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秋歌秋歌 □盛近 摄

秋风起，一片秋凉中一瓣瓣紫色的小花瓣开得正
欢。小花瓣像紫月亮，还像蝶翅，无数的蝶翅在秋风中
欢天喜地，翩然起舞，这是扁豆花。

记不清从哪天起，我喜欢上了这像紫月亮的扁豆
花。扁豆花喜秋，我也跟着快乐，有了扁豆花，就有了我
的小天地。那年，我在别人家的园子里看扁豆花，一看
就入了神，在那儿一站就是大半天。回到家里，我撅着
小嘴对娘说，我想让我家的园子也开出扁豆花。第二
年，我家的园子果然有了扁豆花，或许娘也觉得这像蝶
翅还像紫月亮的扁豆花喜气又惹人爱，拿了铲子，就在
园中种了一大片。我觉得我家的扁豆花看上去比别人
家的还开怀，在秋风中闪亮亮地左摇右晃，我一抬脚便
走过去，眨巴着眼睛瞧啊瞧，与扁豆花在扁豆架下共度
秋天好时光，我仿佛一下子掉进美里了。

扁豆花一簇簇，一丛丛，星星似的藏在绿丛中，娇娇
的，蜷曲着，如蝴蝶展翅欲飞。这惹人怜爱的扁豆花，在
秋风中开得幽静，又开得热烈，羞涩地开成一大片。那
时我满眼都是扁豆花，心里也有，我走到哪儿，扁豆花跟
到哪儿，这紫艳的扁豆花闯进我的世界里去了。我家的
园子里，扁豆花在秋阳下开啊开啊，在我眼前开得满天
满地，开成一片海，像是在肆意泼洒秋天。娇艳的扁豆
花长在我家的园子里，我的童年天天都是花朵。

秋风又起，扁豆花落，没了扁豆花的园子里，小耳朵
一样的扁豆长出来。我想，扁豆花走掉了，未尽的事或
许有了交代，于是秋天里我同样喜欢这小耳朵一样的紫
扁豆。秋阳泼洒下来，园子里熙熙和和，秋风、鸟雀和几
只白鸡在扁豆架旁撒欢，我开怀地把扁豆当作扁豆花，
没了扁豆花的日子里，我又找到了扁豆花开的快乐时
光。我天天瞪大眼睛满怀心思地瞧扁豆，瞧着瞧着，紫
扁豆在吹来吹去的秋风中成熟了。藤蔓间，颀长的紫扁
豆已成串，小塔一般，醉了朝阳和我的童年。

娘一步步走到我家的园子里，披着秋阳将一串串扁
豆摘下来，那个明媚的中午，娘给我做了一顿扁豆闷面
吃。躲在扁豆架中的小扁豆花紫艳迷人，爬在扁豆架上
又叫作篱豆和茶豆的紫扁豆可口脆嫩，好香啊。我嚼一
口娘做的扁豆饭，思想里就开满了紫色的小扁豆花，我家
的园子里，一个个状如蝴蝶的扁豆花似乎正满天飞呢。
清爽的时光里，娘还给我做酱香扁豆丝、酱闷扁豆肉片，
还做扁豆盒子给我吃。吃完扁豆饭，我捧着课本就坐在
小板凳上念古诗：“一庭春雨瓢儿菜，满架秋风扁豆花。”

扁豆花，迎秋吐艳的花，开在童年时光里。时值爽
秋，秋风送来金黄，还送来紫艳。这不，童年的园子里，
紫月亮一样的扁豆花，正满满地开着呢！

秋风又舞扁豆花
□董国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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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清马槽井
□金玉龙

因为一口马槽井，才有了今天这个盆景校园。这句
话，我是从子军老师的一篇文章中读到的。子军老师上
美术，没教过我们，但他是我妹的班主任。前不久回校，
熟悉的面孔已不多，但子军老师还在。忆过去青葱岁
月，感怀不已。遂召集在校元老，还电话叫来出差关岭
的丁杰同学，大中午就扯开桌子，喝酒，喝当年马槽井水
酿造的米酒。

当年激情四射的青春小伙，而今已步入中年。流年
逝去，积淀下来的，更多的已是恬淡、沉稳和干练。我们
都知道，这样的酒，只会越喝越少，于是都很卖力。酒酣
耳热，人影晃晃，那些板结的往事，便也如马槽井水般，
汩汩流淌……

一
马槽井因何得名？或许与周边村寨有关。井水滔

滔不绝，自校园涌出，形成一条弯弯曲曲的溪流，养育着
犀牛洞旁那一大片农田。田边尽头，那个时常笼罩在雾
霭中的村子，名叫田关堡；与之对应的，则是校园女寝室
后面的那个寨子，叫王关堡。明时黔中屯田驻军，凡有
屯堡哨的地名，多为屯兵之地。清洌洌的马槽井，也许
就是当年戍边卫士们的饮马之地吧？或者可以说，有了
这一水源，有了高高镇宁山的屏障，才有了两个营地，有
了这方圆数百亩的良田沃土。

而师范的落地，也是因了这一方高山好水。当年选
点，几经推敲，最后一致认定：就在马槽井。用老杨校长
的话来说，他们这一代的使命，似乎就为建设这所学校
而来。在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没有多少钱，但有使不
完的力气。鼻梁上架个眼镜的老师，可以马不停歇舞动
十八磅的大锤，可以推着上百斤重的鸡公车，一天绕马
槽井转上百十圈。

七六年夏天，马槽井放响第一炮；次年三月，九个老
师五十七名学生，就在这片当年的饮马之地，升起了第
一面五星红旗。

九零年秋日，当我们踏着暖暖的阳光进入学校的时
候，这里，已是绿树成荫，溪流潺潺。

二
镇宁是苗乡，也是酒乡。马槽井水，自然就是酿好

酒的源泉。王关堡一个寨子，大大小小的酒作坊，就不
下十几家。走在校园，微风拂过，空气中都飘荡着米酒
的清香。

师范生活，与初中大不相同。上课不用背书包，夹着
一本书就可以进教室；坐位也不需安排，可以自由组合。
学习上的劲头，已不像中学时四处弥漫的火药味。问师
兄，说：书，不必死读硬读，但最好练一技之长。另外，还
得积累些社会经验。毕竟，三年后就要走向工作岗位。

社会经验是什么？我们懵懂得很。但师兄们的言
行告诉我们：烟，可以躲着抽；酒，也可以喝上几杯。当
然，如果有足够胆量和魅力，谈谈恋爱也是可以的。尽
管，校规校纪不允许。

我悄悄抽烟，有次还差点挨了保卫科小虎同志一飞
脚。但我酒量奇差，二三两喝下去保证趴下。三年级时
胆子大，缺了几堂课，被继龙老师逮个正着。老师是教
政治的，但并没有给我上政治课。只是脸色看上去很不
友好，眼睛也一瞪一瞪的，很怕人。求教班长，他说，去
喝一顿。于是硬着头皮打了一壶酒，敲开了老师的门。
妈妈咦，几个老师正在划拳，几坨水泥砖搭起的电炉上，
一个小火锅正滋滋滋地冒。十余平方米的屋子，散发着
浓烈的牛肉香味。

老师一把就拉进圈子。先喝一杯。是那种牛鼔眼
杯子，不高，但腆着肚皮，估摸能装七八钱。火锅未着一
箸，三杯就已下肚。正寻思如何开口，喉头突然一紧。
急慌慌扯开房门，趴在走廊边的栏杆上就是一阵狂吐，
看得几个女同学嘻嘻哈哈的笑。

第二天上课，继龙老师问，好些没？答：好多了。再
问，第一次？答：是。老师笑笑。末了，竟说了句摸不着

头脑的话：马槽井的米酒，不上头。
说来也怪，当年期末考试，我竟得了个年级第一。

至今我也不明白，到底,是不是因为那顿酒的缘故。
三

印象中，马槽井是有个车轱辘的，很老式那种，摇
起来嘎吱吱直叫。但我们入校时，已闲置不用。旁边
新建的女生寝室前，修了个封闭的大水池，每天放学
或晚饭后，女同学就在水池接水。清一色红红的桶。
早我一届的丁杰同学，多年后写了篇文章，叫《红红的
桶高高的楼》，说男同学帮女同学提水，提着提着就提
出了感觉，看得我心里酸溜溜的，直想骂他一顿。事
后，他说，自己当年啊，也不醒事，要不也不至于没牵
过一个姑娘的手！

现在想起来，他的话有一定道理。十六七岁，都说
是花季雨季，相约看场花开淋场细雨，谁都渴望着，也在
试图表现着。能唱歌跳舞踢足球的，在女生面前，就嗨得
很也冲得很；文学社里的阳刚小伙，文字也一个个变得跟
林黛玉似的，仿佛都成了婉约词人。记得班上有个女同
学，一双眼睛，长得那叫水灵，看一眼，男生都会不自觉地
把头低下去。一日晚间，偶然四目相对，慌乱中，突然发
现女孩子的脸，唰一下红到脖子根。我心里面，也砰砰砰
跳得恼火。而更让我猝不及防的，是在几天后，她说还
我书，诧异地翻开书页，里面，竟夹了几张饭票！

走笔至此，我想，我应该原谅丁杰同学了。因为，我
也想给自己几大耳光——就因为自己的不主动，那个女
孩在半年后，最终把手交给了一个天天提着红桶爬高楼
的男同学。

听着《恋曲90》，我想，90年代，还有一种青春，叫害羞。
四

马槽井水仍在哗啦啦地流，流过镇宁县城，流过梭
罗河，流过石头寨，最后翻身一跃，汇入了大气磅礴的黄
果树大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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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定县学宫寻“味”
□武尚

又称县文庙，位于安顺城内中华东路东门坡北侧（今
安顺实验学校初中部内）。清康熙十一年（1672）清廷改
卫设县，与安顺府同城的普定卫于是作为附廓改名普定
县。三十八年（1699）贵州巡抚王燕虽然题设县学，却一
直没有办学的地方，一直附学于安顺府学。普定县学于
四十一年（1702）始建，规制如府，规模较府学略小。民国
三年（1914）撤府设县，原普定县署移治定南，普定县学宫
失去其县属依托，于是荒废。从1702年至1905年共计
二百零三年时间里，普定县共出进士4人，举人31人，贡
生近百人。

抗战期间，1939年春，民国政府军政部陆军军医学校
（旧中国军医教育最高学府，校长为蒋介石）由南京辗转广
东、广西最后迁设安顺，在安顺办校六年，于1939年将普
定县学宫设为该校附属医院以期抗战胜利后迁上海。

普定县学宫以丰富精美的石雕艺术和气势宏伟的古
建筑群而与府文庙媲美。大成门及大成殿前龙柱均以整
石精工细刻，由石狮柱础和盘龙柱身组合。雕刻运用了石
作中的“圆雕”、“压地隐起”、“剔地起宰”、“减地平钑”等多
种艺术手法，把盘绕在密布祥云中的威龙表现得淋漓尽致
而栩栩如生。

由于历史原因，现地面建筑仅存大成殿、大成门及棂
星门。

2007年5月，经安顺市人民政府批准公布为市级文物
保护单位。

棂星门

安顺普定县学宫的棂星门，全称叫作“冲天柱式四柱
三进有楼棂星门石牌坊”。整座石牌坊布满了石雕，较之
同类牌坊而言，显得古拙，典雅。棂星门的石作主要运用
了宋《营造法式》中的：圆雕，剔地起突，减地平钑三类雕
刻手法。砷石上的“暗八仙”主题，须弥座上的花卉等是
将纹样四周凿去一圈，且与表面平齐，属于“压地隐起”的
雕刻手法；“棂星门”二龙戏珠主题的雕花下枋，属高浮
雕，是“剔地起突”。石檐，石象单翅雀替，夔龙云纹单翅
雀替，柱顶的玉龙坐和龙首坐等立体物则运用了“圆雕”
的手法。

笔者注意到，学宫砷石上的浮雕是暗八仙主题，暗八仙
纹是一种由八仙纹派生而来的宗教纹样，此种纹样中并不出
现人物，而是以道教中八仙各自的所持之物代表各位神仙。

暗八仙以扇子代表汉钟离，以宝剑代表吕洞宾，以
葫芦和拐仗代表铁拐李，以阴阳板代表曹国舅，以花篮
代表蓝采和，以渔鼓(或道情筒和拂尘)代表张果老，以
笛子代表韩湘子，以荷花或笊篱代表何仙姑。暗八仙纹
始盛于清康熙朝（刚好印证了学宫的缔造时期），流行于
整个清代。

暗八仙”又称为“道家八宝”，它是指八仙所持的八种
法器，用其代表八仙，既有吉祥寓意，也代表万能的法术。
应该说主要功能与“佛家八宝”大同小异，代表了佛道两家
的各自不同境界与追求。

在长期的民间流传及民间艺人的演绎中，现在的暗八
仙主要有如下功能与特点：
鱼鼓，张果老所持宝物，“鱼鼓频敲有梵音”，能占卜人生；
宝剑，吕洞宾所持宝物，“剑现灵光魑魅惊”，可镇邪驱魔；
笛子，韩湘子所持宝物，“紫箫吹度千波静”，使万物滋生；
荷花，何仙姑所持宝物，“手执荷花不染尘”，能修身养性；
葫芦，铁拐李所持宝物，“葫芦岂只存五福”，可救济众生；
扇子，汉钟离所持宝物，“轻摇小扇乐陶然”，能起死回生；
玉板，曹国舅所持宝物，“玉板和声万籁清”，可静化环境；
花篮，蓝采和所持宝物，“花篮内蓄无凡品”，能广通神明。

鱼化龙，是“中国龙”的一种。是一种龙头鱼身的龙，
亦是一种“龙鱼互变”的形式，这种形式我国古代早已有
之，为历代民俗、传说衍变而来，作为传统寓意纹样，其历
史渊源悠久。鱼化为龙，古喻金榜题名。《封氏闻见记》卷
二：“故当代以进士登科为登龙门。”李白《与韩荆州书》：

“一登龙门，便声价百倍。”《琵琶记·南浦嘱别》：“孩儿出去
在今日中，爹爹妈妈来相送，但愿得鱼化龙，青云直上。”纹
样一般都以鱼、龙组成，寓意高升昌盛。

普定县学宫棂星门上的石雀替做得十分有特色，它是
以白石雕刻为象的形状，扮演了石结构中雀替这一角色。

雀替是中国古建筑的特色构件之一。宋代称“角替”，
清代称为“雀替”，江南一带又称“角花”。通常被置于建筑
的横材（梁、枋）与竖材（柱）相交处，作用是缩短梁枋的净
跨度从而增强梁枋的荷载力；减少梁与柱相接处的向下剪
力；防止横竖构材间的角度之倾斜。其制作材料由该建筑
所用的主要建材所决定，如木建筑上用木雀替，石建筑上
用石雀替。棂星门当中的石象单翅雀替仅起装饰作用，北
方将这种不承担载荷的雀替称为花牙子。

象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吉祥、太平的象征，它性情温
和，知恩图报，一直深受中国人的喜爱。传说五帝之一的
舜是中国历史上驯服野象耕田犁地的第一人（反映了中国
儒家文化耕读传家的思想）他死后陵墓前曾出现大象刨
土、彩雀衔泥（这也算是为雀替的选材构造埋下了伏笔吧）
的瑞兆，这应该是“太平有象”的最早传说。此后，人们运
用谐音、象征等手法，把“太平有象”用图画、雕刻等形式表
达出来，寓意天下太平、五谷丰登。

盘龙石柱

石作自古便是黔中儿女的拿手好戏。同府文庙一样，
普定县学宫内现存的六根国宝级龙柱堪称中国石雕艺术
的典范。六根柱子先以整石打荒成型，然后进行“一步做
糙”的粗加工，后以捶凿进一步凿刻，称为“二步做糙”，使
得柱石表面粗糙纹路变浅，凸浅深浅均匀一致，使得龙柱
成型，之后进行“錾斧”，即使用专门钝口铁斧对料石进行
剁錾，用以消除石料表面痕迹。剁錾分为一遍剁斧，二遍
剁斧，三遍剁斧，以一定的要求缩小剁痕间隙，直至表面平
整。最后运用“扁光”技术，以金刚石，砂石，油石等对石雕
进行打磨抛光。

石狮柱础

黔中一带的石狮十分有特点，他们的双眼往往极为夸
张的突出，狮鼻朝上撑得很大，头部因为丝带状装饰极富
动感。普定县学宫的两座狮子均为站狮，两座狮子歪着脑
袋，张大了嘴，两相呼应，十分诙谐有趣。

路过一个镇子，在那一带民居中，尽是别墅样式的
小楼层，气派贵丽，高门大院，深深围墙，望而生闷。唯
有一户人家，是一幢素朴的二层小楼，风格样式守旧，甚
至有些黯然，却散发着一种清新、令人心眼欢畅的气质。

那素朴黯然的楼前也有大院子，而院墙真是古意有
味，由植物围绕而成，先是一棵棵木槿，木槿上又爬绕着
牵牛。院子里满满的也尽是植物的气息，一边是时令的
蔬菜，一边是高低错落的花花草草。

遇到如此古意盎然的景致，真是一种福分，脚步和
心都被牵绊住了。见一中年女子正在院里花草间浇水，
一个小女孩趴在二楼窗前的阳光里读书。过了一会儿，
在那样的寂静安然中，一寸一寸的植物气息里听到了她
们的一段对话。

“丫头，发呆呢？那首诗你会背了吗？”中年女子柔
声问，说着自己先背起来——沾衣欲湿杏花雨，吹面不
寒杨柳风。

小女孩没吭声，像没听见似的，或许压根就是没听
到，继续保持着发呆的姿势，侧着身，望着远处，一动不

动，认真得很。
中年女子笑了笑，又柔声问了一遍。小女孩突然噗

嗤一声笑了，有点埋怨有点撒娇地说：“妈妈，你先安静
点，打扰到我了，我正在听风声呢。”

妈妈好像并不觉得奇怪，且很有兴致地问：“啊，风
声呀，好听吗？你听到什么了，快给妈妈讲讲吧。”

“好听！好听！妈妈，那风声呀，和你的声音一样好
听，会讲故事，会唱歌，还会背古诗呢。”

后来，妈妈在小女孩的建议下也认认真真，静静地
和她一起听风声。母女俩，一个在满院的植物里，一个
在金黄的阳光里，倾听风在人间的吟唱。然后过一会儿
又叽叽喳喳，像快乐的鸟儿一样争着讲自己听到的有趣

的故事和歌谣。
我也学着她们的样子，站在木槿树旁边静静聆听，

可是我什么都没听到，只有轻轻的风从脸颊擦过，像母
亲温柔的手。

离开那个镇子后，对那个植物环绕的院落，还有那
对可爱有趣的母女，还有她们听到的风声，念念于心。
尤其是当生活烦闷，当沉在人生的低谷，当在城市的车
水马龙和钢筋水泥里迷失错乱的时候，是多么向往那样
清新质朴的有趣时光。在我们寻常人的耳中，“风声”两
个字听起来是带些慌张和紧迫劲的，而她们却可以听出
这世上的美好。

在一个久雨天晴，风轻云淡的上午，我打开窗，趴
在阳台上，呼吸着清新的气息，望着远处香樟树顶那
泛着青碧的光晕，心神宁静，如一株原野里的植物。
风从耳际轻轻吹过，像母亲柔柔的声音，也像恋人低
低的私语，也像孩子附在耳边细语，禁不住想起那些美
好有趣的事。

而我也终于在那时听到了美妙的“风声”。

且听风吟
□耿艳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