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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鹰

还是年少读书时即知，湘乡东山书院演

变而来的东山学校是毛主席的母校，是少年

毛泽东走出韶山冲接受新式教育的第一站。

此前对湘乡的印象，来自于“一群湖南人，半

部近代史”的史料记载，而在这群湖南人中，

又以湘乡人居多。

直到毛主席诞辰 128周年之际的初冬，湘

乡行实地探访东山书院，从书院倡修者新疆首

任巡抚刘锦棠解甲归田兴学，到办学者以实学

育才救国，到书院培养的开国领袖毛泽东和陈

赓、谭政等开国大将，深感湘军故里的崇文尚

武重教，经世致用的湖湘文化和家国情怀因东

山书院相连一脉相承、延绵不绝……

倡修者：封疆归来一乡绅

青砖灰瓦的东山书院前傍清清涟水河，

后倚苍苍东台山，紧邻湘乡县城。建筑风格

朴实无华，不事精雕细刻，一如其所倡的“教

之以实事，程之以实功”的教育理念。正厅顶

梁正中绘有中国传统阴阳八卦图，两端书有

“钦差大臣太子太保尚书衔甘肃新疆巡抚一

等男刘谥襄勤倡修”“大清光绪二十三年丁

酉孟冬月谷旦十八里士绅建”。倡修者即协

助左宗棠收复新疆并出任新疆建省后首任

巡抚的湘军悍将刘锦棠。

在湘乡人曾国藩为首并一手创建的湘军

阵营中，因军功而擢升督抚者灿若群星，刘锦

棠的身世和军功都充满传奇。其父亲在湘军

成立之初参军谋生，不久战死岳州。其母因生

活所迫改嫁。在祖母抚养下，刘锦棠 15岁参加

湘军为父报仇。作战勇猛且有智谋，跟随叔父

刘松山作战。刘松山阵亡后，刘锦棠继承叔父

遗志全面接掌老湘军时，年仅 26岁。左宗棠进

军新疆后为前敌总指挥屡建奇功，助左宗棠

收复新疆不过 35岁。1884年，新疆建省刘锦棠

为首任巡抚，史家有“新疆设省之议，发自龚

自珍，定于左宗棠，成于刘锦棠”之说。

边疆稍定，刘锦棠即萌去意，念及祖母

年迈两个儿子战死 ，上奏朝廷回乡孝亲报

恩，但数次奏请均未获批。祖母陈太夫人是

伟大坚强的女性，不但在长子战死儿媳改嫁

后抚养孙子成人，还将朝廷所颁赏赐为山西

赈灾捐银三千两，并命刘松山、刘锦棠叔侄

捐家财兴办刘氏族学（今城江小学的前身）。

光绪十五年（1889 年）春，刘锦棠以其祖母病

重回籍省亲获批。此次告假回乡，“陈太夫人

耄年已不省家人子弟，公亦须髯不类少时。

陈太夫人以为上客，公持之以大号，终不可

辨识”，也就是祖母因老年痴呆认不出孙儿，

可以想见铁血悍将刘锦棠戎马一生建功归

来是何感受？不独于此，生母健在也不能探

望，因湘中礼法“孝子不养下堂母”，湘乡风

俗视丧夫后撇下子女改嫁为对丈夫不贞、子

女不慈行为，儿女成人后哪怕再有出息也不

得供养改嫁生母。身为封疆大吏荣归故里，

母子俩只能隔河相见。刘锦棠回籍后侍奉祖

母两年后送老送终，尽了孝道。

光绪十六年(1890 年)四月，为培养贤才，

湘乡士绅许时遂等发起筹建东山书院，呈文

得到湘乡县衙支持。光绪十七年（1891）年，

刘锦棠带头捐款两千两，士绅积极响应。光

绪二十年（1894）中日甲午战起，朝廷急召入

京，他立即从乡间启程，不幸刚到县城就中

风病倒，死时年仅 51 岁，随身行李中只有奏

稿别无长物，清廷赐谥号襄勤。

办学者：实学才能救中国

书院作为独具中国历史文化特色的教育

机构，萌芽于唐，兴盛于宋，延续于元，全面普

及于明清。清代末期，湖南是办新式学堂最早

也是最多的省份之一，东山书院是新式学堂

的代表和先锋。当时教育年鉴就赞之“开湖南

新学之先河”，与北京同文馆、湖北自强学堂

等并称为中国最早的新式学堂。与千年学府

岳麓书院相比，东山书院虽属后起之秀，但其

所育英才对国家的贡献令人肃然起敬。

倡 修 者 刘 锦 棠 去 世 后 经 过 几 年 兴 工 ，

1900 年才全部落成。其间，甲午战争的惨败

和《马关条约》的签订，让开明士绅不再执著

于旧式书院教育，转而主张发展培养中西兼

通的实用型人才的新式教育。时局变化和社

会变迁对东山书院的创建产生深远影响，并

按刘锦棠的倡议先行添设东山精舍。光绪二

十一年(1895年)，湘乡举人向湖南巡抚陈宝箴

呈文，“原任新疆巡抚刘襄勤公思矫其弊……

创议添设东山精舍，以劝学育才……”

办学者认为，只有实学才能救中国，而

兴实学必须废科举，提出“教之以实事，程之

以实功”的教育理念。在书院正厅左廊壁上

《东山书院记》石碑，文中“用能实事求是，以

称雄于五大洲”一句赫然显目，这应该和岳

麓书院“实事求是”匾额一样对毛泽东产生

了一定影响。东山精舍仿张之洞创办自强学

堂成法，教学内容完全是变法图强的新学实

学，分科造士，摒弃了传统书院科举仕进的

初衷，转向培养经世致用的实用人才。

东山书院“实事求是”“变通求新”的办

学思想还体现在实践湖湘文化经世致用的

主张，引导学生关心社会发展。每月购《万国

公报》两册，每季购《格致汇编》两册，又有开

启民智的《申报》《汉报》给诸生阅览。注重学

生身体素质的提高，增设体育设施。书院山

长须选择品学俱优、学贯中西人士充任。建

筑上也西学为用 ，大教室按照西洋风格建

造，高大横格窗装进口玻璃采光好，两块大

黑板可以上下移动，令人惊叹百多年前即如

同今之大学课堂。

求学者：学不成名誓不还

不敢想象百年前一代伟人走出韶山冲在

此求学时的场景。少年毛泽东得知母亲文氏家

乡湘乡有所新式学校时，于 1910 年秋来此求

学。当时父亲毛顺生原本要他去米店当学徒，

临行前他改诗赠父表达志向：“孩儿立志出乡

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

处不青山。”校长李元甫思想进步，慧眼识才，

对毛泽东入学考试的作文《言志》高度赞赏，认

为文章优美，称“学校取了个救国才”。

毛泽东在东山学校期间刻苦学习、博览群

书，特别对《盛世危言》《新民丛报》等进步书刊

有浓厚兴趣，较多地接受了维新派思想，喜欢

康有为、梁启超的文章。他的文章器宇不凡，气

势如虹，得到老师“视似君身有仙骨，寰观气

宇，似黄河之水，一泻千里”的评语，很多经典

佳句在同学中传抄，被同学誉为“文章魁首”。

他积极参加体育锻炼，登山游泳，磨炼意志，强

健体魄，同时心系天下，忧国忧民，与同学聊天

约定“三谈”原则，即谈读书心得，谈社会问题，

谈国家大事。他同情贫苦人民，主动为佃户挑

水劈柴，为无钱请“划子”渡河的母子垫钱，把

被褥送给贫困工友自己则与一同读书的表兄

共床就寝。他还取笔名为“子任”，意即以天下

为己任。由于勤学用功、成绩优异，经过李元甫

的推荐，毛泽东于1911年春如愿以偿地入读设

在长沙的湘乡驻省中学。

东山学校是毛泽东走出韶山冲的第一

站，为他探索世界、改造世界奠定了实学之

基。1936年，毛泽东在陕北向美国记者斯诺介

绍了自己的母校东山学校，“在这所新学堂

里，我能够学到自然科学和西学的新学科”。

1955年，毛泽东在与东山同学谭世瑛谈话中，

再次说起了东山学校在他成长中的重要性，

“我进不了东山学校，也到不了长沙城，只怕

出不了韶山冲呢!”1958年，毛泽东为母校题写

校名“东山学校”。今天，这所从创建之日就担

负实学救国使命培养众多英才的百年名校已

成为湖南省重点中学，欣逢伟大的新时代，见

证并肩负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全新使命。

文以载道，以文化人。文化教育的引领

作用，是根与本、源与流、魂与体中的至高地

位。历史有时蒙尘，但英雄不会被忘记。作为

立德树人、培根铸魂之所，东山书院的倡修

者、办学者和求学者，将永远被人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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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志辉

喜欢水，一向远胜于山。不

仅因为水之柔美，更因了水之

柔韧。我想这世间，再没有比水

更有张力的事物了。她可以波

澜不兴，也可以惊涛拍岸，水滴

石穿。我无数次流连在海边、江

岸、湖畔，只是想与水亲近。而

无论行走多远，故乡那泓清澈

碧绿的洣水，都深存脑海，念念

不忘。

洣水，发源于罗霄山脉，如

玉带般穿行于崇山峻岭。泛舟

洣水，人在竹筏中，竹筏微漾在

水波上，水清幽幽的，如明镜一

般。顺流而下，有微风徐来，不

知不觉中，心中的烦愁与不顺，

都随风散去，亦或是消融于水

了吧。

“种竹交加翠，栽桃烂漫红。”洣水两岸，

青翠欲滴的是竹，它们一丛丛、一簇簇，探过

身来，在微风中轻歌曼舞，守护着这片美好。

枫叶红得肆意，尤其是绝壁上的那一树红，显

示出一种高贵的落寞。仿佛被遗落在风里的

一匹绸缎，就那么淡定，安静地，兀自盖了岩

的一角，山风一吹，闲闲地散发着清香，让人

徒添几分喜悦。野菊花扬着清白的脸,仰望着

长空。

椭圆的野果高挂在枝头，颜色还是青绿

的，乍一看，以为是树上结的果实。细看，却原

来是一些青藤逶迤而上，把果子挂在了高高

的树枝上。

岸边的芦苇在风中飘荡，有着一种飘然

世外的美。天蓝得明媚，这些花、鸟、草倒映在

水中，也绿出了一种诗意，撩拨着情绪，给人

一种画影成双、水天一色的感觉。

“秀水清如玉，奇峰翠插天”。船工只需用

竹篙轻轻一点，不同的景致便像电影画面一

般，交错而来。逶迤而上，有时，你明明以为船

要到滩了，然而，峰回水转，又有不同的美景

呈现在你眼中。

风从别处来，也不知耳语了什么，使得洣

水愉快地漾起了细纹，层层叠叠地向远处不

断荡漾开去，如达成了某种神秘的默契。

洣水清澈见底，能看得见河底的卵石和

嬉戏玩耍的红嘴鱼。有人往洣水里掷鱼食，水

面便冒起欢乐的水花来。水草繁茂，柔柔地在

水中舒展着、铺陈着，长成自己想要的模样，

有些还开了白色的花。

一群小鸟，砰地一声从树叶间箭一样地

射出去。在更高一点的树枝上落下来，警惕地

看着人。它们的样子比麻雀更小，有着靛蓝的

羽毛，蜂鸟般玲珑可爱。一只有着金黄毛的小

鸟，藏在一片红叶间，如果不是它婉转的鸣叫

声，你几乎要忽略它的存在了。

周遭的一切都如同被洗涤过似的，纯净、

美好。冬的暖阳下，人也懒洋洋的，竟迷迷糊

糊在竹筏上打了一会盹。同筏的人惊喜地叫

道：“瞧，野鸡。”果然，在成片柔软的狗尾草

中，一只白羽的山鸡，拖着长长的尾巴，在风

里悠闲地漫步。对悠然而棹的竹筏，人群因它

而起的尖叫，有着熟视无睹的淡然。仿佛大自

然只许了它这一川灵山秀水，它们才是这山

水真正的主人。

就这样安静地漂流着，聆听着流水声，竹

篙声，什么也不用想，什么也不用做。只留风

清目明，眉目疏朗间，觉现世安好。仿佛那些

生活中的喧嚣已远离，天地之间，只剩这一泓

碧蓝与澄明。

水面上起烟了，轻轻地，柔柔地，雾一般，

氤氲着。有一种沉静之美，又有一种不胜凉风

的娇羞。与那山顶的雾，正好相互映衬。

只有那水里的小鱼小虾，清晰可见，天上

的小鸟倒映在水里，和那些清水中的鱼儿凑

到了一起，又倏地分开了。只有红蜻蜓轻柔地

划过水面。

这些美好的事物，彼此遇见，如同长河与

落日的相遇，大漠与孤烟的相依，西风与落叶

的共舞，这一切美得那么自然，和谐。

人在水中游，时光就这样静静地从指尖

溜走了，片痕不留。恍如乘一叶小舟，一任岁

月的河流，安静缓慢地流向深远处。是的，洣

水正如一位性情投洽的朋友，你若委屈，她静

静相伴，你若哭泣，她陪你一起落泪。她不会

追问你落泪的缘由，也不会指点你迷途的方

向，只是静静地守候你，容忍你的消沉，你的

恣意，还有你小小的任性。她若远若近，若即

若离，却是贴心暖肺地陪伴着你。她不亲近、

不灼热，却能在不知不觉中，让你心情舒缓明

亮，让你的心安放妥帖。

清水渡洣桥，凭栏魂欲销，只想有那么一

天，能与亲爱的你，在竹筏上温一壶茶，细细

品尝，听听洣水两岸的虫声鸟鸣。是的，还有

什么比这更能让人愉悦的呢？我所期待的，不

过是，在美如画的洣水中，趁时光不算太老，

能与你同舟共渡，同语欢笑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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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手持倚天剑

或肩扛明月刀

还有人赤手空拳

什么兵刃也不要

眼观六路

耳听八方

行走在江上湖上

不见一本正经工作

不为柴米油盐忧愁

喝酒吃肉

穿美丽的衣裳

一些人走过峨眉崆峒少林武当

踏遍中原

一些人隐居天山大漠西域苗疆

遗世苍茫

他们相识相知

爱恨交织

他们走马放歌

刀剑问情

他们咫尺天涯

一生追寻

一些人

风过了无痕

一些人

思念到如今

方雪梅

晚饭后，我给自己泡了一壶红茶，然后，静

静地面江而坐。

平生第一次，长江像闺蜜一样，在初夏之

夜，如此近距离地与我相对，且不时用一袭袭润

湿的江风，对我耳语，亲密而闲适。此刻，它收起

了白天横生的烟雨，与对岸高耸的楼群一起，换

上了灯光的夜礼服，再从玻璃窗外探入一卷卷

五光十色的柔情，抚摸我的异乡之夜。

其实，武汉于我，也不算异乡。

我是地道的楚人，出湘入鄂，坐在云梦泽的

楚天楚水旁，同样如回到故土。相反，看到浩浩长

江，感觉它的每一朵浪花，都是自己的亲戚。这一

条大水，与我生长的洞庭湖，与倾覆我曾祖父人

生之舟的荆江，与长眠着我舅舅、外祖母的汉水

源头，连接交汇，是贯通我血缘的一根粗壮的线

索，牵连着我最隐秘心底的一种亲情。我以曾孙

女、外孙女、外甥女、女儿的情感，面对隔窗相望

的夜长江，思绪汹涌，仿佛从满江灯影里，看到自

己生命的来路，心头腾起莫可名状的柔软感。

这是 2021 年的 4 月的一个夜晚。我住在汉

阳的晴川阁边。房间在七楼，距离长江不过百十

米，视野辽阔，让我心生欢喜。不用移步，也不必

费周折外出，江景便直接扑到了眼前。我得以与

一条江对视、私聊。这场无需语言，也不必调动

文字的交谈，参与者，只有大武汉的静夜，一江

流动的光影，和我那颗在无声中激荡不已的心。

江南正当梅雨细雨过后，蒙蒙的江面，不时有

轮船，剪开夜色，来来去去。我注意到，有几艘彩灯

环饰的旅游船，在江面游弋，其中一艘是有名的“知

音”号。它被打造成了怀旧的实景剧现场，登上船，

人们就穿越到武汉的码头文化、民国风情之中。我

已经感受过船上绅士、名媛的歌舞，洋酒咖啡以及

亲友送别的脉脉温情。我欣赏武汉人文化创意的别

出心裁，更为那段伯牙子期“高山流水遇知音”的千

古情谊心动。这个发生在武汉后官湖畔的故事，几

千年后，成就了武汉三镇的文化基因和品格。这个

故事，在宽阔的长江上，流传千载，到今夜还在轻柔

的江风里，撩人心弦。我敬重这两个男人的千古一

遇，他们让大武汉的人情物意，变得更有温度。

其实，在我的眼睛里，长江滩头溅起的水

花，和草尖上的虫鸣，都是柔情万种的。它们能

唤起我心底蛰伏的往昔。我与这座城市的交情，

始于多年前，第一次，坐绿皮火车来武汉，陪大

姐到汉正街进货。从街头到街尾，密集的门面，

攒动的人流，那种热腾腾的商业气息，让尚在读

中学的我，有种被排浪掀起的眩晕般的惊诧。这

个城市的商业活力，强劲而又带着市井的朴拙。

记得那天，供货的服装店老板听说我们没

来得及吃早餐，马上打发店里人买来两碗热干

面，热情地请我们“过早”。在武汉地面，吃早饭，

就叫“过早”，用汉腔汉调说出来，味道绵柔亲

切，似乎里面飘荡着柴烟气息。从此，我觉得武

汉话里“过早”两个字最好听，最有方言的韵味。

后来，我有机会挂上“武汉大学”的校徽。与同学

去早餐时，也会使用“过早”这个温暖的词。我在

樱花树下留影，在桂园、樱园的宿舍台阶上蹿上

蹿下，在东湖的快艇上狂叫、嬉闹，在长江沙滩

上戏水，还不可救药地爱上了热干面，爱上了这

座城。尤其对闻一多老先生，把“罗家山”改为

“珞珈山”，大为佩服，“珞珈者，美玉也”。武汉本

就是一块温润之地，配得上这样的地名。

武汉，也是个骨密度值很高的城市。

从它强壮的骨头里，可以掏出火焰与钢铁。

且说对岸的黄鹤楼，我看见它的檐角被淡黄色

珠灯勾画出清晰的轮廓。正是在它的琉璃瓦上，

有“白云千载空悠悠”，有“孤帆远影碧空尽”，有

“晴川历历汉阳树”和“江城五月落梅花”，有崔

颢、李白、孟浩然、范成大、黄庭坚等人的纶巾敞

袖，更有岳飞的《满江红·登黄鹤楼有感》：“何日

请缨提锐旅，一鞭直渡清河洛。却归来、再续汉

阳游，骑黄鹤。”一腔壮怀激烈的报国之心，让河

山动容。岳家军的猎猎战旗，在黄鹤楼下，飘扬

了七个春秋。金兵第一次入侵，岳飞从九江西来

武昌，收复了襄阳六郡。1140 年，金兵再次南侵，

岳飞从武昌出发，率十万大军，收复洛阳、郾城，

颖昌、朱仙镇……他出生入死，洒尽英雄血，给

外敌留下一句“撼山易，撼岳家军难”的浩叹。

“以身许国，何事不可为？”公元 2020 年，在武汉

雷神山、金银潭抗疫前线，我们在无数医护人

员、志愿者和社区工作人员身上，看到岳家军不

死的魂魄，依旧在黄鹤楼登高远眺，依旧在每一

栋高楼、每一条街巷，闪耀钢铁的光泽。

武汉的刚，还奠基在长江大桥坚实的桥墩里。

时间回闪到上世纪 50 年代，在缺少资金、

技术和经验的情况下，国人在湍急的长江，架起

了新中国的脊梁——武汉长江大桥。数年后，从

纪录片看到这条钢铁长龙，我就发誓，有一天，

一定到武汉去看桥，就像走访一个老朋友。今

夜，长江大桥在就伫立我视线的右侧，历经七十

多年的惊涛骇浪，它依旧稳稳地站在龟山和蛇

山之间，托举着江城的滚滚车轮和生活前行的

脚步。隔窗看到它稳实的身影，在绵延的灯光

中，与波浪之间，唯美得让我着迷。

与浩浩江水对坐，我眼睛里的满城灯火，就

是一篇雄文。这个不久前按下了暂停键的城市，

重启的活力，重启的生活，依旧奔腾入江涛如

海。我知道，重启的，还有这一江灯火里的希望。

江水里的柔与刚

东山书院全景。 周新湘 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