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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师范毕业后，我辗转换了几个工作单
位，但是都居无定所。
2000 年，我在集镇上，贷款买了一间
国有土地的地皮，
宽 3.5 米，
深 25 米。
我在当地找了一个建筑队，包工头用
树枝在地上画了一个简略的建筑结构图，
我们谈好价格后，半年时间一套小楼房就建造好
了。楼房布局是：前面一间两层，后面一间两层，中
间是厨房、卫生间以及通往前后二楼的楼梯。这套
房子连装修，花费不到 5 万元。
这是我自己拥有的第一套房子，从此我有了
一个暂避风雨的安居之所。在这里，我创作了第一
部诗集《梦翔》。

六

2021 年夏天，在一位朋友的推荐
下，我在县城“幸福家园”联排别墅
区，买了一套别墅。
整栋别墅宽 7.5 米，长 20 米，建
筑面积将近 300 平方米，精装修，家
具家电齐全。
入住后，喜欢养花的我，在院子
里种下了梅花、菊花、墨竹梅、墨兰、
月季、太阳花、发财树、幸福树等。
我在大门外，
种上了几棵葡萄苗。
在东院墙边，
栽种了柿子树。
坐在院子
里，看一只只鸽子在小院周围悠闲地
玩耍，
我畅想着瓜果飘香、
鲜花吐蕊的
胜景，
一种惬意油然而生。
几位知名书画家，题字作画，我
装裱好后，悬挂在客厅，以此激励自
己，踔厉奋发，不断前行。
在这里，
我创作了第四部诗集《与
喧嚣保持距离》。
□ 河南固始 桂林

把这些干土坯搬回去，
准备砌墙。
我那时力
气小，
搂一块土坯到家，
要歇好几回。
在本村几位泥瓦匠的帮助下，干了一
个多月，五间“明三暗五”的坯墙瓦顶的房
子，终于盖好了。
记得上梁那天，
父亲放了一长串鞭炮。
母亲把馒头蒸熟，
点上红点，
把一些花生染
成红色，
装在贴上红纸的竹筐里。
几位上梁
的师傅，
把竹筐提上房梁，
吆喝着，
把馒头和
花生从房梁上抛下，
引得一群小孩子哄抢。
父亲和母亲的笑声，
在山村里久久回荡。

安居之路

从此，
我在县城有了落脚点。
在此一住，
就是10年。
一
在这里，我出版了第二本诗集《飞天》。
生活是一条波澜壮阔的大河，溅起的浪花会
五
折射出五彩斑斓的人世间风貌。
在我纷繁的记忆里，
“衣食住行”
如漫山的荒草，
随着我的两个孩子逐渐长大，98 平米的房子
占据了我记忆的山岭。
这其中，
“住”
的分量不言而喻， 显得十分局促。
犹如苍劲的大树，
在山岭上巍然屹立，
引人注目。
2018 年，我把“湖畔春天”一期的房子，连同
回想我与住房的故事，我的安居之路，记忆的 全部家具以 26 万元卖掉了，换到了“湖畔春天”二
洪水漫过堤坝，
缓缓涌来……
期，买了一套近 140 平米的房子，步梯三楼，三室两
厅，一厨两卫。比“湖畔春天”一期明显的提升，在
二
小时候，我家住在豫南的小山村。老宅曾经是 二期我们用上了管道天然气。
房子宽敞了，全套的红木家具，住起来格外舒
生产队的“队屋”，三间土坯房。一到下雨天，屋里
适。我还特意定制了书柜、书桌等。闲暇时，养上了
就会漏雨，我们就会找搪瓷盆、木桶接水。
几盆花，还买了一个供氧的大鱼缸，养上几条锦
1985 年，父亲经过筹备，决心翻新房
鲤，让整个房间都充满勃勃生机。
屋。老房子扒掉，在原址开建新房。
有几位中书协会员的书法家朋
新房子还用土坯堆砌。
父亲在离家不远
友，还为我写了几幅字，家里盈满书
的一块稻茬田，
放干水晒干。
然后套上牛，
拉
香气息。
上石磙，
轧上一整天。
过几天，
父亲找了两个
在这里，我出版了第三本诗集
人，
来打坯。
打坯时，
用坯刀把泥土切成大小
《绽放》
。
一致的长方体，
铲起来晒干。
后来全家动员，

□ 河南固始 马晓冲
提起“煨罐子”，上年纪的农村人都晓得，
那是用泥土烧制的一种容器，圆形、有盖、带把
儿，以黑灰色居多，能盛两三碗水。在过去生活
困 难 的 年 代 ，它 可 是 农 家 厨 房 少 不 了 的“ 宝
贝”。平时，它是装盐的盐罐子，家里有病人了，
也可以是熬中药的药罐子。天冷的时候，人们
就用它来煨热水洗脸洗手，
或者盛点剩饭。
在我的记忆深处，几十年前姥姥家的那只
煨罐子，深深地烙在了我的脑海里，时常触动
心灵，让我感到温暖。如今透过它，也映照出了
我们伟大祖国的巨变。
上世纪六十年代，我出生在豫南固始县蒋
集公社赵岗大队——一个被称为“大水窝”的
地方。因为地势低洼、好发洪水，那时候，我们
这儿的人家都住在堤埂或庄台上。一到夏季，
只要“蛤蟆撒泡尿”，庄台就会被大水围困，刚
栽上不久的秧苗被淹得“直摆手”
。
在我刚能扶着小板凳走路的时候，因为父
亲到姥姥所在的张岗生产队当会计，父母就带
着我从下寨生产队搬到了姥姥身边居住。
母亲在姐弟五个中是老大，我是姥爷姥姥
的第一个孙子辈，加上我又是个男孩，姥爷姥
姥他们特别宠我。那时生活苦，我奶断得早，母
亲那时年轻，姥姥怕她照顾不好孩子，更是百
倍地疼我。一年以后，大队又让父亲回本生产
队当会计，我们就搬回了原籍。
母亲说，搬家的时候，我紧紧搂住姥姥哭
闹着不走，姥姥也哭得像泪人一样。以后，我三
天两头吵着闹着要去姥姥家，母亲拗不过我，
只得带着我去。
我 8 岁上学，读书的学校离家有五里路，可
离姥姥家只有 1 里远。那时候的农村都是土路，
弯弯曲曲、坑坑洼洼，天气好时还凑合，上学放
学时，小伙伴们一路打打闹闹也不觉着累。到

了刮风下雨，由于大人们忙着干农活，我们要 饱吃好，
姥姥省吃俭用耗费了多少心血啊！
么淋成“落汤鸡”，要么就变成了“泥孩子”。姥
从读高中时起，
我就在心里告诫自己，
一定
姥说我年纪小，从小学二年级时开始，让我每 要好好孝敬姥姥。
所以，
刚参加工作时虽然每月
天中午放学就去她家，下午放学后才回去。要 工资只有 20 多块钱，
我也经常买一些糖果、
猪肉
是天气不好，姥姥就会到学校等着我，晚上也 等物品给姥姥送去。
随着家庭条件的改善，
每逢
不叫我回去了，
吃住都在姥姥家里。
重阳节、古庙会，或者天好人闲的时候，我就会
那时候的农村物资生活十分匮乏，连粮食 把姥姥接到家里住一两天，为姥姥做一些好吃
都不够吃，青黄不接的季节，总是吃了上顿没 的，
陪姥姥聊聊天，
听姥姥讲那过去的事情。
下顿。不到逢年过节和农忙的时候，很多家庭
姥姥一生很少生病，90 岁时生活还能完全
平时很少舍得吃大米干饭。我姥姥家更不例 自理。这年夏天，已经 80 岁的姥姥患上了肠胃
外，因为在我刚读小学那年，年仅 49 岁的姥爷 炎。我听说后立即从单位骑着摩托车赶到姥姥
因患肾病不幸去世。那时我有两个舅舅还没成 家，请来村医为她打点滴，又到乡卫生院买了
家，家里失去了顶梁柱，姥姥身上的担子有多 口服药，
姥姥很快就康复了。
重、心有多累可想而知。
2012 年正月初，94 岁高龄的姥姥悄然病倒
如此困难，姥姥却没有亏待我。她总是想 了，亲人们日夜轮流守候在老人的身边。当姥
尽一切办法改善我的生活，我吃到了当时许多 姥示意我母亲和二姨多陪她一晚上时，我的眼
小朋友都吃不到的美味佳肴。
睛湿润了：姥姥这颗星要陨落了。果然，一个星
也就是从我去姥姥家吃饭时起，姥姥家的 期以后，姥姥安详地走了！尽管我们这儿有高
煨罐子，
就有了专门的用途。
龄老人去世“半忧半喜”之说，虽然生老病死乃
每天中午，姥姥先从稀饭锅里捞出一些 自然规律，但当姥姥的灵柩入土时，我想到今
米，倒进煨罐子里，盖上盖子放到锅洞里或火 后再也看不到敬爱的姥姥了，我这个年近五十
盆边，用余火将煨罐子下半部围起来，等我放 的汉子“扑通”一声跪倒在地，放声痛哭起来：
学回来，就煨成了一碗香喷喷的大米干饭。早 “姥啊，您不是说现在生活在天堂里吗？怎么舍
晚烧稀饭时，姥姥把稀饭盛到煨罐子里煨稠给 得一个人去了那很远的地方呢？”
我吃。有时候有了荤菜类的东西，因为量小，姥
几十年过去了，姥姥也已仙逝，当年的煨
姥就用煨罐子给我炖。家里积攒的鸡蛋除了卖 罐子早已成为历史，取而代之的是琳琅满目的
些零花钱，留下的姥姥他们一个也舍不得吃， 家用电器。如今，国和家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
都是放到煨罐子里炖了以后“喂”到我肚里。记 变化，我们过上了想都不敢想的幸福生活，但
得参加升高中考试的那天早晨，姥姥专门为我 我童年和少儿时期在姥姥家生活的那段快乐
煮了两个鸡蛋，用煨罐子捞了一碗稠稀饭，又 时光，总是像过电影一样，时常在我脑海里闪
摊了两张油馍……
现。那煨罐子煨炖过的饭菜，在我记忆深处怎
就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从小学二年 么也挥之不去。我真切地感到，那小小的煨罐
级到初中毕业的整整 6 年中，我大部分时间都 子，盛满了姥姥淳朴而伟大的爱！
是在姥姥家度过。后来我才明白，为了让我吃
愿天堂里的姥姥一切安好！

七

日子总像从指尖流过的细沙，在不经意间悄
然滑落。
几十年的风雨变迁，我的安居之路上，吹过的
是改革开放的春风。我的经历，是无数人不平凡际
遇的一个缩影。
四
在我的内心深处，激荡着一股感恩的洪流，此
2007 年，我通过了全县教师选拔考试，调到了
生不悔入华夏，生逢其时，躬逢其盛，与有荣焉，幸
县城一所学校教书。
每周从县城到集镇来回奔波，极不方便。我便 甚至哉！
我坚信，我的安居之路还将朝着更加谐美的
把集镇上的房子卖了，卖了 7.8 万元。我用这些钱
方向延伸。
付了首付款，在县城一个叫“湖畔春天”一期的小
我还坚信，更加绚丽幸福的日子，将在下一部
区，买了一套 98 平米商品房，大产权，步梯 5 楼。两
熠熠生辉。
室两厅，
一厨一卫。装修好，
大概花了 16 万元左右。 诗集里，

致爷爷的一封信
□ 河南固始 李红林
尊敬的爷爷：
您离开我们已经 65 年了，看不到我今天写给
您的文字。
“爷爷”这个称谓，对我是那么的陌生与
遥远，
但又是那么的熟悉、亲近与温馨。
每逢教师节来临的时候，我都会专程回去给您
敬香。您是老师，是深受学生爱戴的李研之先生，您
把生命的最后一秒都献给了教育，献给了讲台，献
给了学生。真可谓是“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
始干”
。
忆往昔峥嵘岁月稠，模糊的记忆，又开始变得
清晰起来。
1890 年，聪慧好学的您来到这个世界，靠努力
和勤奋考进南京农林学院。在学校，您接受了先进
的革命思想，毕业后参加了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并
投身革命。裴光先生是您的好伙伴，据历史记裁，裴
光先生 1916 年考入固始中学，1925 年被派往莫斯
科中山大学学习，1928 年回国，在东北做地下党工
作，1931 年任山东省宣传部部长，1933 年秋被敌人
杀害。爷爷，您能告诉我您的革命工作和革命经历
吗！您是不愿意告诉我们还是不能告诉我们？
1964 年第 7 期《萌芽》杂志的封面上，是毛主席
在全国农民运动讲习所和几个学生交流的场景，您
就是几个学生之一呀！你们在讨论什么？是指点江
山、激扬文字，还是在规划祖国未来的蓝图？参加了
革命，危机四伏，暗流涌动，今天的电视剧情也告诉
我当时的工作是多么的危险，同伴被捕了，牺牲了，
您并没有被吓到，
而是一边站讲台，一边闹革命。
“女孩子和男孩子一样，也有读书的权利。”您
对奶奶说。在女子无才便是德的社会里，您的言行
振聋发聩，石破天惊。大姑、二姑走进了校园，接受
了和男孩子一样的教育。人有书，则不俗。她们上学
的时候恰是抗日战争时期，学校的教科书都是本县
油印，每个学期您都会千方百计托人在上海商务局
给她们买洋版书。1944 年秋，大姑读小学三年级，
由于抗日战争处于相持状态，未能买到洋板书，您
就用两层竹纸粘在一起，一字一字地将整本书抄下
来，自制一本语文书，您是，怕油印的课本他们看不
清楚呀……今天聊到这儿的时候，88 岁的姑姑依
然老泪纵横……
姑姑们还告诉我，当时家里正面墙上挂着一副
对联：大道之行，天下为公。您还为自己的几个孩子
做了一个大书桌，阳光最好的那间房子是书房，专
供孩子们学习。世上几百年旧家，无非积德，天下第
一件好事还是读书。80 年前，您就有这样的思想，
在艰辛的岁月里，把孩子们一个个送进大学的校
门。
“受光于庭户见一堂，受光于天下照四方”。您
还“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将温暖与幸福惠及芸芸众
生，体现出大胸怀与大境界。
固中、固师、思源女中、息萌高中、固始职业学

装在煨罐子里的爱

校、凡是开设化学课的学校都邀请你去任教。是您，
拥有固始第一台收音机，那是唯一了解外面世界的
窗口，您随时随地向学生们传递“中国好声音”。
1953 年，您又受邀去潢川任教，全县的化学老师就
你一人，这个学校的课上完了，又匆忙地赶往下一
所学校。没有交通工具，唯有步行。没有比脚更长的
路，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您硬是凭着坚强的意志，上
课之余编写了《简易化学读本》，成为当时通用的教
材。
1956 年 3 月 20 日，这是一个永远让人铭记的
日子。您累倒在讲台上，临终时，您留下了这样的
话：我对不起毛主席在广州农运所对我的信任，对
不起全校老师、同学和工友，我没有完成教育青年
的任务……说完了这些，您就再也没有醒来。任凭
师生们如何呼喊，您却没有应答的声音。那一年，父
亲 16 岁，四姑 12 岁，五姑未满一岁，大姑、二姑、三
姑都在外地工作，
未能为您送行。
今天，我在《潢高百年校庆》和《固始一中百年
校庆》上找到这样的文字：
“1956 年下半年，信阳专
区教育局举办了李研之先生生平事迹展览会，组织
信阳地区各学校和学生参观，号召全区师生学习他
对教育事业忠心耿耿、无私奉献的精神。
”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
“不论时代发生多大
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
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使千
千万万个家庭成为国家发展、民族进步、社会和谐
的重要基点。”爷爷，或许是受到您的影响，我也有
过任教 5 年的经历。在那教书育人的岁月里，我把
您当作标杆，严格要求自己，没有请过一次假，即便
怀着果儿也能坚持白天上课，晚上去医院吸氧，我
如您一样坚强，如您一样深爱着学生，深爱着这份
事业。
“俯首甘为孺子牛，研穿白发尚未休，而今更是
春耕日，披月荷锄要带头。”这是您在 1951 年写下
的诗句。看到这首诗，我仿佛又看到您临窗研读、奋
笔疾书的场景。老牛应知夕阳晚，无须扬鞭自奋蹄。
其实，您何止是孺子牛？投身革命，您是目标坚定的
拓荒牛；
艰苦奋斗，您又是不知疲倦的老黄牛呀！
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在实现中
国梦的道路上，我们正在阔步前行。如果说源远流
长的中华文明蕴育了宝贵的精神品格和崇高的价
值追求，而从未谋面的爷爷，您的道德力量和精神
追求，已经成为我和全家人毕生前行的动力和源
泉。
爷爷，李研之先生，我和家人以您为荣！
致以崇高敬礼！
你的孙女：林林
2022 年 5 月 20 日

回 家

一家三代人的求学路

□ 河南固始 瓮梅
□ 河南固始 汤士超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提到“妈妈”的时候，我
习惯性地用“母亲”来代替。可能是我真的长大了，也
可能是因为父母真的老了，以至于我觉得用“父亲”
“母亲”才能表达对他们的敬意。同时，也透露出随着
年龄的增长，我对他们情感依赖越来越少……
一天晚上，老母亲打来电话说：
“家里的老母鸡瘫
了，
小鸡又死了一只。
”
可以听得出，
母亲很是伤感。
我告
诉母亲：
“这个周末有空的话，
我就回家看看。
”
不知从何
时起，
“有空的话”
，
成了我给予母亲
“回家”
的承诺。
我出生于 20 世纪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来自农村，
通过十年寒窗苦读，幸运地在一个小县城里找到了稳
定的工作，安家、结婚生子。所以，在我口里的“回家”，
通常是指回老家，回那个我从小生长、如今依然住着
亲人的地方。那里有低矮的房屋、干净整洁的窄路、孩
子追逐的欢声笑语，那里有鸟语花香、禾苗荡漾、金色
田野、雪地里追野兔的美好回忆，那里自由的空气中
承载着我全部的乡愁……
我和丈夫在求学中相识、相知，最终都选择了光
荣的人民警察事业，矢志不渝地践行对党忠诚、服务
人民、执法公正、纪律严明的总要求，全心全意为增强
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而努力工作。工作虽
然辛苦，但平时只要放假，我们就会回老家。有时回他
的老家，有时回我的老家，不管回哪个家，只要回去，
家里都会提前准备各种好吃的，仿佛我们还是那个放
学回家饥肠辘辘的孩童。
母亲看见我们进了村，就开始用我们最熟悉的大
嗓门招呼着，仿佛在跟全村人炫耀：看，我家孩子回来
了。刚打开车门，怀里的孩子就被抢着抱了去，又是疼
爱又是逗弄，喜欢得不行，仿佛怎么也疼不够似的。那
是隔代亲，亦是希望的传递。到家以后，想去厨房搭把
手，被“轰”了出来：
“热，灰多，去看电视去！”想去田里
帮个忙，
被“撵”
了回来：
“这用不着，回去看好孩子！
”
通常，我们或在院子里坐着聊天，或去菜园挖菜，
或去池塘边溜达，找野鸭、钓鱼、掰荷叶，或沿着田埂
奔跑，贪婪地嗅着早已融入血液里、刻在骨子里的烟
火气、泥土气，像鸟儿一样自由，像鱼儿一样快乐。此
刻，我们还是曾经的孩子呀！
有时我们也会被允许帮忙，静静地聆听，爷爷、奶
奶或者妈妈的“故事”，聊着怎么也聊不完的家长里
短。看！地锅里烧得正旺的柴火，是老人对儿孙满腔的
热情；稻田里种着的茁壮的禾苗，是老人对生活满怀
的希望；晒场上晾晒着的刚收获的粮食，是老人对日
子满眼的踏实感啊！
回家停留的时间总是短暂的，准备走的时候，老
人早已准备好了各种特产：大米、菜籽油、蔬菜、红薯、
南瓜、鸡蛋、咸菜……每次车子的后备厢都被塞得满
满的。我们一边说着“够了够了”，老人一边往车上装
东西；老人一边说着“没有了”，一边源源不断地“变”
出东西。我常跟丈夫开玩笑说：
“这是担心我们在城里
没吃的没喝的呀……”丈夫总是调皮地说：
“我们不是
回来看望老人的，是回来‘打劫’的，关键是被‘劫’的
人还很开心！”我们相视一笑，收着吧，虽然很多东西
我们用不着，但只要老人开心就行。
时间就像是海绵里的水，挤一挤总会有的，但随
着工作越来越忙，或许是懒惰了，每年回家的时间总
是挤不出来。老人常会打电话告诉我们：今天家里小
鸡出生了，昨天新买了猪仔、小牛，前天母羊又生了几
只小羊，前几天同村的谁谁去世了……我们知道，是
他们想我们了。年纪越大，他们对生命的新生和逝去
就越容易心生感触。他们说不出华丽的语言，但他们
有着最朴素的情感。他们热爱生命，热爱生活，更热爱
他们用生命滋养着的我们。
这就是我们家的故事。回家的路还很长，我们会
一直在路上……

父亲的帮工求学

父亲生于 1938 年，那时祖父家有薄
田十几亩，黄牛两头，家道还算平和。父
亲和伯父兄弟二人也得有机会上学，在
父亲的舅爷——一个老秀才家上了一年
多的私塾。然而好景不长，自祖父三十九
岁病世，十岁的父亲和十六岁的伯父一
并辍学。那时伯父犁田，父亲放牛，孤儿
寡母就这样艰难地生活。可是世道不平，
土匪疯起，祖母在眼巴巴看着黄牛被土
匪牵去之后，一气之下一病不起。从此父
亲和伯父二人开始了各自的帮工生涯。
腊月天父亲给东家挑塘泥（那时化肥
稀少，连有机肥也不多，多数人家都在冬
天把沟塘水放干，
把塘底的淤泥挑到地里
肥田），父亲虽然年纪小，但个头较大，纵
是如此，一天的塘泥挑下来，肩膀肿得像
发面馒头。
晚上看东家用算盘稀里哗啦地
打着出入帐。
好学的父亲便跟东家提出向
他 学 打 算 盘 ，而 东 家 更 会 打“ 如 意 算
盘”
——他要用父亲的劳动来交
“学费”
。
就这样，父亲白天从塘里向地里一
挑挑担塘泥，晚上在昏暗的油灯下一丝
不苟地学打算盘。学得久了东家还会催
促着睡觉，害怕浪费了灯油。整整一个冬
天，父亲的肩上起了厚厚的老茧，算盘也
学得大有长进，从加减到乘除都学会了。
虽然没拿到一分工钱，但学会了这门“技
术”让他受益一生。
父亲从十八岁开始在村里当了四十
多年的村干部，这中间干了二十多年的
会计，他经手的账目从未出现差错。而在
向我们提及这段学习经历时，他说得很
平静，但我知道平静背后的艰难时光是
靠坚强和毅力渡过的。

随着国家对教育的加大投入和大学
的“宽进严出”，2002 侄儿轻松地考入了
省农业大学，这所大学里曾走出过众多
的基层一线的县官乡官。在填报志愿的
时候，我们曾建议他选择涉农专业，因为
这些年的国家“三农”政策对农村的倾
斜，不难想象到毕业时，农村天地肯定大
有作为。然而也许是太渴望外面的世界，
一向听从大人意见的孩子这一回自己当
家作了主。他选择了会计专业，同时他已
悄悄设计了自己的未来。
毕 业 的 时 候 ，他 没 有 回 到 家 乡 ，而
是直接南下去了广州。从一名普通的职
员干到一家几千人公司的财务总监，从
一个刚出校门身无分文的穷学生到拥
有两套住房的准广东人。这中间的变化
不能说不大。在后来我们谈到这一切的
时候，他深有感触地说：
“ 上大学已不再
是 光 宗 耀 祖 的 招 牌 ，升 官 发 财 的 敲 门
砖，而是一种立身的技能，一种自我爱
好的延伸，一种自我个性的张扬，因为
爱好所以愉悦。”我赞同他，同时送去我
深深的祝福。

女儿当自强

2020 年，女儿从固始慈济高中毕业，
中学六年时光里，她从固始县第三中学
的宏志班到固始县慈济高中的火箭班，
一步一路汗水，一步一个脚印。然而当年
的高考中，外语发挥失常，只考出了 629
分的成绩，无缘我们期望的 985 院校。在
填报志愿的时候，她没有选择网络、计算
机、金融等热门专业，而是选择了能源、
交通、化工等并不热门的基础学科，我知
道她心里面有个“结”，不甘高考失利，同
时还有个科学工作者的梦。最终被中国
哥哥的半农半读
石油大学（华东）地球科学和技术学院录
1966 年之后的十年，
国家一度取消了 取。
因为梦想的支撑，初入校园她就下
高考制度，靠组织的推荐上大学，哥哥就
在这样的形势下开始了他的初中学业。
那 定了努力学习留校深造的决心，因此报
时上学的时间大体上被分成两块，
一块是 考了学院本研一体化班的选拔，并以总
课堂学习，另一块就是参加农业劳动。帮 评第一名的成绩成功入选。两个学年来，
学校边上的大队上除草，
摘豆子，
摘棉花， 在已经结束的三个学期中，学习成绩一
给老师家干农活。
那时的学生上学都比较 直保持专业第一；获山东省大学生物理
迟，等上了中学身体上基本上发育成人， 竞赛二等奖、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三等
所以干起这类活儿也真不在话下。
在那样 奖、校第三届物理学术竞赛一等奖、校第
的大背景下，
老师无心教，
学生无心学。
毕 三十四届数学竞赛个人一等奖、校第十
竟体力劳动的成果来得比较实在，
而劳动 四届地质模型竞赛二等奖等奖项。在大
的表现比考试分数的分量要重得多。
待到 学英语四、六级考试中分别一次性考取
恢复高考，
拿贯铁锨锄头的手却怎么也擎 609 和 569 分（专业最高分）。获校综合优
不住那支
“英雄”
牌钢笔。
秀一等奖学金、校“优秀学生”、
“ 优秀团
“青岛市千名优秀大学生”等荣誉称
高中毕业后哥哥依照父亲的意愿回 员”、
村做了一名民办教师。从站上讲台的那 号。我知道这一连串的荣誉见证着她的
一天起，家里的那盏台灯从未在十二点 自立自强、顽强拼搏。
女儿说师姐秦宁（中石化胜利油田
以前熄灭过。自己恶补初中高中的课程，
后来他又通过脱产学习和自考拿到了大 物探首席专家、
“ 全国三八红旗手”、获
专和本科文凭。对于他们那一代人，时代 “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荣誉）是她的偶像。
在他们心灵上烙下的印痕到底是一种磨 有女追星如斯，
为父甚是欣慰！
难抑或一种伤害也许只有他们自己理解
一个普通家庭三代四人的求学之
路，也从一个侧面见证了我们社会发展
得最深刻。
的伟大变化，并以涓涓细流汇聚到时代
变革的大潮之中，
滚滚向前！
侄儿的大学他做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