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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此方知官是梦

作者 杨海虹

很小的时候就认识古镇了，那时的记忆是街天熙攘的人流和本地

的土产，还有糖狮子、龙灯、花灯班子。上世纪恢复二月八龙华会的

那一年，全县家家户户举家出游，真正是“游人万万千，喜连连，相

约飞凤山头见”。人们从四面八方聚集过来，朝着龙华寺的方向，脚

跟着脚，肩挨着肩，入寺，与佛交流，再摸一摸高奣映的“安”字型铜

像。走出龙华寺的人们，找到自己最熟悉的那条小道，下山，进入到

“回”字型的古镇当中。在这里，龙灯花灯盛装表演、商品交流会人头

攒动、小吃街上林林总总。走累了，坐在小摊前，来一碗羊肉汤泡饭，

也可端一碗甜米酒，或者打一碗麦芽糖饭，闲聊着，谈论着哪个村的

龙灯舞得欢，哪个村的花灯唱得亮。

在我看来，光禄是一小家碧玉，安静而充满古意。无论是在柳外

画楼中，还是在落花闲潭边，只一眼，就能映到人的心里。寻一个雨

天，坐在高府林苑的水榭，看雨水从屋檐倾流而下，在地上溅起朵朵

水花和弥漫在整个院中的水雾。流下的水柱形成了水帘，犹如挂在东

西两个穿花圆门上串珠门帘，门外的芭蕉、绿柳在风中时隐时现。自

有一份“吃茶读闲书，听雨看落花”的意境。

已经想不起有多少次走在古镇的青石板上，晨曦的朦胧中、正午

的烈日下、夕阳的余辉里、隐约的灯火中……回型街、三步两道台、

张家大院、军民总管府、高府林苑、文昌宫、饮光石箐、龙华寺，还

有玫瑰谷、荷塘……也见识过古镇不同的容颜：春日百花齐放的明艳、

夏日细雨纷飞的温宛、秋日云卷清风的舒展、冬日浓雾弥漫的含蓄。

古镇，如同它的名字“光禄”一样，于我，越来越亲近起来。

光禄是一本书，我其实还没能读懂。“回”字型的街道为什么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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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局呢，这座城是蒙古人攻陷大理国以后才筑的吗，军民总管府的屋

脊为什么是马鞍型的，等等的一些问题我都弄不清楚。然而，对光禄

的情结却不因是不是知道它的历史或建筑形式而有所改变。不管光禄

是因“光禄山”而得名，或是因“光禄大夫”这一官名来命名，我对光禄，

感觉是越来越熟悉了。汉朝时在云南设益州郡，弄栋为其二十四郡之

一，故城在今天的光禄。公元 1131年，宋徽宗宣和五年，大理国段

正严保天三年封相国高泰明之子高明清为姚府演习(大将军)，这里便

成为高氏世袭领地。此后，高氏家族在光禄筑城恒设府第并设置了城

池，开始了高家在姚安长达 700余年的兴衰历程。在这当中，高家有

着“三王一帝五封侯、九爽七公八宰相”的传奇，有了当地人心目忠义

的高泰祥、重教的高明、智慧博学的高奣映…

很多人来光禄，是奔着玫瑰和荷塘来的。于我，却总不大喜欢，

玫瑰谷太热闹，花开得热闹，人来得也热闹，总感有点艳俗。荷塘的

荷花广受古今文人赞美：接天连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婷婷玉

立、中通外直、不蔓不枝、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惟有绿荷

红菡萏、卷舒开合任天真，芰荷迭映蔚、蒲稗相因依……赞得太多了，

像今天的我们一样，没有一点隐私，没了看头。看荷，还是到古槐香

居对面的小塘边上，静静地透过垂柳、菖蒲，看荷花映衬的青瓦白墙、

农家古槐,这景显得更为精致。相比下来，我更喜欢到古镇去，撑一

把纸伞，踏着古镇的青石板，沿着东、西关的巷道，再去寻一寻姚嶲

古道上旅人，听一听南来北往商队马帮的铃声。可到军民总管府戒石

亭静坐，遥想当年在这片土地上的风云变幻，感受古人夙夜匪懈的勤

免；也可到文昌宫里看雨、读书、听一听曾经在这里演奏的洞经音乐，

与金坡先生一起探讨“此石闻飞来，从前在何处？到此几多年？胡不

他山去？”；还可到龙华寺的后轩北院，与徐霞客神聊，问问他姚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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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海子的风景和老虎关的境况，再寻一寻他游记里记载的那几株古

梅……古镇，总有些让人意外的收获。

光禄，属于一个安静的世界。赵鹤清的《滇南名胜图》、马驷良

汇集的《西泠话别集》、高奣映的《迪孙》等等，还有古镇里的那些

个大院、房檐屋脊上的那些个瓦当脊兽，散布在民居、寺院里的砖雕

木刻，是需要用心来欣赏的。

一个大学时的同学来光禄，喜欢上了这个异常清静的古镇，说要

在这里建一个老同学酒吧，或者老同学茶楼，或者再小资一些，来个

老同学咖啡，邀请全班同学来这里聚会。说在里面还要给每位同学一

个椅子，一只茶杯。我说每位同学再挂一幅青涩照，再配上当年的青

涩诗篇……我们兴致勃勃地策划，在这个充满回忆的地方来遥想我们

曾经的青春。古镇里那些曾经的砖瓦，曾经的人和他们的事，成了我

们一次次走进这历史小巷里的情结。

有一段时间忽然对戒石亭特感兴趣，一次在等客人的闲暇约朋友

到戒石亭小坐，想像古人那样坐下来自省得与失、功与过。沉默一会

儿后，朋友问我，光禄到底是官文化、福文化还是土司文化？我想起

一位老师说的“仕”，古时“仕”同“事”，学而优则仕，入仕则成事、成

事而入仕。光禄的高氏家族、赵子骧、赵鹤清、马驷良等等，都在这

法则之中。朋友大笑，说“你想太多了”。忽然间醒悟，理不清的文化

就是光禄的文化了。光禄是在中原文化与西南少数民族文化的相互融

合中发展起来的，这里有典型汉文化的姚州都督府的统治构架，有花

灯、龙灯表演的汉文化艺术，有汉地佛教的龙华寺、至德寺、白塔，

还有道教的文昌宫、三丰祠。也有典型的白族三坊一照壁建筑、彩绘，

还有彝族的梅葛传唱……

每次到光禄，都要循着台阶走上去，走过新栽的花、新种的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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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到那几株千年老树下，走进千年古刹龙华寺。站在弥勒佛前，默念

一遍“大肚能容，容天下难容之事；开口便笑，笑天下可笑之人”。再

平静转身，看天圆地方的钟鼓楼、看建筑上精美的瓦当脊兽，感悟那

副对联：“到此方知这是梦，前生安见我非僧”，让暮鼓晨钟在心里敲

响！（姚安县 魏红）

姚安赋

作者 李健

滇南重镇，楚雄姚安，物产丰饶，人文璀璨。

大禹导水于溟，古称梁州；庄蹻拓疆于此，始奉滇王。

天界鬼井之分，史载金碧献瑞；地处战略要地，人称古道雄关。

汉武掘井得盐，置弄栋以敛税赋；相如奉旨宣教，肇文眀由此开

端。

或曰：六祖分支，为繁衍而劈荆棘；梅葛纪事，怀祖德以为流传。

张骞觅路，谋商贸以通西域；王褒遗颂，望祭祀而求祯祥。

而小卜墓葬，犹说争战之烈；诸葛行营，宁知安抚有方。

孟获城坚，最终心悦诚服；青铜器美，堪称工艺精湛。

于是，四围崇峰，平畴成会要之区；三江活水，蜿蜒为灌溉之长。

山谷纵横，游牧与农耕同在；阡陌交错，土著与移民相安。

而由东到西，手挽昆明大理；从南向北，肩挑通海丽江。

既为重镇，则风靡晋隨两朝；地处关隘，曾演义东西双爨。

大唐戍边，佞臣邀贪天之功;六诏既统，蒙氏感扩地之难。

战端一起，是非莫辩;连年厮杀，两败俱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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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塔高矗，唯求干戈永靖；龙华叩拜，未见世界清凉。

龙争虎斗，此消彼长；可怜姚州，屡遭涂炭！

段氏创业之初，君臣同心；高家效命之时，克尽艰难。

屡建奇功，得以分疆裂土；精心辅佐，几度封侯拜相。

战乱之隙，黎民犹可安生；治平之道，社稷贵在无恙。

教化有度，寺观随处可见；富庶有余，城廓已近康庄。

元疆既定，朝廷有放马之心；江山一统，高氏有勤政之郎。

由州升路，不失明智之举；以夷治夷，竭尽土司之长。

平章柄政，弘开仁爱之风；其子继任，恪守行政之范。

于是，轻赋税而兴商贸，修沟渠以助农桑；兴儒学始有科举，请

直隶跻身名邦。

文明既已开启，岂肯退至荒蛮？富足已然习惯，焉能重返饥寒？

升庵留连，喜吟兰谷美景；霞客探险，醉咏妙峰奇观。

李贽主政，成绩斐然；爱民如子，襟怀坦荡。

讲经释义，培育蒙童学子；修桥筑路，至今仍为美谈。

高氏一族，源远流长；由宋至清，世袭姚安。

或以军功，彪炳于史册；或以政绩，造福于地方。

往事如烟，难尽其详；唯有雪君，柄耀文坛。

娴熟三教，岂止著书立说；授业弟子，可谓成就非凡。

前人略地，后人拓荒；文风既开，孰能阻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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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门五举子，既成佳话；三步两道台，岂可虚传？

陶家兄弟，均为翘楚；赵氏父子，才名远扬。

由门五龙，皆成大器；泗良才俊，多有华章。

嗟夫：

时至今日兮，鸿钧律转；改革开放兮，全面发展。

士农工商兮，各尽其能；衣食住行兮，大有改观。

青山环抱兮，秋稔平川；绿水长流兮，春潮河岸。

歌舞曼妙兮，疑入仙境；荷花绚烂兮，美若天堂！

（姚安县 周筠）

家乡记忆

作者 陶洋

老宅

昨天，姚安老家来人，求我老婆给他看病。见面说起家中老宅的

事，现在唯一守着老宅的祖奶奶年初也仙逝了，老宅时时有“唔唔”

怪声，就没人敢住，一直空着。

那是我母亲祖辈的房子，解放前曾极度繁荣，出过不少人才，老

人们都说风水好，只是一次次的运动后，人走的走，散的散，老宅也

在一次次变故中破败不堪了。

去年春天我还回去过一次。解放前的老宅占了半条街，都有回廊

转阁连着，随着政治运动和分家，早分得七零八落了，我叫祖奶奶的，

守着狭长的一溜到现在。老宅年久失修，已经东歪西倒，但粗大的梁

柱和雕梁画栋的装饰还可见昔日的辉煌。

祖奶奶九十多岁了，已经不记事了，叫她，也只会表情麻木的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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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吾吾，早无当年掌家的风采。黑呼呼的房檐下结满了蜘蛛网，燕子

出出进进的飞舞，在廊檐下做满了窝。她虽有一个儿子在姚安，也只

是送些钱粮回来，请邻居给她做点饭食，吃完就一个人坐在廊檐下晒

太阳，嘴里自言自语的咕叨着。除了燕子叽叽喳喳外，再也没有生机

可言。

老宅是几重院的，最后一院是花园，我小时候还爬过园子里的假

山，摘过桃子杏子。现在，园子已经被隔出去大半，变得狭窄，假山

也隔到围墙外了，只留下一棵老桃树和一口老井。桃花在杂草丛生的

园子里依然开得火红，与残破不堪的光景比起来，令人有“庭树不知

人去尽，春来还发旧时花”的悲凉之感。

老宅随着县城的商业中心转移，变得偏僻。最近听说要拆迁改造

了。我母亲已无意回去争得一份祖产，她以前就说过：雕梁画栋，金

马玉鞍都已是过眼烟云，想守也守不住，只会添得青丝白发，愁绪满

腹。

我和老妈想的一样！

怀旧

放假的第四天，陪父母去姚安，老了，留恋的事情多。平时就听

他们在我耳边捣鼓：以前读书的大庙还在？老宅子拆了没有？同桌的

同学过得还好……一切他们以前经历的人和事。趁着假期，我带他们

去了了心愿。

德丰寺，是一个明初古寺，距今已近 600年了。解放前的小学就

办在里边，父母都在此读过。

在寺里转，父母摸着粗大的柱，嘴里念叨着，这是以前的老柱，

我小时候顺着这棵柱爬上去掏瓦雀；这里的门槛是换过的，以前的很

高；院子中间的花园里种满了兰草；窗子以前是雕花木的，现在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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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璃窗，不伦不类的；寺院以前没有菩萨，也没有香火，现在搬了个

菩萨来，烟雾弥漫，搞乱了，搞乱了！唉……

他们走着、看着、摸着、想着、叹着，布满皱纹的脸，和这寺院

一样苍老。

在寺里游览，他们还遇见了老同学，也是怀旧，进来走走，几个

老人在廊檐下坐下，去打量，去叙旧。我没事，就转到外院。

走廊下，一对父子模样的正在教孩子，父亲坐在一个小矮凳上，

靠着廊柱，一手拿着数学书，一手拿着粉笔在水泥地板上写着，嘴里

照着书上念叨着：“这是分数除法的定义，除上一个分数，就是乘上

分数的倒数，倒数明白吗？”孩子站在父亲身后，斜靠着廊柱，嘴里

呜呜的哼着，算是答应吧，还不停的打着哈欠，眼，望着天上，是看

飞过的麻雀，还是天边的云朵？总之是心不在焉的样子。

看着父亲扯着嗓子，抓耳挠腮的尽最大努力的教，孩子打着哈欠

的“听”，叫旁人看着又气又好笑。这就是家，父亲既是在尽责任，

也是享受这种幸福，不过，只有我们这些过来人才知道这种幸福。

我估计这孩子还是不懂分数除法，明天父亲还得扯着嗓子再“幸

福”一遍。（姚安县 张金莉）

其实，生命就是一种坚强

因为雨天天气，我好几天没去光顾阳台上的盆景。今天出去一看，

大吃一惊，其中一盆已经落叶满地，生命垂危，但她的身边，一株不

知名的植物正长得茂盛，在风中得意地摇曳着。一种悲凉顷刻从心中

升起，我既自责自己的疏忽，也哀叹盆景的脆弱。我急忙给盆景补水，

可对那外来的不知名植物，我却下不了手根除。

这是怎样的生命呀，在盆景因失去关注而渐渐失去光彩，走向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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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的时候，她却抓住这一空隙，怒放生命，蓬勃生长自己。是的，如

我关注到位，她或许会在不起眼的时候就被除掉了。毕竟，那是盆景

的天地，她的出现终究破坏了那份雕琢的美丽。可几天的功夫，她无

畏水分缺乏，把住契机，把自己长得如同盆景一般高大，欣喜地张扬

着生命。

我看着濒临死亡的盆景，也看着这不知名的植物，在伤感和感动

中忽有所悟：其实，生命就是一种坚强。

不是吗？植物如此，人不也如此？

生命能呱呱落地，就是因为母亲和婴儿共同的坚强。

生命来自于坚强。生命离不开坚强。

面世之后，我们每天与坚强相随相依。我想，如果可以选择，没

有人愿意病痛，愿意伤感，甚至愿意辛劳。但从出生开始，谁也免不

了跟一些小病甚至大病打交道，坚强地忍着，搏斗着。谁都想每天睡

到自然醒，晒晒阳光，听听歌，看看风景，但每个人，从很小开始，

或者自身原因或者家长原因，每天都得在闹钟或家长的叫唤中不情愿

起床，然后做该做的事，或读书或工作，都必须依靠坚强，去努力，

去刻苦，去谋生，只要这样，才会留住生命，创造生命的精彩。

尘世中没有哪一方净土能让人随心所欲，理想与现实总有太大的

距离。如果差距太远，落差太大；如果所处的环境差强人意，总被疏

忽，总有伤害；如果病魔缠身，爱人离弃；如果生活中太多是灰暗。

坚强，就是生命唯一的支撑。

生命就是一种坚强。生命离不开坚强。

我们必须每天用坚强去面对日常所有的繁琐；去激发被疏忽和伤

害的灵魂；去拯救身心的病痛和反叛的心灵；去对抗世俗的灰暗和肮

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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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强是人生的必须；是精神的支柱；是跨越坎坷的信念。

人的一生都在坚强中度过，追求是坚强，自爱是坚强，努力是坚

强，正直是坚强，善良是坚强，怜悯是坚强，不放弃自己，是真正的

坚强。

即使有一千个理由让我们放弃和消沉，我们也必须一千零一次坚

强。

坚强，是我们活着的状态。盆景里那株不知名的植物，用坚强

感动了我。我将无怨无悔留下她，是她让我彻底明晰：其实，生命就

是一种坚强。（姚安县 杜学琴）

永远跟党走，青春献祖国

青春是什么？我觉得青春是一支最质朴的歌，连绵的调子里却有

着最高亢的音符。那音符里有着这样两个字——爱国。爱国是一种魂，

是擎天巨树上的落叶飘向大地母亲怀抱时的那一片深情，是永远飘扬

在我们头顶的一面永不褪色的旗帜。而永远跟党走则是我们一个永不

褪色的主题。

中国共产党自 1921年建立 100年来，带领着中国人民取得了一

项又一项举世瞩目的成就。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再到抗美援朝战

争，在那些烽火连天的战争岁月中，千千万万的革命先烈舍生忘死，

保家卫国，才换来了如今这难能可贵的和平与安宁。翻阅党史，中国

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救亡图存、浴血奋战，无数革命先烈洒

热血，抛头颅，绘成了惊天地、泣鬼神的壮美画卷，从而挽救了中国，

拯救了中国人民。我们应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惜当下这来之不易

的美好生活。要在爱国主义主题教育中深入学习领会革命先烈的英勇

事迹，发扬吃苦耐劳的优秀品质，传承红色革命精神，延续红色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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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脉。

永远跟党走，青春献祖国，就要做到刻苦学习，提高自身各方面

的素质，使我们成为一名合格的共产主义接班人。永远跟党走，青春

献祖国，就要倡导社会新风，弘扬社会公德，促进和谐社会。永远跟

党走，青春献祖国，就必须有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我们要用实际的奉

献，回报养育自己的这块热土。任何个人的奋斗，都与国家的兴衰息

息相关，只有把自己的命运同祖国的命运维系在一起，我们的人生才

能折射出真正的华彩。

青春是短暂的，它仿佛是一朵素洁的昙花，来不及铺张、来不及

遐思，甚至来不及弥补缺憾，就那么匆匆地谢了。但青春越是短暂，

我们就越应该让青春之花开得灿烂!

今天，面对党的 100周岁诞辰即将到来的光辉时刻，让我衷心地

对党说一声：“祝您生命之树长青！愿您继续领导全国人民创造出更

为辉煌的未来！” 让我们释放青春的能量，让我们以崇高的理想、创

新的意识、无畏的勇气展现青年的智慧、青年的风采和青年的力量；

让我们团结一致、与时俱进，永远跟党走，青春献祖国！（姚安县 王

咏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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