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之一 高铁与来安

若干年前，我第一次乘坐高铁去北京，每小时三百
公里的速度，令人惊叹，感觉始终都像飞机起飞前在跑
道上的滑行，那样快，那样刺激。可它又速度平稳，几乎
没有噪音。后来，我渐渐知道，中国的高铁技术已经走
在了世界前列，成为中国人的骄傲。

那次去北京，除参加会议外，我专门走进地坛公园，
找寻史铁生笔下的风物，感受一下他在这片园子里的气
息。那时候，史铁生已经去世。在园子里，我不停地探
问休闲的人们，知道住在园子边上的作家史铁生吗？许
多人说不知道，最后是一个打板球的男子说，知道，是位
残疾作家，我才感到些许安慰。

到来安，令我感到意外的是，许多高铁配件的精密
加工在这里，就在汊河新区轨道交通产业园。

能与高铁结缘，必有其优势所在。来安，是安徽东
向发展的桥头堡；汊河新区，与南京隔河相望。大手笔
的排兵布阵，提升了“汊河速度”，形成了“汊河现象”。

来吧，雄才伟略的企业家们；来吧，科技界的精英
们。

来吧，来走走，来看看，你一定会被这块热土所吸
引，一定会被“汊河事汊河办”所感动。

好吧，我来了，从南京来，就在这里生产加工高铁部
件。

好吧，我来了，从重庆来，就在这里建设国际旅游度
假区，发展康养产业。

好吧，我来了，从南京来，合作办学，合作办医院。
好吧，我来了，从滁州来，建设滁州（汊河）港，让水

运直通长江。
好吧，我来了，我是企业高管。
好吧，我来了，我是高技能人才。
……
那天，我也来了，一位未曾到过来安的北方人，来这

里采风。来安可以生产高铁部件？我惊讶，瞪大了眼
睛，嘴巴张成大大的“O”字。

走进汊河，走进车间，精密的基础制动缸就在那儿；
精致的客车内端车门就在那儿；精细的高铁制动园销就
在那儿；精巧的电源控制箱就在那儿；轨道车辆集成气
路板就在那儿；高速机车6A检测系统就在那儿……

看到了，我的面部表情恢复了正常。
是的，我信了。
来安有“高铁”，“高铁”在来安。

之二 梦幻池杉林

我羡慕那些画家，羡慕那些摄影家，羡慕那些名作
家。他们经常外出采风，到一种叫做“美”的地方走走看
看，然后，画出好看的画作，拍出精美的摄影作品，创作
出激情荡漾的美文来。我甚至看到船在水中行，人在画
中游的作品，晚上便做出梦来，画中人就是自己。

在来安，我实现了梦想，也安妥了灵魂，真是“来者
皆安”。

在我居住的城市，沟河边或道路旁，也有一些杉树，

亭亭玉立的。有人说，这树叫水杉。
池杉，我是第一次听说。
这样一大片池杉林，真是像一幅巨大的立体画，矗

立在那儿。这是一片根部沐浴在深水中的池杉林。我
和文友们乘上小木船，沿着这片树林的外围前行观赏。
在冬季，池杉变成了红色，或是因为阴天，看着她们，不
是十分妖艳，显现的是一种平和的美。有无数的鸟儿栖
息枝头，“叽叽喳喳”，唱着欢快的歌谣；水里许多野鸭和
叫不上名字的水鸟，在无拘无束地游荡。它们不怕游人
的惊扰，早已习惯了与人和谐相处。船儿往前行，移步
换景，我在画中行，如在梦中。如果不是文友们对美景
不时发出赞叹声，我真的沉醉其中不能自拔了……

刚开始进入这片池杉林时，就有人看到了那条通往
另一片杉树林的曲径了。行走在用杉木搭建的步道上，
我从一个梦境，进入了另一个梦境。杉树离我更近了。
我看到它们粗壮的根部，如宝塔一样壮美。也许，就是
因为有了这样的根系，牢牢地深扎在泥土里，吸收大地
更多的营养，才能尽力往上生长，成为修长而美丽的风
景。

一路上，我只顾着用手机拍照录像，把池杉林的美
收下来，却忘了请友人给自己拍一张与池杉美景的合
影，成了一个遗憾。

我想，我会再来，走进池杉林，拍一张与池杉拥抱的
照片，把自己镶嵌在这样一处“声震华东”的风景里。

之三 对弈新农村

在黄郢村一家院子里，浓荫绿树下，一位老者坐在
竹椅上，面前摆着一盘围棋，对面放了一个塑料凳子。
我看见了，就坐在凳子上，与老人对弈，文友用相机拍下
了来，一看，很逼真。在这张照片里，除了我和凳子是真
的，其他都是画在墙上的三维立体画。

对面墙上是一溜粉彩画，画的是小麦丰收景象，我
用手机拍下来，从大图上裁截一个画面，从北京来的徐
讯老师看了，他说，真好，可以做期刊封面。一片金黄的
麦子，边上几棵绿树点缀，远处是起伏的山影，一个孩子
抱着一捆麦子费力的走在小路上，色彩逼真，动感十足。

这是周末，村子里仍然安静，像皖北乡村一样，青年
人都外出打工了，挣了钱，回家盖楼，供孩子上学。

我在农村长大，家乡也有一处美好乡村，村支书是
我的小学同学，也姓宋，辈分晚。我上了大学，在淮北工
作。每每回家看望父母，老同学都要相聚，也少不了这
位支书同学。按照乡俗，有我这位“长辈”在，谦和的晚
辈村支书只能坐在末位倒酒了。不胜酒力的我，常常被
他们灌得酩酊大醉。这都是早年的事情。现在，上年纪
了，同学相聚，再不像那样海喝了。

走在黄郢村的巷道里，水泥路是铺到家门口的，房
前屋后的绿化，按照村民意愿，可以绿植，也可以弄成小
菜园。在绿植里，扎了许多神态鲜明的稻草人，有动物，
有人物；有名著里的角色，也有童话里的精灵，文化气息
浓厚。

在村子的出口处，有一个规范的篮球场，旁边的空
地上，安装了几个健身器材，像城里的小区一样。这天

是星期六，孩子们不上学，有三个女孩在健身器上边玩
耍，不远处几个男孩在打篮球。女孩指指点点，或掩口
而笑，她们或许在评论那些男孩，也许就是再说，谁谁个
子高、谁谁个子矮，谁谁长得丑、谁谁长得俊的话题。看
着快乐玩耍的少男少女，我想，这些无忧无虑的孩子，与
他们的父辈、祖父辈相比，真是摊上了好光景。

之四 探访长寿树

银杏树,又名白果树。近些年来，由于政府的重视，
加大旅游开发力度，千年银杏树不断出现在人们的视
野，成为游人趋之若鹜的观赏树，都想一睹这些长寿树
的风姿，聆听发生在它们身上的故事。

那天，在来安，到达北部山区杨郢乡宝山村上庵岭
时，已是掌灯时分。大家急不可待，拾级而上，前去拜谒
一棵多代同堂的古银杏树。天黑了，旁边的山坡上有一
群山羊在吃草，有作家好奇，去跟山羊对话，给山羊拍
照，令这昏暗寂静的山坡充满了生气。因是冬季，树叶
早已落了，只能观赏古树的雄姿了。大家打开手机电
筒，仔细观赏，啧啧赞叹，还不忘与老树合影，纪念这难
得的千年一聚。

我想起2019年秋天，到山东莒县采风时看到的那棵
古树。在莒县浮来山山坡上有个 “定林寺”，寺内有棵
巨大的银杏树。如果没有人告诉过你这棵古树的前世
今生，说她已近4000岁，你信吗？传说，这棵银杏树是西
周初期周公东征时所栽。史载，周公东征曾东过“龟
蒙”，那么，踏足浮来山也就有几分可信。早在春秋时
期，鲁隐公与莒子曾在树下会盟，算来，树龄当在3000余
年。

据说，在古刹中和古树下，南北朝时，刘勰十年磨一
剑，成就了一部千古奇书，巨著《文心雕龙》的光芒，至今
照耀着中国大地。有趣的是，还有一个“七搂八拃一媳
妇”的故事，来佐证这棵古树的伟岸。相传明朝嘉靖年
间，莒县东一书生进京赶考，途中遇雨，到这棵树下避
雨。忽然，他想考察这树到底有多粗，就用搂抱的方式
测量。书生搂了七搂，还没到起点。在他准备搂第八搂
的时候，被吓住了——在起点处站着一位年轻少妇。少
妇也在树下避雨。因树围太大，两人互未看见。怎么
办？书生有心让少妇让一让，不好意思开口，又不想放
弃测量，就只好改为手量，悄悄向少妇身边移动，数到第
八拃的时候，正好到她身边，少妇还是没有察觉。可是，
少妇所占位置怎么量呢？书生想不出办法，就只好把少
妇的体宽也算一个测量长度。于是，这棵银杏树树围就
成了“七搂八拃一媳妇”。 现在的树围，早已超过这个
尺度了。

一个美丽的传说，不仅让听过的人记住了那书生、
那媳妇，更记住了这个 “天下银杏第一树”。

再看宝山上庵岭坡上这棵古树，树龄约有 1750 年，
是皖东地区现存树龄最长的银杏活体，被中国银杏学会
誉为“皖东银杏王”。据说，在树的上坡近处，曾有一个
姑子庵，不知何年毁坏了，只留下了一片平地。不过，在
这棵古银杏树下，发生的故事至今仍为人们传颂。据
说，宋太祖赵匡胤在夺取帝位之前三打清流关时，路过

杨郢宝山，并把战马拴在这个树下。巾帼英雄穆桂英率
兵驻扎在石固山下，经常拉练到宝山，在古树下习武、休
息。边关告急，她奉命率师出征，启程前，曾在树下举行
誓师大会。这些真实或传说的故事，为这棵古树增添了
历史厚重感。

这棵高20多米、胸径2米多的古树，是个雌树，其明
显特点是“五代同堂”奇观。在古树基部，萌生了8株不
同年代的小树，像是“老、壮、中、青、幼”五代人，享受着
太平盛世的光景。

据说，这里原本有两株古银杏树，一雄一雌，相对而
立，如一对患难夫妻。千余年来，遭受过多次雷击，历经
过两次大火。现在，主干内还有一个大洞，可容三个成
人。这棵古树，多次遭遇劫难，多次劫后重生，正如古老
的中国，历经苦难不倒，必然枝繁叶茂。

之五 拜谒纪念塔

在来安，有个半塔镇，位于安徽和江苏两省的五个
县交界处，是重要的商贸集散地。半塔镇原名白塔集。
县志上说，白塔集有一砖塔，雷电摄击三层，遗于泗州优
虎山，今存半塔，刻有赤乌元年（公元 238 年）字样，其地
亦名半塔集。

半塔是革命老区，一些大家熟悉的名字，如刘少奇、
张云逸、罗炳辉、徐海东、方毅、张劲夫，他们都在这里战
斗过、生活过。

自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中国有 100 年的屈辱史，
“革命”成为推翻封建统治者的口号，也自孙中山的亲密
战友陆皓东成为第一位为革命牺牲的烈士开始，革命者
不畏生死、前赴后继，以推翻封建统治者、抗击外国侵略
者为己任，赴汤蹈火，不惜献出生命。因此，在今天的中
国大地上，处处埋有“忠魂”，也处处有纪念陵园、纪念
塔、纪念牌。

在半塔，同样有一座烈士陵园，有一个烈士纪念塔，
纪念着半塔保卫战牺牲的革命烈士。纪念塔耸立在塔
山之峰，高十三米，为方形台体。塔顶屹立着身背斗笠、
大刀，持枪远视、威武雄壮的新四军战士雕像。正面是
陈毅亲笔书写的“革命烈士永垂不朽”八个雄浑遒劲大
字。

半塔保卫战是一场惨烈的战斗，也是一场力量悬殊
的战斗。1940 年 3 月，新四军与国民党军队在这里进行
了一场战斗，经过了 20 天的激烈奋战，新四军取得了最
后胜利。半塔保卫战创造了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范
例，实现了中共中央提出的“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战
略方针。

在皖东烈士陵园（原名半塔烈士陵园），我们在庄严
肃穆的纪念塔前站立，为烈士献花，向纪念塔三鞠躬，悼
念他们的英灵。

一个陵园，一座纪念塔，就是一部教科书。
我们要永远纪念为创立新中国、为人民谋幸福的先

烈们。他们用鲜血染红的旗帜，依然在指挥着我们前
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使国家更强盛，人民
更幸福。

印象来安印象来安（（五章五章））
□□宋同文宋同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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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九月，，步入了人生的新阶段步入了人生的新阶段。。孩子孩子，，我期望走近新学期的你我期望走近新学期的你，，可以穿过可以穿过
阴暗逼仄的茧壳阴暗逼仄的茧壳，，成为阳光下那只自由飞翔的蝶成为阳光下那只自由飞翔的蝶。。

绚丽的太阳已为你铺开金光大道绚丽的太阳已为你铺开金光大道，，青春的风帆将助你冲破重重迷雾青春的风帆将助你冲破重重迷雾。。
亲爱的孩子亲爱的孩子，，当你迎着朝阳轻舞飞扬当你迎着朝阳轻舞飞扬，，你是否还会频频回首你是否还会频频回首？？在状元楼在状元楼，，在在
梧桐路梧桐路，，在桂花亭在桂花亭，，还有你散落的脚印和空寂的巢穴还有你散落的脚印和空寂的巢穴。。

是的是的，，妈妈就是一个突然被掏空的巢穴妈妈就是一个突然被掏空的巢穴。。我还无法适应这过分安静的我还无法适应这过分安静的
空气空气，，无法平复这空落而怅然的心绪无法平复这空落而怅然的心绪。。我只会微笑地对着你的背影我只会微笑地对着你的背影，，道一道一
声珍重声珍重。。那一声珍重里有甜蜜的忧愁那一声珍重里有甜蜜的忧愁。。

在你的行囊里在你的行囊里，，我填进一年四季我填进一年四季。。填进衣食住行填进衣食住行，，填进看不见摸不着填进看不见摸不着
的手温和心跳的手温和心跳，，填进说不清道不明的纠结与不舍填进说不清道不明的纠结与不舍。。趁巢中还有熟悉的羽趁巢中还有熟悉的羽
翼翼，，我总是忍不住啁啾我总是忍不住啁啾。。虽然明知世间所有的苦难都无法避免虽然明知世间所有的苦难都无法避免，，所有的路所有的路
障都得你亲自跨越障都得你亲自跨越。。

我心里最美好的花朵我心里最美好的花朵，，我心底间最柔软的清泉我心底间最柔软的清泉。。我最亲最爱的孩子我最亲最爱的孩子
啊啊！！出征的号角已经响起出征的号角已经响起，，请让我执铜琵琶请让我执铜琵琶、、敲铁绰板敲铁绰板，，为你放唱一曲为你放唱一曲！！

在前行路上在前行路上，，不要被一片叶子遮住眼睛不要被一片叶子遮住眼睛，，不要为一朵花耽搁脚步不要为一朵花耽搁脚步。。在在
人生的路上人生的路上，，适度的放弃本就是智慧适度的放弃本就是智慧。。玉琢成器玉琢成器，，蚌病成珠蚌病成珠。。苦难是上天苦难是上天
对强者的恩赐对强者的恩赐，，阴影只是被挡住了的阳光阴影只是被挡住了的阳光。。对顺风和逆水都要心存感激对顺风和逆水都要心存感激，，
无论你走到哪里无论你走到哪里，，阳光和清风都会陪伴着你阳光和清风都会陪伴着你。。

““夫仁者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欲达而达人。”。”世间最难写的是情与义世间最难写的是情与义，，做做
人最重要的是诚信友善人最重要的是诚信友善。。世界喧嚣世界喧嚣，，你可以保持自己的沉默你可以保持自己的沉默。。玉兰的白和玉兰的白和
月光的香月光的香，，都是留给安静的灵魂欣赏的都是留给安静的灵魂欣赏的。。

别太迷恋自己的影子别太迷恋自己的影子，，也别放大个人的忧伤也别放大个人的忧伤。。有时间多仰望自在的有时间多仰望自在的
云云，，它的态度决定它的高度它的态度决定它的高度。。有空闲多凝视奔流的水有空闲多凝视奔流的水，，它的努力就是它的它的努力就是它的
实力实力。。总有明里暗里的风总有明里暗里的风，，试图摆布你的生活试图摆布你的生活，，你只需负责自己飞翔的方你只需负责自己飞翔的方
向向。。

孩子孩子，，无论前方有怎样的风雨无论前方有怎样的风雨，，无论道路有怎样的泥泞无论道路有怎样的泥泞，，你且记住你且记住：：风风
雨过后是彩虹雨过后是彩虹，，山穷水复过后是柳暗花明山穷水复过后是柳暗花明。。在任何时候在任何时候，，只要你转身只要你转身，，家里都有一盏为你而家里都有一盏为你而
亮的灯亮的灯。。

孩子孩子，，恣意去搏击吧恣意去搏击吧！！这是青春对你的赋予这是青春对你的赋予，，也是生命对你的恩赐也是生命对你的恩赐！！读万卷书读万卷书，，行万里行万里
路路。。你的生命你的生命，，将因远行而疼痛将因远行而疼痛，，也将因远行而丰满也将因远行而丰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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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县委、县政府的亲切关怀和支
持下，来安老年大学新校区于 2021 年
8月正式启用。新校区的启用，为老年
大学高质量的发展提供了坚强的保
障，为广大老年朋友提供轻松、优雅的
学习环境，为老年人实现终身学习保
驾护航。

老年大学是一所特殊的学校，是
党和政府联系关怀老年人的桥梁，是
为老年人搭建的终身教育平台。装饰
一新的新校区，设施配套齐全，网络全
覆盖，教室宽敞明亮，集健身、求知、交
友、娱乐为一体。

来安老年大学将按照“增长知识、
丰富生活、陶冶情操、促进健康、服务

社会”的办学宗旨和学、乐、为相结合
的办学原则，开设舞蹈、拳剑、音乐、二
胡、葫芦丝、摄影、诗词、书法、绘画等
16 个专业课，学科多样，专业规范，把
满足老年人精神文化需求和提升老年
人幸福指数作为办学的出发点和落脚
点，着力打造科学、规范、务实、宽松的
老年教育乐园。

坚持理论与实践并重，软件与硬
件并重，推进精品教学，培植一批银发
人才，擦亮闪光点，打造新平台，扩大
学员展示才华空间，开设第二课堂，鼓
励学员走出校门，为社会服务，让夕阳
更红，晚霞更灿烂。

同时，老年大学实现由要素驱动

向创新驱动的发展方向转变，充分利
用电视、电脑、手机、互联网等多媒体，
引入信息化教学流程。

在疫情防控常态化形势下，在做
好传统线下教学的同时，切实做好线
上教学，实现教育形式的多样化。开
发网上互动平台，巩固提高班级微信
群活动内容和操作水平。紧紧围绕学
养相宜、康乐有为的办学理念，搭建人
人愿学、时时可学、学有所成、学有所
用、学有所乐的广阔平台。并坚持从
思想上、政治上办校、治校、育人，把老
年大学真正办成“精神家园、知识学
园、健康乐园、和谐校园”，以优质的教
育，创造老年人的美好未来。

砥砺奋进开新宇砥砺奋进开新宇 齐心协力唱新声齐心协力唱新声
□□孙荣祖孙荣祖

之一 高铁与来安

若干年前，我第一次乘坐高铁去北京，每小时三百
公里的速度，令人惊叹，感觉始终都像飞机起飞前在跑
道上的滑行，那样快，那样刺激。可它又速度平稳，几乎
没有噪音。后来，我渐渐知道，中国的高铁技术已经走
在了世界前列，成为中国人的骄傲。

那次去北京，除参加会议外，我专门走进地坛公园，
找寻史铁生笔下的风物，感受一下他在这片园子里的气
息。那时候，史铁生已经去世。在园子里，我不停地探
问休闲的人们，知道住在园子边上的作家史铁生吗？许
多人说不知道，最后是一个打板球的男子说，知道，是位
残疾作家，我才感到些许安慰。

到来安，令我感到意外的是，许多高铁配件的精密
加工在这里，就在汊河新区轨道交通产业园。

能与高铁结缘，必有其优势所在。来安，是安徽东
向发展的桥头堡；汊河新区，与南京隔河相望。大手笔
的排兵布阵，提升了“汊河速度”，形成了“汊河现象”。

来吧，雄才伟略的企业家们；来吧，科技界的精英
们。

来吧，来走走，来看看，你一定会被这块热土所吸
引，一定会被“汊河事汊河办”所感动。

好吧，我来了，从南京来，就在这里生产加工高铁部
件。

好吧，我来了，从重庆来，就在这里建设国际旅游度
假区，发展康养产业。

好吧，我来了，从南京来，合作办学，合作办医院。
好吧，我来了，从滁州来，建设滁州（汊河）港，让水

运直通长江。
好吧，我来了，我是企业高管。
好吧，我来了，我是高技能人才。
……
那天，我也来了，一位未曾到过来安的北方人，来这

里采风。来安可以生产高铁部件？我惊讶，瞪大了眼
睛，嘴巴张成大大的“O”字。

走进汊河，走进车间，精密的基础制动缸就在那儿；
精致的客车内端车门就在那儿；精细的高铁制动园销就
在那儿；精巧的电源控制箱就在那儿；轨道车辆集成气
路板就在那儿；高速机车6A检测系统就在那儿……

看到了，我的面部表情恢复了正常。
是的，我信了。
来安有“高铁”，“高铁”在来安。

之二 梦幻池杉林

我羡慕那些画家，羡慕那些摄影家，羡慕那些名作
家。他们经常外出采风，到一种叫做“美”的地方走走看
看，然后，画出好看的画作，拍出精美的摄影作品，创作
出激情荡漾的美文来。我甚至看到船在水中行，人在画
中游的作品，晚上便做出梦来，画中人就是自己。

在来安，我实现了梦想，也安妥了灵魂，真是“来者
皆安”。

在我居住的城市，沟河边或道路旁，也有一些杉树，

亭亭玉立的。有人说，这树叫水杉。
池杉，我是第一次听说。
这样一大片池杉林，真是像一幅巨大的立体画，矗

立在那儿。这是一片根部沐浴在深水中的池杉林。我
和文友们乘上小木船，沿着这片树林的外围前行观赏。
在冬季，池杉变成了红色，或是因为阴天，看着她们，不
是十分妖艳，显现的是一种平和的美。有无数的鸟儿栖
息枝头，“叽叽喳喳”，唱着欢快的歌谣；水里许多野鸭和
叫不上名字的水鸟，在无拘无束地游荡。它们不怕游人
的惊扰，早已习惯了与人和谐相处。船儿往前行，移步
换景，我在画中行，如在梦中。如果不是文友们对美景
不时发出赞叹声，我真的沉醉其中不能自拔了……

刚开始进入这片池杉林时，就有人看到了那条通往
另一片杉树林的曲径了。行走在用杉木搭建的步道上，
我从一个梦境，进入了另一个梦境。杉树离我更近了。
我看到它们粗壮的根部，如宝塔一样壮美。也许，就是
因为有了这样的根系，牢牢地深扎在泥土里，吸收大地
更多的营养，才能尽力往上生长，成为修长而美丽的风
景。

一路上，我只顾着用手机拍照录像，把池杉林的美
收下来，却忘了请友人给自己拍一张与池杉美景的合
影，成了一个遗憾。

我想，我会再来，走进池杉林，拍一张与池杉拥抱的
照片，把自己镶嵌在这样一处“声震华东”的风景里。

之三 对弈新农村

在黄郢村一家院子里，浓荫绿树下，一位老者坐在
竹椅上，面前摆着一盘围棋，对面放了一个塑料凳子。
我看见了，就坐在凳子上，与老人对弈，文友用相机拍下
了来，一看，很逼真。在这张照片里，除了我和凳子是真
的，其他都是画在墙上的三维立体画。

对面墙上是一溜粉彩画，画的是小麦丰收景象，我
用手机拍下来，从大图上裁截一个画面，从北京来的徐
讯老师看了，他说，真好，可以做期刊封面。一片金黄的
麦子，边上几棵绿树点缀，远处是起伏的山影，一个孩子
抱着一捆麦子费力的走在小路上，色彩逼真，动感十足。

这是周末，村子里仍然安静，像皖北乡村一样，青年
人都外出打工了，挣了钱，回家盖楼，供孩子上学。

我在农村长大，家乡也有一处美好乡村，村支书是
我的小学同学，也姓宋，辈分晚。我上了大学，在淮北工
作。每每回家看望父母，老同学都要相聚，也少不了这
位支书同学。按照乡俗，有我这位“长辈”在，谦和的晚
辈村支书只能坐在末位倒酒了。不胜酒力的我，常常被
他们灌得酩酊大醉。这都是早年的事情。现在，上年纪
了，同学相聚，再不像那样海喝了。

走在黄郢村的巷道里，水泥路是铺到家门口的，房
前屋后的绿化，按照村民意愿，可以绿植，也可以弄成小
菜园。在绿植里，扎了许多神态鲜明的稻草人，有动物，
有人物；有名著里的角色，也有童话里的精灵，文化气息
浓厚。

在村子的出口处，有一个规范的篮球场，旁边的空
地上，安装了几个健身器材，像城里的小区一样。这天

是星期六，孩子们不上学，有三个女孩在健身器上边玩
耍，不远处几个男孩在打篮球。女孩指指点点，或掩口
而笑，她们或许在评论那些男孩，也许就是再说，谁谁个
子高、谁谁个子矮，谁谁长得丑、谁谁长得俊的话题。看
着快乐玩耍的少男少女，我想，这些无忧无虑的孩子，与
他们的父辈、祖父辈相比，真是摊上了好光景。

之四 探访长寿树

银杏树,又名白果树。近些年来，由于政府的重视，
加大旅游开发力度，千年银杏树不断出现在人们的视
野，成为游人趋之若鹜的观赏树，都想一睹这些长寿树
的风姿，聆听发生在它们身上的故事。

那天，在来安，到达北部山区杨郢乡宝山村上庵岭
时，已是掌灯时分。大家急不可待，拾级而上，前去拜谒
一棵多代同堂的古银杏树。天黑了，旁边的山坡上有一
群山羊在吃草，有作家好奇，去跟山羊对话，给山羊拍
照，令这昏暗寂静的山坡充满了生气。因是冬季，树叶
早已落了，只能观赏古树的雄姿了。大家打开手机电
筒，仔细观赏，啧啧赞叹，还不忘与老树合影，纪念这难
得的千年一聚。

我想起2019年秋天，到山东莒县采风时看到的那棵
古树。在莒县浮来山山坡上有个 “定林寺”，寺内有棵
巨大的银杏树。如果没有人告诉过你这棵古树的前世
今生，说她已近4000岁，你信吗？传说，这棵银杏树是西
周初期周公东征时所栽。史载，周公东征曾东过“龟
蒙”，那么，踏足浮来山也就有几分可信。早在春秋时
期，鲁隐公与莒子曾在树下会盟，算来，树龄当在3000余
年。

据说，在古刹中和古树下，南北朝时，刘勰十年磨一
剑，成就了一部千古奇书，巨著《文心雕龙》的光芒，至今
照耀着中国大地。有趣的是，还有一个“七搂八拃一媳
妇”的故事，来佐证这棵古树的伟岸。相传明朝嘉靖年
间，莒县东一书生进京赶考，途中遇雨，到这棵树下避
雨。忽然，他想考察这树到底有多粗，就用搂抱的方式
测量。书生搂了七搂，还没到起点。在他准备搂第八搂
的时候，被吓住了——在起点处站着一位年轻少妇。少
妇也在树下避雨。因树围太大，两人互未看见。怎么
办？书生有心让少妇让一让，不好意思开口，又不想放
弃测量，就只好改为手量，悄悄向少妇身边移动，数到第
八拃的时候，正好到她身边，少妇还是没有察觉。可是，
少妇所占位置怎么量呢？书生想不出办法，就只好把少
妇的体宽也算一个测量长度。于是，这棵银杏树树围就
成了“七搂八拃一媳妇”。 现在的树围，早已超过这个
尺度了。

一个美丽的传说，不仅让听过的人记住了那书生、
那媳妇，更记住了这个 “天下银杏第一树”。

再看宝山上庵岭坡上这棵古树，树龄约有 1750 年，
是皖东地区现存树龄最长的银杏活体，被中国银杏学会
誉为“皖东银杏王”。据说，在树的上坡近处，曾有一个
姑子庵，不知何年毁坏了，只留下了一片平地。不过，在
这棵古银杏树下，发生的故事至今仍为人们传颂。据
说，宋太祖赵匡胤在夺取帝位之前三打清流关时，路过

杨郢宝山，并把战马拴在这个树下。巾帼英雄穆桂英率
兵驻扎在石固山下，经常拉练到宝山，在古树下习武、休
息。边关告急，她奉命率师出征，启程前，曾在树下举行
誓师大会。这些真实或传说的故事，为这棵古树增添了
历史厚重感。

这棵高20多米、胸径2米多的古树，是个雌树，其明
显特点是“五代同堂”奇观。在古树基部，萌生了8株不
同年代的小树，像是“老、壮、中、青、幼”五代人，享受着
太平盛世的光景。

据说，这里原本有两株古银杏树，一雄一雌，相对而
立，如一对患难夫妻。千余年来，遭受过多次雷击，历经
过两次大火。现在，主干内还有一个大洞，可容三个成
人。这棵古树，多次遭遇劫难，多次劫后重生，正如古老
的中国，历经苦难不倒，必然枝繁叶茂。

之五 拜谒纪念塔

在来安，有个半塔镇，位于安徽和江苏两省的五个
县交界处，是重要的商贸集散地。半塔镇原名白塔集。
县志上说，白塔集有一砖塔，雷电摄击三层，遗于泗州优
虎山，今存半塔，刻有赤乌元年（公元 238 年）字样，其地
亦名半塔集。

半塔是革命老区，一些大家熟悉的名字，如刘少奇、
张云逸、罗炳辉、徐海东、方毅、张劲夫，他们都在这里战
斗过、生活过。

自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中国有 100 年的屈辱史，
“革命”成为推翻封建统治者的口号，也自孙中山的亲密
战友陆皓东成为第一位为革命牺牲的烈士开始，革命者
不畏生死、前赴后继，以推翻封建统治者、抗击外国侵略
者为己任，赴汤蹈火，不惜献出生命。因此，在今天的中
国大地上，处处埋有“忠魂”，也处处有纪念陵园、纪念
塔、纪念牌。

在半塔，同样有一座烈士陵园，有一个烈士纪念塔，
纪念着半塔保卫战牺牲的革命烈士。纪念塔耸立在塔
山之峰，高十三米，为方形台体。塔顶屹立着身背斗笠、
大刀，持枪远视、威武雄壮的新四军战士雕像。正面是
陈毅亲笔书写的“革命烈士永垂不朽”八个雄浑遒劲大
字。

半塔保卫战是一场惨烈的战斗，也是一场力量悬殊
的战斗。1940 年 3 月，新四军与国民党军队在这里进行
了一场战斗，经过了 20 天的激烈奋战，新四军取得了最
后胜利。半塔保卫战创造了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范
例，实现了中共中央提出的“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战
略方针。

在皖东烈士陵园（原名半塔烈士陵园），我们在庄严
肃穆的纪念塔前站立，为烈士献花，向纪念塔三鞠躬，悼
念他们的英灵。

一个陵园，一座纪念塔，就是一部教科书。
我们要永远纪念为创立新中国、为人民谋幸福的先

烈们。他们用鲜血染红的旗帜，依然在指挥着我们前
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使国家更强盛，人民
更幸福。

印象来安印象来安（（五章五章））
□□宋同文宋同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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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九月，，步入了人生的新阶段步入了人生的新阶段。。孩子孩子，，我期望走近新学期的你我期望走近新学期的你，，可以穿过可以穿过
阴暗逼仄的茧壳阴暗逼仄的茧壳，，成为阳光下那只自由飞翔的蝶成为阳光下那只自由飞翔的蝶。。

绚丽的太阳已为你铺开金光大道绚丽的太阳已为你铺开金光大道，，青春的风帆将助你冲破重重迷雾青春的风帆将助你冲破重重迷雾。。
亲爱的孩子亲爱的孩子，，当你迎着朝阳轻舞飞扬当你迎着朝阳轻舞飞扬，，你是否还会频频回首你是否还会频频回首？？在状元楼在状元楼，，在在
梧桐路梧桐路，，在桂花亭在桂花亭，，还有你散落的脚印和空寂的巢穴还有你散落的脚印和空寂的巢穴。。

是的是的，，妈妈就是一个突然被掏空的巢穴妈妈就是一个突然被掏空的巢穴。。我还无法适应这过分安静的我还无法适应这过分安静的
空气空气，，无法平复这空落而怅然的心绪无法平复这空落而怅然的心绪。。我只会微笑地对着你的背影我只会微笑地对着你的背影，，道一道一
声珍重声珍重。。那一声珍重里有甜蜜的忧愁那一声珍重里有甜蜜的忧愁。。

在你的行囊里在你的行囊里，，我填进一年四季我填进一年四季。。填进衣食住行填进衣食住行，，填进看不见摸不着填进看不见摸不着
的手温和心跳的手温和心跳，，填进说不清道不明的纠结与不舍填进说不清道不明的纠结与不舍。。趁巢中还有熟悉的羽趁巢中还有熟悉的羽
翼翼，，我总是忍不住啁啾我总是忍不住啁啾。。虽然明知世间所有的苦难都无法避免虽然明知世间所有的苦难都无法避免，，所有的路所有的路
障都得你亲自跨越障都得你亲自跨越。。

我心里最美好的花朵我心里最美好的花朵，，我心底间最柔软的清泉我心底间最柔软的清泉。。我最亲最爱的孩子我最亲最爱的孩子
啊啊！！出征的号角已经响起出征的号角已经响起，，请让我执铜琵琶请让我执铜琵琶、、敲铁绰板敲铁绰板，，为你放唱一曲为你放唱一曲！！

在前行路上在前行路上，，不要被一片叶子遮住眼睛不要被一片叶子遮住眼睛，，不要为一朵花耽搁脚步不要为一朵花耽搁脚步。。在在
人生的路上人生的路上，，适度的放弃本就是智慧适度的放弃本就是智慧。。玉琢成器玉琢成器，，蚌病成珠蚌病成珠。。苦难是上天苦难是上天
对强者的恩赐对强者的恩赐，，阴影只是被挡住了的阳光阴影只是被挡住了的阳光。。对顺风和逆水都要心存感激对顺风和逆水都要心存感激，，
无论你走到哪里无论你走到哪里，，阳光和清风都会陪伴着你阳光和清风都会陪伴着你。。

““夫仁者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欲达而达人。”。”世间最难写的是情与义世间最难写的是情与义，，做做
人最重要的是诚信友善人最重要的是诚信友善。。世界喧嚣世界喧嚣，，你可以保持自己的沉默你可以保持自己的沉默。。玉兰的白和玉兰的白和
月光的香月光的香，，都是留给安静的灵魂欣赏的都是留给安静的灵魂欣赏的。。

别太迷恋自己的影子别太迷恋自己的影子，，也别放大个人的忧伤也别放大个人的忧伤。。有时间多仰望自在的有时间多仰望自在的
云云，，它的态度决定它的高度它的态度决定它的高度。。有空闲多凝视奔流的水有空闲多凝视奔流的水，，它的努力就是它的它的努力就是它的
实力实力。。总有明里暗里的风总有明里暗里的风，，试图摆布你的生活试图摆布你的生活，，你只需负责自己飞翔的方你只需负责自己飞翔的方
向向。。

孩子孩子，，无论前方有怎样的风雨无论前方有怎样的风雨，，无论道路有怎样的泥泞无论道路有怎样的泥泞，，你且记住你且记住：：风风
雨过后是彩虹雨过后是彩虹，，山穷水复过后是柳暗花明山穷水复过后是柳暗花明。。在任何时候在任何时候，，只要你转身只要你转身，，家里都有一盏为你而家里都有一盏为你而
亮的灯亮的灯。。

孩子孩子，，恣意去搏击吧恣意去搏击吧！！这是青春对你的赋予这是青春对你的赋予，，也是生命对你的恩赐也是生命对你的恩赐！！读万卷书读万卷书，，行万里行万里
路路。。你的生命你的生命，，将因远行而疼痛将因远行而疼痛，，也将因远行而丰满也将因远行而丰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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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县委、县政府的亲切关怀和支
持下，来安老年大学新校区于 2021 年
8月正式启用。新校区的启用，为老年
大学高质量的发展提供了坚强的保
障，为广大老年朋友提供轻松、优雅的
学习环境，为老年人实现终身学习保
驾护航。

老年大学是一所特殊的学校，是
党和政府联系关怀老年人的桥梁，是
为老年人搭建的终身教育平台。装饰
一新的新校区，设施配套齐全，网络全
覆盖，教室宽敞明亮，集健身、求知、交
友、娱乐为一体。

来安老年大学将按照“增长知识、
丰富生活、陶冶情操、促进健康、服务

社会”的办学宗旨和学、乐、为相结合
的办学原则，开设舞蹈、拳剑、音乐、二
胡、葫芦丝、摄影、诗词、书法、绘画等
16 个专业课，学科多样，专业规范，把
满足老年人精神文化需求和提升老年
人幸福指数作为办学的出发点和落脚
点，着力打造科学、规范、务实、宽松的
老年教育乐园。

坚持理论与实践并重，软件与硬
件并重，推进精品教学，培植一批银发
人才，擦亮闪光点，打造新平台，扩大
学员展示才华空间，开设第二课堂，鼓
励学员走出校门，为社会服务，让夕阳
更红，晚霞更灿烂。

同时，老年大学实现由要素驱动

向创新驱动的发展方向转变，充分利
用电视、电脑、手机、互联网等多媒体，
引入信息化教学流程。

在疫情防控常态化形势下，在做
好传统线下教学的同时，切实做好线
上教学，实现教育形式的多样化。开
发网上互动平台，巩固提高班级微信
群活动内容和操作水平。紧紧围绕学
养相宜、康乐有为的办学理念，搭建人
人愿学、时时可学、学有所成、学有所
用、学有所乐的广阔平台。并坚持从
思想上、政治上办校、治校、育人，把老
年大学真正办成“精神家园、知识学
园、健康乐园、和谐校园”，以优质的教
育，创造老年人的美好未来。

砥砺奋进开新宇砥砺奋进开新宇 齐心协力唱新声齐心协力唱新声
□□孙荣祖孙荣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