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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
■ 韩鹏霄

《临江仙·建党百年寄》

把酒滔滔祭英魂，记取血

雨腥风。抛颅笑谈主义真，凛

然赴就义，舍身为工农。

愿为真理轻枯荣，百年不

倦追逐。燎原星火遍神州，明

堂褒忠烈，征途再峥嵘。

把诗歌唱
——致朗诵者

■ 张宏亮

静态的诗句，

从你口中迸出，

就像空中的哨鸽，

震颤翅膀翩翩飞翔。

粗拙的诗句，

因你而细致别样；

精美的诗句，

因你而久久难忘。

一个停顿，

令人期待；

一个急进，

让人血脉偾张。

时而低吟，

时而清亮。

时而深沉，

时而高亢。

或如泉水汩汩，

或似滔天巨浪。

让人沉湎其中，

让人有无限遐想，

让人扼腕叹息，

让人意气飞扬！

你将诗的意境，

提升得令人向往。

你挥洒着诗的灵魂，

在时空中游弋飘荡……

你的情感饱满了诗，

你在倾情地把诗歌唱！

老师哥今年八十岁了。很多同
学校友都写文章怀念和老师在一起
的日子。我们这一级，是赵老师从
教以来的第一届学生。老师大学毕
业二十郎当岁，我们高中生也都十
八九；我们惊喜于有这样一个朝气
蓬勃、年龄相近的老师，老师也珍
爱他耕种的这第一茬花草，于是，我
们之间就有了大孩子和小孩子的故
事……

赵老师极其聪明。他在外语
学院是俄语专业，教我们时课堂
上青春活力激射，商中高 65 级三
个班约 120 人考上 100 多，升学率
90%，这得之于大部分同学的俄语
拿了高分！这就是外语老师赵华
昌，刚大学毕业无教学经验可言，
却使他的这届学生一炮打响！新
时期以来英语吃香，老师华丽转
身、果断改学英语，他完全自学，
代课后深受同学欢迎，教学效果
竟超出英语专业的老师；后来居

然带了重点班的英语，高考成绩
在商洛地区拿了第一！退休后在
小东门办了个英语补习班，求学
者如潮，老师也完全靠自己的聪
明才智和勤奋在大唐芙蓉园近旁
的高尚社区买了大房子，和师母
安享晚年。

赵老师多才多艺。上世纪 60
年代中期，老师的乒乓球在商洛地
区数一数二，也曾在省上的比赛中
拿过名次。老师的口哨吹得十分动
听，那时候学生的劳动多，我们或
在前园子种菜，或往后坡上抬粪，
听到老师优美的口哨声，疲劳顿
消。学校组织节日会演，班上排的
节目中有同学说快板，老师叫到他
房子耐心指导，说你不光要说好，
还要辅以动作，比如手势、眼神、包
括脚步的移动，手把手地教了几
遍，后来这个节目还被选为下乡演
出节目，同学们都说多亏老师这个
好导演；女生排了个小舞蹈，尽管

有音乐老师专门辅导，但赵老师的
几条建议为这个节目增色不少。当
时电影《五朵金花》刚上演，老师建
议学校给学生包场，看完后又给我
们讲这个故事的积极意义、五个金
花的性格对比，讲其中那些优美的
插曲等等，一场电影，因为老师，我
们获得了多方面的审美和知识。老
师弄啥成啥，像锥子到哪里儿都能
露出尖儿。新房子的装修出于老师
设计，诸多地方是老师亲自施工，
完成效果竟比装修设计公司的更为
高大上。

赵老师喜欢玩耍。他是我们的
娃娃头，我们背后叫他老师哥。他
新买了一台“红灯牌”的电子管五灯
收音机，我们一伙小男生聚在他宿
办合一的房子，听他给我们讲收音
机里播放的交响乐；他新买了一辆
自行车，推到操场上同学们挨个儿
学骑；甚至有个周末，他带同学去商
县城南门外看“棒槌市”，那时候的

南门外，丹江岸边有一溜青石，城里
的女子媳妇一字儿排开洗衣服，花
花绿绿，棒槌起落，实在是一道好风
景，语文牛树林先生讲作文曾以此
为例讲过观察和描写，这引起同学
们的好奇，可能也引起赵老师的好
奇，于是一个大孩子带了一些小孩
子去看了，有同学回来说他们在水
边玩得很开心，但赵老师躲到河边
的柳树下吹口哨去了，他好像不好
意思。其实，棒槌起落间，是一溜浸
在水里的赤脚和粉腿，女人们一律
把裤管挽在膝盖上，作想一个大青
年注目于这种景致，别人会如何猜
想？但他很聪明，任学生们在水滨
玩耍，自己躲到一边，是招呼着他们
的安全。

赵老师喜欢开玩笑，生物张老
师讲遗传，说细胞里有一条“粗而
短的细线”，他问：到底是粗线还是
细线？后坡上张老师教同学挖北瓜
窝子，给甲班说间隔 1米，给乙班说

间隔 100厘米，赵老师给张老师说：
你咋叫两个班挖的窝子间隔不一
样？张老师就说：那统一都按一米
吧，一时惹得满坡都是笑声；张老
师还讲“有经验的农民喜欢吃干面
红薯”，赵老师问：那没经验的农民
喜欢吃稀软红薯？赵老师开玩笑锐
敏而智慧，这给同学很多启发。因
为赵老师的热情、睿智、幽默、好
玩，课又讲得好，就深受同学喜
爱。晚自习他来辅导，大家层层围
着他，听他讲习题，更喜欢听他讲
学习之外的故事，现在想来，那全
是励志的故事、入世的经验、处世
的哲学。

说不尽的赵华昌老师，今在高
寿八十之际，我们回忆当年的往事，
把这作为一份珍贵的精神遗产，传
递开来，这里头有敬业、有诚信、有
奋斗，更有隐忍、包容和智慧，学高
为师，德高为范，见贤思齐于我们，
就是赵老师的成就和风范。

恼人的炙热气息升腾起来，将
周围的景物蒸的模糊。目光尽头
的小路像是冲断了的堤防，汇入一
股股不同颜色的河流。门前蹲着
的男人们焦躁不安，瞪着眼睛，妄
想将那条沉默的河截断。毒辣的
阳光刺激着他们嫉妒的脸。

当河流最后一滴水消失时，舱门
关上了，火箭终于露出了全貌。在沉
闷的午后，风似乎也失了语。

毫无征兆，金色的飞梭自天空
升起，渐行渐远，旋即消失，在天空
中留下一道刺眼的白。知了在无
休止地叫着，尘土飞扬的路旁有一
只打哈欠的懒猫。

（一）
我睁开了眼，意识还停留在地

球，空茫地望着窗外的太空。
2235年过的是这样的恍惚，自

从 200 多年前人们发现开普勒-
22b后就从未停止对它的探索。直
到去年，确定了 22b类似于地球的

性质以及水和氧的存在后，便开始
筹备向行星的大规模迁移，我作为
天体研究者首当其冲。

“人类对于所有未知事物的推测
与想象都是建立在已知上的”。我突
然想起这句话，不知道为什么，很奇
怪地占据了我的脑海，我使劲晃了晃
睡的沉重的头，决定去走一圈。

飞船内部已经设定为了地球
的重力，我感觉得异样，却没有什
么不适。我从宿舍走到餐厅走到
指挥部，一路上没有碰到人，的确
应该这样，我想。

飞船的智能和应变能力都远
远在人类之上，为了最大程度的节
约能源，除重大情况可将全员从休
眠舱中唤醒，剩下的时间都是每年
一人轮班值守。

而我是第一位。
（二）

我最喜欢的事情就是在甲板
上打发时间。

宇宙是一只巨大的手，笼罩在
你的头顶上，每一个黑暗的细纹都
有摄人心魂的魅力，600光年的距
离融化在甲板上快速后移的星星
中，拖出一条长长的，银色的尾线。
空间光速移动的同时带着飞船光速
飞行，像地球上的冲浪一样，波浪在
起伏着，而船本身是不动的，曲率飞
船真是个好东西，我想。600年就
可以到达新的行星了啊，不知道那
时的地球是什么样子的……

（三）
我好像疯了！
我躺在甲板上，我颤抖着，我

闭着眼睛不敢看那像上帝之眼审
视着我的星空，我拼命克制住我自
己向地球方向望一眼的欲望，我回
不去了……

巨大的飞船向 22b行星狂奔
着，载着人类的希望。“所有未知都
建立在已知上。”“呵！我真是无
知，”“我是什么？脱离了母星前往

未知中的未知，当人类社会所有秩
序都被打乱了后，那人类还是人类
吗？”我在漫无边际的宇宙里放声
大哭，无边的黑和绝对值下的温度
把我吞噬。

（四）
我因为精神失控被强休眠了。
我空茫地望着窗外的太空，将

意识从地球抽离，我闭上了眼，耳
旁响起了儿时的歌谣：“春天在哪
里呀，春天在哪里，春天在那青翠
的山林里，这里有红花呀，这里有
绿草，还有那会唱歌的小黄鹂。”

（五）
“听说地球人登上 22b 行星

了！”小孩在堆着沙丘，这里曾是一
片绿洲。“是啊。”他的妈妈笑着说：

“这可真是个伟大的工程，600年
了，不知道第一批 22b上的地球人
过得怎么样……”

据报道，2837年，第二批地球
人将前往开普勒22b行星……

伴着小鸟悦耳的啼鸣，迎着明
媚的朝霞，我步入这个由周边村民
自发形成的一个不大的集市，这里
常有鲜活水灵的蔬菜卖。

老婆婆面前有一束漂亮的南
瓜花。我拿起了南瓜花，数了数，9
朵，眼前不禁一亮。我知道，南瓜
花是好东西，亦蔬亦药，清热解毒，
消肿散淤，抗癌防癌，治疗黄疸，止
咳化痰。花粉能让老年人重获青
春活力，对高血压、头痛有一定的
辅助疗效，还有软化血管的功能，
便问：“这束南瓜花怎么卖？”

“看着给就行。”
“南瓜花怎么做好吃？”
“怎么做都好吃。”
“不好吃怎么办？”
“我吃。”
我笑了，老婆婆也笑了。她笑

得像菊花，我笑得像南瓜花。
走在回家的路上，我想起了故

乡。故乡山清水秀，瓜果蔬菜，品
种繁多。乡村的菜蔬中，南瓜很好
种，只要有适量的水分和养料，它
就会快乐自在地生长，无拘无束。

房前屋后，种瓜种豆，种瓜得
瓜，种豆得豆。小时候，我也种过
南瓜。有一天，我突发奇想，想种

南瓜。说干就干，在村后的围墙下
挖了几个坑，播入南瓜籽，盼望它
茁壮成长。上学前和放学后，我每
天都会跑到围墙下看一看，焦急地
想：它什么时候才会结出个南瓜
来？终于，奇迹发生了，小生灵悄
悄地露出芽儿，两瓣嫩绿的叶片顶
着陈旧的壳皮，娇嫩的模样甚是逗
人。我拾了些农家肥堆在南瓜苗
旁边，没过多久，南瓜藤便四处爬
开，蓬蓬勃勃的藤蔓上生机无限。
待到南瓜茎叶繁茂时，南瓜花就闪
亮登场了，一朵，一朵，又一朵，五
角星状地开放着，像金色的喇叭，
吹出生命的号角……

哦，美丽的南瓜花！哦，美丽
的童年梦啊！

回到家，我将南瓜花洗净，切
了几片腊肉，几只青椒，点火，下油，
捣蒜，南瓜花放进锅里，翻炒时，热
气腾腾，香气扑鼻。七上八下，爆炒
鲜花，芳香四溢的南瓜花摆上了桌，
漂亮极了，我越看越激动，拍照，发
朋友圈，手机被南瓜花燃爆了！

朋友甲：南瓜花的花语是开心
快乐，坚持自己的梦想，有南瓜花
就有诗情画意，我真想和您一起走
进南瓜花的世界。

朋友乙：只知道您会写散文，没
想到您还会炒南瓜花；只知道您会
拿笔扛枪，没想到您还会颠勺握铲。

朋友丙：喜欢南瓜花这盘菜，
向往如诗如画、花儿般的生活。

朋友丁：花是爱的使者，美的
象征，即使卧在盘里，还是一束金
黄金黄的不会褪色的花仙子！

……
更有朋友迫不及待登门而来，

开门见山道：“看到您发在朋友圈
里的南瓜花，让人垂涎欲滴，想亲
口尝尝您的南瓜花手艺。”

距离不远，我和朋友说话间又

来到集市，转了一圈，未曾觅得南瓜
花的踪迹，最后来到老婆婆的摊位
前一筹莫展。老婆婆的生意做得正
火，一边童叟无欺地支应顾客，一边
忙中偷闲地笑盈盈安慰我说：“招待
客人啊？别着急，南瓜花嘛，我家院
子里有。我这就带你们去采摘！”说
着，麻利地收拾起摊位。此时正值
顾客采买高峰期，老婆婆的古道热
肠令我和朋友深受感动。

大约 20分钟，一座小院映入
眼帘。看到蓬蓬勃勃爬满院墙的
南瓜花，我的心一下子陶醉了，幸
福在美丽金黄的世界里……

一束南瓜花 ■ 罗光辉

叫您一声老师哥 ■ 孙见喜

开普勒-22b ■ 孙依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