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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爷
转眼间，小孙女已到了上幼儿园的

年龄。每当听到她那亲切的叫爷声，心

里不知有多高兴！蓦然回首，赫然发现

岁月的确不饶人，四十岁以前那种日子

总过得太慢的感觉不复存在。相反，时

间的脚步好像太匆忙，一天又一天，一年

又一年。不经意间，记忆力已开始衰退，

眼睛也有点老花，霜花悄然爬上鬓角，这

才真正体会到什么叫“苦老不苦穷”。虽

然有点不服老，但也无可奈何，只是还有

点老顽童，确切地说是人老心不老。

朋友听说我孙女已经五岁，不仅疑

问，而且惊奇：这么年轻，就当爷了？然

后瞪大眼睛，笑笑说：“安咧都没烦好了

（闽南语）”。我也淡淡一笑，告诉他家家

都有一本难念的经，除非你是个傻子或

生活在真空中。尽管没有“父老子幼（闽

南语）”，但许多年轻人都叫我老章，叫着

叫着，感觉不老也得老了。退一步想，老

并不可怕，这是自然规律，谁都无法抗

拒，关键是怎么调整好自己的心态。

其实做爷也不那么容易，没有一定

年龄，你不可能也没资格当爷。当爷让

人欢喜让人忧。喜的是你又晋级了，子

女和他人会更加尊重你，对你刮目相看

甚至赞赏，不然怎么有那么多人喜欢当

爷呢。再说别人要叫你一声爷，也是看

在你年纪一大把或者有一定资历、成就

或者威望的份上，否则你也甭想！忧的

是年龄大了，事竟未成，却又常常心有余

而力不足。还有身体健康在走下坡路，

每况愈下。更有子女的工作、生活、婚

姻、财务、住房、为人处世等方面不尽如

人意，甚至出了问题。抑或还有其他方

方面面未能如愿的问题。所有这些都让

人心烦！一句话，就是因为舍不得放不

下，心里还有太多的欲望，所以烦！

早先，“爷”是用来称呼父亲的，至少

在唐朝以前是这样，并且主要用在活人

身上。依稀记得，少时在我们村里，族人

要按辈分称呼，对长辈或年长男子叫爷，

对那些德高望重的年长者，也要按习惯

尊称他为“某爷”或“某大爷”，叫的人真

切，听的人亲切。曾有一段时间，村里尊

老爱幼观念被淡化了，有的孩子就不那

么按规矩称呼那些爷辈们。要么跟着大

人直呼其名或小名、乳名、绰号（外号），

好像不懂得尊老爱幼的“规矩”，也不管

你有没有听到。要么就没名没姓“耶耶

耶”地嚷叫，好像在跟空气讲话，叫者别

扭，听者不爽。于是，有人就会骂：“没教

养！”甚至还会很生气地问：“你老父叫什

么名字，我怎么不认得？”言下之意，你再

没大没小，我就要向你父母告状了。好

在后来农村也大力倡导讲文明讲礼貌，

那些不懂尊爷没有礼貌的人已渐少见，

社会风气已明显好转。

随着时代发展和社会变迁，爷的内

涵和外延也在不断发展和扩大，逐渐通

用为尊贵之称，形成了特色的中华爷文

化。于是，王爷、公爷、老爷等带有“爷”

字的称呼便衍生并传播开来，成了大众

化的称呼。乍一看，不管是死人活人、男

女老少，还是上天入地、宗教信仰，几乎

方方面面都有“爷”的面孔。由于崇拜宗

教信仰，就出现了许多神爷，诸如老天

爷、土地爷、阎王爷、祖师爷、财神爷、关

帝爷、佛爷、灶王爷……不一而足。旧时

那些有钱有势的大户人家，不仅丫鬟、奴

才或下人，对那些官僚和财主，要叫老爷

或大老爷，还出产了令人羡慕的“少爷”，

甚至把“女婿”也叫成“姑爷”。官场上自

古就有万岁爷、千岁爷、县太爷之称呼，

当然也有一些官员，官职虽不大，但架子

和口气却比谁都大，动不动就对下属发

号施令，哪怕没事也喜欢打打官腔，老百

姓讽刺地叫他“官老爷”。

现如今，人们的思想观念逐步改变，

爷的内涵又有了新的变化。不同辈分之

间，有时也可以相互称兄道弟，不再那么

拘束，甚至有的连外号也可以称你为“某

爷”了。此外，社会上一些小混混欺人太

盛时，也喜欢别人叫他一声“爷！”那些喜

欢找二奶养小三的，人们戏称他为“二

爷”“三爷”似乎已司空见惯，褒中带贬。

至于那些东北女人，好像喜欢把自己的

老公高高抬起，管他叫什么“爷们”，这又

另当别论。

俗话说，举头三尺有神明。不论何

时何地，我们都要懂得心存敬畏，但千

万不能盲目崇拜。话得说回来，心急吃

不了热豆腐，做爷也要顺其自然，不可

强求。不管是想做爷，还是崇拜什么

爷，都要有一颗平常心和大爱心，难道

不是吗？

人生况味 ■章华旺

父 子
棋院。

夏日的黄昏，一抹残阳趴在对面楼房

屋顶，热浪开始褪去，凉风阵阵来袭。匆

匆吃过晚饭，便带着儿子驱车赶往离家不

远处的棋院。其实本可以走路，但因为下

班晚了，棋院已开始上课，只能驱车。到

了棋院，儿子一下子便钻进了棋场，而我

在隔壁房间独自静静地品读着散文集《孤

独是生命的礼物》，这就是我们父子俩的

日常。

父子，父子，为人子，亦为人父。

为人子，时间过于短暂，已是人生

旅途中抹不去的一大遗憾。只有短短

的27年，27年啊。若是再扣除入小学前

的8年以及外出上高中和大学求学的时

间，那仅仅只有14年。零碎的记忆里，

是父亲扛着四五岁的我去旧小学的大

礼堂看电影，当然，电影是看不懂的，父

亲在一旁守着我，我在一旁啃着甘蔗；

是追随父亲到停渔船的港口，父亲给渔

船涂油漆，我在一旁抓螃蟹；是在等车

去外地读书时，望见父亲远远地走来，

只为了给我送一包棉签，他知道我湿耳

……总梦想大学毕业后，可以跟父亲谈

论属于两个男人之间的话题，比如工

作、家庭、结婚等，但是2010年，却只能

无奈地望着他背影的远去，一直消失在

模糊的视线中。

为人父，我正牵着儿子为他开启一段

属于他的父子之旅。幼儿园时，陪他听音

乐、听广播、听故事，让他感受各种声音，

喜欢各种音频，倾听别人的表达，理解各

种情绪；当他的大朋友，一起讨论闽南语

和普通话的区别，一起交流旅行中的趣

事，一起看儿童剧，一起泡图书馆。现在

长大了些，上了小学，就陪他晨读、学游

泳、弹吉他、练跆拳道、画画……将来再长

大了些，独立了，就当他的好兄弟吧，就如

他现在时不时会冒出一句 ：“大哥，这题

怎么解啊？”一样。

下课了，小棋士们三三两两地走出

了教室。儿子跑过来大声叫道：“大哥，走

吧，下课了。”我搭着他的肩膀，笑着走出

了棋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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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识莲花山

多次到深圳，莲花山早有所闻，然竟

不知莲花在何处，山是哪一座？

深圳特区建立40周年，受邀参加“品

鉴岭南”采风活动。7月24日那天，钧然领

队说：“明天我们去登莲花山，去那儿感受

‘大潮涌来急’的深圳。”

莲花山坐落在福田区，位于深圳市北

端，占地约200公顷，是“深圳八景”之一，

山因形似莲花而得名。有人说，这儿是领

略深圳风采的最佳窗口。

第二天上午，我们乘车来到了莲花

山。呼吸着这里的新鲜空气，享受着这儿

的优美环境，心旷神怡，宠辱皆忘。

站在莲花山上，放眼望去，蓝天下高

楼林立。深圳中心书城、市政府、市民中

心、会展中心，尽收眼底。依着花岗石标

杆俯视远处的福田中心区，有天上人间之

感。那雄鹰展翅翱翔的造型，令人惊叹！

望着鳞次栉比的现代都市建筑群，更有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感觉。我们

拍照，赞叹，放飞心情。

短暂的相遇，我领略到了山的挺拔

与历史的厚重。无论从哪一个角度看，

我都看到了一座山的张力和一种思想的

光芒！

深圳，从第一个特区到今天，40年过

去了，这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神州

大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得民心者

得天下。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种下爱就

不可能收获恨和仇。触摸一段历史，回

看时光的路程，心手相连，个人的命运与

国家的命运相通，一项伟大的决策可以

改变亿万人的命运。

一群年轻人展示着鲜红的党旗，簇

拥在党旗下合影，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

共产党员？他们一个个朝气蓬勃，像早

晨八九点钟的太阳。他们是汹涌澎湃

的后浪！深圳人说：每天叫醒他们的不

是闹钟，而是心中的梦想和肩上的责

任。应该努力去超越的人就是过去的

自己。置身在这个浪花飞溅、奋斗以成

的新时代，最可怕的不是有人比我们更

优秀，而是比我们优秀的人还在拼命努

力。

“我们老了！”旁边有人感慨。我们

老了吗？我把手机镜头对着一个孩

子，孩子望着我，她那清澈的眼睛让我

的心海泛起波澜，我想起了我的孙子

孙女，我不能老，我还没老！孔老夫子

说：五十而知天命。他是什么人?他是

圣人。我虽然年奔古稀，仔细想想，别

说天命，不知道的事情太多了。那天在

前海，望着青年梦工厂满墙的新名词，云

里雾里，一个也没看懂。跟不上时代就

会被时代所淘汰，既然生活不想让我们

停下脚步，我们就学学年轻人，去闯一

闯，去忙一忙，不也很好吗？这是不是莲

花山给我的智慧?这是不是福田布下的

鸿福？

莲花山，莲意深深……

散文园地 ■罗光辉

2017年8月30日晚，我沿着西安市西稍门民航大楼附

近的西关正街散步，一路向东不觉就走进了西门里。8年

前我在西门里白鹭湾小区一座六层居民楼的五层住过

4年，很熟悉的环境和地名：菜坑岸、龙渠湾、白鹭湾、

夏家什字。今天回过头看那一块块巴掌大小，新嵌

在墙上的蓝底白字金属地名牌，依然感觉温馨、亲

切。我纳闷的是，西门里实在是一个面积不大的犄

角旮旯，怎么会有这么多稀罕的地名垒叠在一起？

于是我开始刨根问底，先查“菜坑岸”的由来。《陕西

省西安市地名志》记载：

（西门里）这里地势低洼，以前为菜园，故称菜坑

岸。

多年致力于撰写西安历史地理文章的老作家朱文杰在

《菜坑岸》（一）一文写道：

菜坑岸是西安西南城角，西门里西大街南边的一条巷

子。东起夏家什字，西至龙渠湾。……菜坑岸坑的形成，也

被说成是修建西安城墙的取土地。

就是说，“菜坑岸”有可能是当年修筑西安城墙时，挖

土、取土形成的大坑。我觉得这个解释是说得通的。因为

西安最早不叫西安。

西周时称为“丰镐”——周文王和周武王分别修建丰京

和镐京的合称。

西汉初年，汉朝开国皇帝——汉高祖刘邦建都时命名

为“长安”。

隋开皇二年（582年），隋朝开国皇帝——隋文帝杨坚建

都时，命名为“大兴城”。

唐武德元年（618年），唐朝开国皇帝——唐高祖李渊继

承隋制定都“大兴城”，但将“大兴”恢复名为“长安”，希望大

唐政权能够“长治久安”。顺带着把“大兴宫”更名为“太极

宫”。唐武德九年（626年），李渊次子、秦王李世民在夏天发

动“玄武门之变”，射杀太子、哥哥李建成和齐王、弟弟李元

吉，李渊被迫让位给李世民，自己当“太上皇”。当“太上皇”

开初三年，李渊就是住在“太极宫”，直到唐贞观三年（629

年），奉唐太宗李世民之命，入住“大安宫”。唐贞观九年

（635年），屈辱地当了 9年“太上皇”的李渊病死在“大安

宫”。这段血腥的插曲，到此打住。

北宋时，宋朝开国皇帝——宋太祖赵匡胤将首都定在

今天开封城的位置，命名为“汴京”，同时将“长安”更名为

“陕西路”，后改名为“永兴军路”。

南宋时，“永兴军路”被金人占领，改名为“京兆府路”。

元至元四年(1267年)，元朝开国皇帝——成吉思汗的孙

子、元世祖忽必烈将首都定在今天北京城的位置，命名为

“元大都”，同时将“京兆府路”更名为“奉元路”。

明洪武二年（1369年），明朝开国皇帝——明太祖朱元

璋将首都定在今天南京城的位置，同时将“奉元路”更名为

“西安府”，这是“西安”的地名第一次出现在中国的版图上。

明洪武三年(1370年)，朱元璋封次子朱樉为秦王，镇守

西安府，并下令在西安修建规模宏大的秦王府，进而扩建西

安城。今天四四方方的西安内城城墙，都是明朝初年所建，

缘起于朱元璋扩建西安城的指令。而“菜坑岸”的坑，很有

可能就此挖出。

接下来，我再查“白鹭湾”的由来。《明清西安词典》记

载：

由于明成化年间，所开通济渠，引皂河水从西城墙入城

后流经此巷，并在巷东北注为水池。

西安老作家朱文杰在《菜坑岸》（一）一文则补充写道：

六七百年前好大一汪池水，方圆应有1000多平方米。

流经此处引水渠有通济渠，还有龙首渠，可能龙首渠简称为

龙渠，才有了龙渠湾；好大一汪水域，水面白鹭浅飞，白鹭

湾，大概也由此而名。

《菜坑岸》（一）一文不仅解释了西门里“菜坑岸”和“白

鹭湾”地名的由来，捎带着把“龙渠湾”地名的由来也讲明

了。最后我要考证“夏家什字”的由来。

“夏家什字”由东、西、北三条不长的小街组成，我都走

过。我还弄懂了，在西安的老地名里，凡“什字”大多用来形

容十字路口以及周边的街道。

2013年5月19日《西安晚报》在“西安地理”专栏，发表

记者采写的半版长文《夏家什字》：

夏家什字的名字很普通，街道也不宽阔，从清代起，这里

就不是西安的繁华街道。不过，看似不起眼的夏家什字却曾

是老西安的富人区，很多讲究生活品位的有钱人都把宅院安

置于此。这里的老宅院可称得上是老西安民居的典范。

我听说，陕西督军陈树藩的“督军府”就坐落在东夏家

什字小街上，但没看到。陈树藩是今天陕西省安康市人，

1916年至1921年，担任北洋政府陕西督军、陕西省省长。本

来我对军阀与粗鲁“丘八”是没有好感的，但对陈树藩则另

眼高看。因为，陈树藩热心教育，做过好事。

1916年，司徒雷登出任燕京大学校长，回国向美国社会

各界人士募捐经费建设新校区，司徒雷登选中了北京勺园

旧址做新校园。勺园旧址原属清睿亲王仁寿，故又被称为

“睿王园”。1860年10月初英法联军攻占北京。10月18日，

3500名英法强盗纵火焚烧圆明园，大火三日不灭，殃及毗邻

的“睿王园”，园中林木被破坏殆尽。陈树藩以20万大洋从

睿亲王仁寿后人手中买下了“睿王园”——勺园旧址。于是

司徒雷登历尽艰辛，专程远赴西安，与陈树藩当面协商购园

办学之事。陈树藩慷慨解囊，仅以6万大洋低价将勺园旧址

半卖半送给燕京大学。陈树藩还将其中的2万大洋捐作奖

学金，保证由他创办的西安成德中学每年保送50名毕业生

到燕大免费上学。30年前，我在北大上学时，每当走过离我

宿舍47号楼不远的“勺园”（留学生宿舍）去水房打开水，就

会记起陕西督军陈树藩当年的慷慨。

今天写作查资料，我又看到一条有价值的内容：陈树藩

督陕期间，还想创办西北大学，后因军阀混战，陈树

藩兵败离陕作罢。2002年，已有近百年历史的

陈树藩“督军府”被划为西安市道路拓宽改

造工程项目而遭拆迁，难怪我没看到。

顺便延伸一句。就在明初建起的西

安城墙根下，小小西门里毗邻的西大街

商业繁荣，店铺林立。西门里、桥梓

口、广济街、朱雀路、钟楼，几个公交车

站下来，西大街就算走完了，过了巍

峨的钟楼就进入东大街。东大街的

地名一样富有历史感和文化意味：端

履门、炭市街、骡马市、大差市……

我怀念住在西门里的日子。那里

充满人文气息，充满历史沧桑，充满古

老的风俗民情。单是西门里新立的一组

唐朝仕女吹奏乐器的青铜雕塑，就引人无

限遐想，思接天际。

住在西门里

散文园地 ■施晓宇

君
子
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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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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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及人与人之

间的绝交，“管宁割

席”的典故无疑耳熟

能详。在日常生活

中，大多数人是用不

上绝交的，大不了不

联系就是了。

善始者不一定

善终，有修养的人，

在一段感情走到了

无法挽回的地步，也

不会怀恨在心，口出

恶言，指责对方。如

张爱玲之于胡兰成，

温婉的绝交信中写

道：“我已经不喜欢

你了，你是早已不喜

欢我了的。你不要

来寻我，即或写信

来，我亦是不看的

了。”之后，两人如两

条平行线，再无任何

纠葛。

小仲马爱上了

阿尔丰西娜，当两

人真正在一起后又

磨擦不断。小仲马

决意结束这段感情。他在绝交信

中写道：“我不够富，不能像一个

百万富翁似地爱你；我也不够穷，

不能像你希望的那样被你爱。让

我们彼此忘却，你是忘却一个对

你来说相当冷酷的姓名，我是忘

却一个我无法实现的美梦……”

真是多情的作家，与情人分别，竟

把一封绝交信写得如此含情脉

脉，仿佛都是自己的错，仿佛又都

没有错，只不过在错的时间遇到了

对的人。

“君子交绝，不出恶声”出自

《战国策》乐毅答燕惠王的信，意思

是说，君子之交，即便昔日情谊已

尽，也不该出口诋毁。这是很值得

效法的，恋人或朋友走到绝交这一

步，都有不得已的理由。两个人的

事，好好坏坏，大多都不足为外人

道。事情既已无可挽回，一别两

宽，说难听的话，做过头的事，又有

何益？

叶公超与鲁迅，两个人道不同

不相为谋。鲁迅去世后，叶公超看

完鲁迅的所有文章，写了一篇长文

赞之，胡适知道了责怪叶公超：“鲁

迅生前吐痰都不会吐在你头上，你

为什么要写那么长的文章捧他。”

叶公超一脸坦然：“人归人，文章归

文章，不能因人而否定其文学成

就。”叶公超除了渊博的学识、从容

的气度外，这种大气的历史感，更

让人敬佩。

翻开历史，发现也有“君子交

绝出恶声”者，这“恶声”中有真

情。嵇康在《与山巨源绝交书》中，

将好友山涛骂得体无完肤。事情

其实不大，山涛要他出来做官，不

愿意不做就是了，嵇康写信大骂，

这一骂还千古流芳。当自己临刑

前，却将儿子托付给山涛，并说：

“巨源在，汝不孤矣。”他之所以与

好友绝交，只是为了不让好友因自

己而受牵连，真可谓用心良苦。

前几天看过一档节目，主持人

随机采访观众，要求他们对自己的

前任男友或前任女友说些什么。

对着镜头，有一女子大声说：“我要

对我的前男友说，我现在的男友比

你强一百倍！”看着她夸张的表情，

我在想，男女相爱，分手抽身是常

事，不管自己幸福与否，实在没必

要蓄意张扬，不在彼此心里留下

恨，原谅了别人，便也放过了自己。

“君子交绝，不出恶声”，水面

开阔，清风自来。常怀忍让与感谢

之念，善待生活中出现的每一个

人，这样，你的人生自会有一种高

的境界。

谈古说今 ■王永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