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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年前，我开始走珠海。公余
的消遣，就是乱逛。此后多次去，办
完正事，仍是乱逛。直到 10 来年
前，与李更有过一面之缘，才中止行
走的漫无目标。表面照旧闲散地游
看，但其实有了章法。

年龄差一代的李更，行事直来直
去，与我很是合拍。第一回讨论行
程，他问：“知道容闳么？”我反问：

“张罗过清末幼童留美？”“正是，被
称为‘幼童留美之父’。珠海人。老
屋悉数扒光，原装遗迹已无痕可寻，
咱们不去了。”后来李更告我，他发
表过《寻找容闳》长篇散记，抒写自
己南北奔波、追寻容氏步履的辛苦与
快活。李更手头，掌握容闳一堆金贵
货色，而今草草带过，想必别有隐
情。我对此无甚兴趣，也就不再多
问。

“知道苏曼殊么？”“好像是孙中
山的战友。”“先文人后出家，与弘一
法师类别相同。只是型号小些，不如
李叔同名声大。苏参与了辛亥革命，
激情饱满，算是革命和尚。故居尚
在，可去一瞧。”

看完苏曼殊，李更再问：“知道
唐绍仪么？”姓名完全陌生，我遂无
知无畏，果断摇头。“这位珠海老
乡可不得了，中华民国首任内阁总
理，咱去看看？”见我点头，他俨然
指挥员：“好，上车吧。”青春李更，
异趣附身。碰上如此心中有数的“导
游”，岂不是天上掉下的运气。

话说普天之下，凡名流故里，或
多或少，总有进进出出的人流。有人
是专程前来，行止敬畏，那叫瞻仰；
有人是碰巧邂逅，随意走走，那叫游
览。我通常属于后者，加之心理迟
钝，唐绍仪的“民国首任总理”，并
未立刻给人景仰的暗示。

出珠海，向北，车程半小时，抵
达唐家湾。

唐绍仪的生平陈列室里，看客们
无声移动，肃然仰视。老照片数量众
多，解说词言简意赅。主人的经历，
主人的学问，叫我的漫不经心很快消
褪。

1874 年，12 岁的唐绍仪懵懂登
船，系晚清幼童留美第三批学生，属
于容闳的家乡子弟。如今青年乃至少
年，美国求学，多如过江之鲫。刨去
种种原因，还得益于交通快捷。飞机
腾云驾雾，至多十数小时。而当年赴
美，唯海路一条。清政府颁布的教育
计划，明文锁定幼童年龄，10 岁至
16 岁，况无如今“陪读”一说。大
洋滔滔，数月漂泊，凶险无限，家
长、学童均须签字画押：“生死各安
天命。”如此一来，似乎是天大的好

事，却应者寥寥。万般无奈的容闳，
只得返回老家香山 （现今珠海） 一带
招生。最终数批共 120 名留美幼童，
绝大多数出自广东、福建等东南沿海
地区。

走着看着，突添意外惊奇。苦读
7载，唐绍仪学成归国，居然、居然
来到天津做事。年龄不足二十，已脱
尽生涩，典型大知识分子。德才兼
备，仕途顺遂，十几年后，做上关内
外铁路总办。

再看下去，唐绍仪居然、居然与
美国赫伯特·克拉克·胡佛私交甚笃。
斯时，年轻的美国人胡佛，正在天津
任开滦矿务局工程师 （局址设在天
津）。久居天津的我，这之前不曾听
说唐绍仪，但晓得胡佛，且一直为之
着迷。美国第 31 任总统，于天津

“淘金”起家，天津人想想都会来神
儿，按捺不住一股莫名的牛气。胡佛
下 榻 的 利 顺 德 大 饭 店 ， 建 于 1863
年，华夏首座涉外饭店，全国酒店业
唯一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胡佛长住
的309号房间，是我多次引带国内外
朋友参观的“景点”。有一年我去拉
斯维加斯，浩大赌城只当稀奇，一转
了之，却去东南 40 英里外的胡佛水
坝，盘桓了整整一天。此坝胡佛任上
建造，拦腰斩断科罗拉多河大峡谷，
上世纪 30 年代被誉为首屈一指的世
界水利工程。

唐绍仪与胡佛，这两位天津的
“亲戚”彼此交情如何，且读后者回
忆录中一段记述：“……收到通知
后，威尔逊和我就在天津乘火车。该
趟列车拖有一节唐绍仪先生专用车
厢。唐先生时为中国北方铁路总监。
他很热情地邀请我们与他同行，此后

发展为一段不同寻常的友谊。唐先生
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为人正直，有
才干，对中国未来怀有远大的抱负。”

显然，胡佛看人，眼神儿不错。
似乎为佐证国际友人的慧眼，唐绍仪
自身表现，确可圈可点。先做了中国
驻朝鲜总领事，后做了山东大学第一
任校长。50 岁那年，扶摇直上，索
性做了中华民国首任内阁总理。堪称
超凡脱俗的是，唐绍仪辞去总理 10
年 之 后 ， 又 毫 无 屈 就 之 辱 ， 坦 然
上任广东中山县 长 。 历 经 4 年 操
劳 ， 将 该 县 治 理 成 “ 全 国 模 范
县”。如此胸襟，颇受毛泽东欣赏，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数次以唐为楷
模、推崇其做官为人均安之若素，能
上能下。

前些天，我从天津又到珠海。仿
佛领受了津门乡亲的重托，决计再访
唐家湾。短短数年，此处已与市区相
连，路上费时明显增多。进得唐家花
园，循惯例，主人生平陈列馆还是要
进的，精英荟萃的唐家湾名人堂仍是
要看的，中西合璧的观星阁也是要登
的。这些被讲解员引导的过程，于我
而言，都带有重温般的缅怀。

“规定项目”完成，我与讲解员
小林攀谈起来，请她细说园子的“历
史”。面相贤淑的小林，尽职而聪
慧，释疑答惑十分清晰。

107 年前的 1910 年 （清宣统二
年），48岁的唐绍仪出资建园，初名
玲珑山馆，倒也贴切，园子小巧而又
傍山。随着不断扩充，5年后正式定
名共乐园，寓意与民共乐，素朴明
了，文盲、孩童皆可领会。唐绍仪亲
笔题联：“开门任便来宾客，看竹何
须问主人。”园内又岂止有竹，主人

亲自劳作移栽的荔枝树、罗汉松便达
300余棵。另有百年古树无数，株株
皆非等闲之辈，包括法国桃花心木，
菲律宾葡萄树，马来西亚紫荆、素心
兰、人参果等珍稀品种。此园占地近
400 亩，除去四处郁郁苍苍的古树，
平地、山坡无不遍植名花异卉。此园
声名鹊起，各界名流趋之若鹜。1931
年，一代名伶梅兰芳的“堂会”，竟
然唱进共乐园。酷爱植物的梅大师，
留连忘返之际，培土浇水，栽下美人
树一小株，留下佳话一大段。出乎世
人预料，如此一座岭南罕见植物园，
竟被唐绍仪拱手相让。70 岁生日

（1932 年 1 月 2 日） 那天，他庄重宣
布，将园子及所有附属建筑，悉数赠
予唐家村全体村民，让“共乐”彻底
名副其实。

小林告诉我，共乐园作为珠海市
最具规模的历史园林，已榜列“珠海
十景”前茅。成为广东省文物保护单
位后，因其独特的“绿色”质地，更
多海内外游客慕名而至。

我问小林，这座园子，如果当初
未被捐出，今日命运如何？她稍有迟
疑，又立刻摇摇头：“不可想象。”其
实，这是不消假设的。一座私家园
林，如果始终“捂”在自家手里，随
社会变迁，造化弄人，定然早已面目
全 非 。 而 蜕 变 为 民 众 共 享 的 “ 公
园”，则能产生天然防护，不容人随
便打它主意。进入新的世纪，好事连
连，躬逢营造绿水青山的清明盛世，
已多年造福一方的共乐园，焉有不火
之理。

我觉得相互“已熟”，便不揣冒
昧，直言询问工酬。

小林坦然告我，共乐园完全免费
开放，就连讲解，也是无偿提供 （仅
需预约）。园子运转的经费，极为拮
据。员工收入虽然微薄，但未受烦恼
所扰。“比如自己，”小林轻言细语，
却能让人听出一片诚恳，“每天巡护
唐老留下的这座百年老园，呼吸着新
鲜空气，向客人们讲述老先生的高风
亮节、深谋远虑，我特别知足。常
常，我会有一种奇妙的感觉，听众受
到一份感动，自己心里也仿佛添加一
份安静。”

握别时，小林相邀，任老师，欢
迎再来啊。

我说，一言为定。
我说的是心里话。凡有内容的地

方，均值得“再来”。唐家湾我肯定
还会第三次造访。到那时，又将会有
些什么心得？不知为何，还未走出共
乐园，便在心里自问自答。

最终虽无答案，但我信奉温故知
新的老话。

雪白的墙，朱红地板
长方形的桌子，摆放的火柴蕴含火焰
十二张圆木凳，肃穆有序

七月的潮湿已退出街衢
平静的天空酝酿风云
十八平方米的斗室，阳光倾泻
在一声声激昂的讨论中
镰刀铮亮起来了
铁锤坚硬起来了
镰刀和铁锤构成的图案，关乎
理想，信仰，命运，开天辟地的大事
在于无声处听惊雷的时刻
呈现出开阔敞亮的前途

应该记住
黄陂南路374号的石库门房
应该记住
十二张生动有神的面孔
应该记住

《宣言》扉页上的一行大字
应该记住
历史对这片土地的庄严承诺
应该记住
时代潮头被大海无限拥抱
应该记住
航行的大船由此驶向光明

当然，焕然一新的黎明也会被黑暗侵蚀
但，东风浩荡，雷霆轰鸣
一串串高傲的名词，坚忍不拔
他们的背后，赤水澎湃，沧沧泱泱

初 心

金色季节，太阳如葵花
祥云飘荡，悠闲赶路，万物欣喜
大地上的生灵漫烂生机
晨曦打在窗棂
红旗上的星星，熠熠
在这个最圣洁的光谱深处

劲风猎旗，响彻天宇
在我们头颅敬仰的高度之上
飞翔的灵魂，朴素的光泽
荡漾的春潮拍击黄钟大吕
江河奔涌，山岳奔腾
这个崭新的时代，希望和真理一望无际
与太阳勾勒的抛物线连在一起

在寥廓苍茫的版图上
七月是凝重的松涛
在峥嵘崎峻的高原
初心是明亮的北斗
一串脚步追一串脚印
喧腾的土地升腾地气
我能感受的温暖，除了阳光的恩赐
还有坚强的意志
——不忘的初心

黑夜里不曾沉沦的眼睛
风雨中坚稳的青松幼林
你们尽情展现属于青春的心跳
深情呼吸，自由筑梦
我看见一匹匹锦缎仿若朝霞
镰刀收割梦想，铁锤淬炼幸福
在吹尽黄沙始见金的河床
天山月皎，东海霞赤
赤诚的初心，愈发明亮
灯盏一般悬挂在广场上空

阳光和清风酿造的甘诒
总会沉醉岁月之前的草芥
稼穑丰盈的姿势总会迷离原野
一滴白露，灌溉垅田
一片秋叶，歌咏沧海
奔在路上的人啊，不忘初心

“敬仰黄天厚土上的一切
唯有爱和信任不可辜负”

寒冬腊月，雪花飞舞。天地一片
苍茫。

临窗的书桌上水仙花羞答答地绽
开了。青翠叶片，簇拥着朵朵秀美小
花，姿态绰约，清香袭人，宛如水上
仙子婀娜多姿，给冬暮岁尾带来雅致
而温馨的格调。

说起水仙，真有点愧疚。几年
前，也是寒冬腊月，雪舞的季节。我
第一次摆弄水仙，先把花球剥了外
衣，略施雕刻，然后放进水钵里滋
养。等到它将开花的时候，移入盛着
清水和石子的花盆里。

可是到了除夕，包在叶膜里的花
蕾仍迟迟不肯开放。叶茎却越长越
高，越长越密，大 有 喧 宾 夺 主 之
势 。 我 焦 急 且 恼 怒 ， 拿 起 剪 刀 ，
将叶茎齐刷刷地剪去一大截。结果事
与愿违，这盆水仙萎萎缩缩，始终未
见开放。

那年春节，一批又一批学生前来
拜年。师生欢聚，其乐融融。然而，
见到这盆水仙，大家不免有些惋惜。

第二年冬天，有个已经毕业好几
年的外号叫“瘦的诗人”的学生，给

我送来几个花球，并默默地帮我弄
好。隔几天，他还来察看生长情况。
以后，每年的水仙花都是他送来，也
都是他精心培育。

他身体依旧那么瘦弱，眼神依旧
那么清纯。有一次，他告诉我，在希
腊神话里，水仙花被认作美男子的化
身。传说他不爱任何少女，却与水中
自己的影子发生了爱情。当他猛地扑
向水中前去拥抱影子时，灵魂便和自
己的肉体告别，顷刻之间化为一株标
致的水仙花……

我知道，“瘦的诗人”就是这株
标致的水仙花。理想和现实幻化为一
首美妙的诗。他叙述时，干瘪的胸膛
急剧起伏着，眼里闪烁着泪花。然后
定定地望着我，一如当年认真听我讲
课的神态。我凝视含苞欲放的水仙
花，又看看这位已经长大成人的学
生，竟不知说什么才好。

那时，他成绩平平，却苦苦迷恋
缪斯女神，不断有诗歌见诸报端。他
上课老是走神。那清纯的目光，常专
注着窗外的蓝天白云。倘以考试名次
判定学生优劣，他显然是“差生”。

因此，在班会课上，我曾断言：成绩
不好，光会写诗有什么用？全班同学
轰然大笑，他的脸刷地红了，眼神黯
淡下来。他没有争辩。

毕业后，他勤奋工作，成为一所
小学的教学骨干；他笔耕不辍，又成
为小有名气的青年诗人，并成了“吃
皇粮”的专业作家。他每年都来给我
拜年。他出诗集时，居然还是找我为
他作序。

此刻，水仙花又如期盛开了，仿
佛“瘦的诗人”纯真的笑脸。花朵白
得像云。花蕊黄灿灿，像云中的阳
光。仿佛一首清新淡雅的小诗，给我
的寒冬平添了无限乐趣和暖暖春意。

我忽然想到，当初我以世俗眼光
看待如此清纯的学生，是否过于粗暴
了？当我自以为是地训斥学生时，是
否扼杀了他们的创造力和自尊心？

“瘦的诗人”几年来一直为我小心呵
护着水仙花，难道不是想悄悄地向我
诉说什么？

古人云：“教学相长也。”我从教
30 多年，以教书育人为荣，以传播
人类文明自诩，自我感觉良好。然

而，从学生身上学到的东西，感受到
的真诚，更使我生命得到净化，灵魂
受到震撼……

窗外，又纷纷扬扬飘起了雪花。
不禁想起了泰戈尔的一句诗：“下雪
的日子，我心纯净。”我的眼睛有点
湿润了。朦胧中，我看到水仙花在向
我微笑，犹如“瘦的诗人”纯真的面
孔。

我想，今年春节，不能再在家
里坐等他来。我要先去真诚地向他
拜年……

初心：

爱和信任不可辜负
□王法艇

第三次又会有什么心得？
□任芙康

水仙花开
□孙建国

珠海共乐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