寒，直指长虹，疾如风，快似电，
而你的目光自信而又坚定。

酒，是你所钟爱的。在你眼中，
永远没有什么是一壶好酒解决不了
的，如果一壶不行，那就两壶。你的
乐观豁达正是你的人格魅力所在。
即使偶有“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
者留其名”的小悲哀，但你永不会为
此而“才下眉头，却上心头”。因为你
坚信，生命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
和远方。

谪仙，小时读你，现在读你，以后
的漫漫长路还会读你，品你！读你，我
读出了“天生我材必有用”，读出了“仰
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更
读出了“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
沧海”！

（指导老师：吴迪仁）

◆感悟

读 李 白
湘郡铭志学校G1605班 李信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