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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T上打出一张张泛黄
的老照片，年轻的面庞定格其
中，每一张照片打出来，大家
再次玩起了“认人游戏”。

随后，“重头戏”开启，组
织者精心收集了同学们30年
前的照片，并邀请每一位同学
上台与年轻的自己合影。

照片与本人一对比，立刻
显出时光的威力：青涩的女生
变成了干练的局长；帅气的男
生变成了儒雅的商人。30年
间，他们以在母校汲取的知识

和营养为基础，成长为医生、
教师、政界要员、商业精英等
各行人才，扎根在洛阳、郑州、
杭州、上海、广州甚至海外各
地。

“岁月是把杀猪刀，岁月
更是一把雕刻刀，把我们雕
刻得更为生动、更加丰满。”
看着屏幕上自己和同窗们早
已泛黄的照片，周建工感慨
着时光留在每个人身上的印
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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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未倒好时差，至今还
‘有点晕’”的周晨格外兴奋，几
个月前便订下了回国机票的
他，早就盼着这一天的到来。

在美国生活15年的周晨，
虽然两个孩子已习惯用英语回
答他的“中文提问”，但他依然
坚持定期用中文跟孩子们沟
通，让他们心中保持着“故土”
印记。

为了不让孩子忘记自己的
老家，周晨经常给孩子们讲洛
阳的故事，也曾带他们回到故
乡。孩子心中对“洛阳”的认知
也渐渐从“爷爷奶奶家”具化为

“有牡丹有大佛，那个好玩的地
方”。

虽然每天身着洋品牌、吃
着西餐，甚至“几天都说不了一
句中国话”，但“家乡的味道”依

然是周晨的最爱，每每做饭都
会不由自主地到华人超市购买

“上海青”、“大白菜”。
“我的梦里从来没有英语，

梦中也从未出现过在国外结识
的新朋友。”梦中出现的永远都
是曾经的回忆。故乡、故土犹
如“装在真空瓶里的回忆”永远
新鲜，永远可贵。

□记者 段伟朵 陈骏 文 张琮 摄影

“记得当时年纪小，你爱谈天我爱笑。”30年前，一场元旦晚会在洛阳市第一高级中学841班举行，
那年夏天，同窗3年的他们毕业了。

30年间，他们以在母校汲取的知识和营养为基础不断成长，当年的67个人中有人成了科研机构的
骨干，有人成了传媒界精英，有人下海经商，如今事业有成……

30年后，他们从四面八方赶回故土，为了美好的曾经，再聚首，再回望，忆青春，感师恩。

12月26日晚，东方宾馆2
楼分外热闹，每隔几分钟，房间
内总会传出惊喜的尖叫声。这
是洛一高84届毕业班同学30
年聚会的前夕。

1981年9月，67名同学背
着行囊从各地赶到当年洛阳最
牛的高中就读；1984年6月毕
业，背起行囊各奔天涯……20
今年冬天，841班67位“主人”
中有57人进入“班级微信群”，
40人赶赴聚会现场。

分别从上海、广州、天津等

地赶赴洛阳的几位同学，很巧
地聚在了同一趟高铁上，其中
两个人还买到了“邻座”。

30年未曾相见，大家纷纷
拿出精心准备的礼物，信阳毛
尖、河南香烟、标满“洋文”的巧
克力。班长周晨从箱子里搬出
了一盒洋酒，这位当年成绩始
终位居班级第一的高材生，如
今已客居美国。

促膝而谈，初见面时还掺
杂有各自语调的“普通话”很快
统一为正宗的河南话。

27日上午，“30年后再相
会”洛一高841班毕业30年聚
会正式拉开帷幕。

现场请来了当年的班主任
麻长星、物理老师徐欣辰、化学
老师何小素以及体育老师王
磊。

“王老师，你看我是谁？”
“名字我记不得了，但我知道
你，是医生的儿子吗！”当年的
体育老师王磊，已转行成为商
业精英。被老师认出来，学生
开心地笑了：“对啊，你们家的
小提琴，我还偷偷地摸过！”

77岁高龄的物理老师和
79岁高龄的化学老师也“遭

遇”了同样的“认人游戏”，学生
们的热情让两位老人禁不住红
了眼眶。

“班上60多名同学，几乎
每一个同学的名字我都能叫得
出来，虽然30年过去，但我一
眼都能认出谁是谁。”班主任麻
长星如今57岁，站在学生堆儿
里也像是学生。

1981年，麻长星年仅 24
岁，还是个小青年。学生徐兴
堂毕业前买了留言录，第一个
请麻老师留言。几天后，麻长
星给徐同学留下了长达3页的
留言，这让徐同学在随后的日
子里受益匪浅。

【初会】30年后重聚
“南腔北调”很快变成正宗的河南话

【感动】师生情一辈子
每一个学生的名字他都叫得出

“母校当时的学风很好，大
家都比着学。”聚会主持人之一
薛鹏说。毕业后，考上洛阳医
专而后又在洛阳就业的薛鹏不
甘平庸，工作数年后，边工作边
学习，考进原中国人民解放军
第一军医大学（今南方医科大
学）攻读硕士。毕业后留在广
州工作的他，如今已是一名副
师级军医。

“洛一高汇集了当时全市
最好的学生，大家相互启发，
相互学习。”谈及高中3年时
光，如今已成为福布斯中文版
总编辑的周建工告诉记者，高

中时代，正值改革开放之初，
当时身边的学生都很优秀，思
维也很活跃。

“道理不辩不明，一些当
时社会上大家还都觉得‘敏
感’的问题同学们也都乐于讨
论。”正是在这种思维不断碰
撞的过程中，周建工渐渐地养
成了自己独立思考的习惯，这
让他受用终生。

3年间，同学们在做学问
上“努力较劲儿”，老师们倾注
心血言传身教，“从不放弃对
学问和真理的追求”的信念根
植841班每个学生的心底。

【感恩】在母校学会奋斗
“从不放弃对知识与真理的追求”

【穿越】时光荏苒
与30年前的自己合影

□记者 陈骏 段伟朵 文 张琮 摄影

“有一回并肩坐在桃树下，风在林梢鸟儿在叫，我们不知怎样睡着了，梦里花落知
多少。”青春的印迹，永远是每个人心里最美的回忆；而故土的点点滴滴，也是每个客
居他乡的游子永远抹不去的烙印。不管走多远，梦中出现的，还是乡音乡情；不管长
多大，翻开当年的留言录，心灵深处仍然会情不自禁地悸动。

3年，因30年不忘而显得弥
足珍贵。30年，因曾经3年的缘
分而让人心醉。

30年前，在最美好的华年，
他们遇到最美好的同学，最美好
的老师，留下最美好的回忆。

30年后，他们再次聚首，重
温昔日的点滴，感受友谊的温
暖，体味师恩的厚意。

觥筹交错间，情感汇集。有
人笑了，有人哭了，30年后的重
逢，让时光的印迹暂时淡化。大
家举杯相约：30年后，咱们还要
聚！

两天的聚会，姚文涛是最
忙碌的人。当年被同学们称为

“经理”的他，如今恰如其分地
扮演起了此次聚会的总筹备。

841班入校合影，高一的
全年级排名，高二的考试成绩
单，乃至最后的高考成绩单，都

被“挖掘”出来，为了让这次聚
会给同窗们留下更深刻的印
象，姚文涛和几位毕业后留在
洛阳的同学格外上心，“数次回
到学校资料室寻找资料”。

“同学情大家都珍惜，我们
几个留在这份感情的发源地，

要为他们守好这份情怀。”大学
毕业后回到洛阳，如今已是洛
阳有色研究院的高级工程师的
姚文涛说，连日来为这次聚会
忙碌换来同学们再次相见带来
喜悦对他来说“比啥都强”。

“客家人根在河洛”，在曾
经的841班，两位“客家人”对
于洛阳的感情显得尤为特别。

“聚会后我还得在洛阳待
几天，再看看老城的街道，再尝
尝洛阳的味道。”自1岁起跟随
父母从西安迁居洛阳的何士雯
祖籍广东梅州，是个“客家人”。

何士雯从洛一高毕业那
年，父母搬家回到广东。30年，

何士雯回到洛阳的机会很少，
但“一望无际的平原，白杨、梧
桐，涧西笔直的街道”始终是她
心中对洛阳难以忘却的记忆。

梁毅，841 班体育委员。
这位出生在洛阳的客家人，如
今也回到广东生活。

“走出校园后再结识的朋
友，永远没有那个味道。”

“无论经历过多少感情，

‘初恋’总是你内心最难以忘却
的回忆。”梁毅告诉记者，当年
在洛一高与同学们朝夕相处，
不掺杂任何与“功利”相关的真
挚感情，犹如“初恋”。

“如今都过得不错，但人不
光要有吃有喝，心里要有感情
的寄托。同学间的这种情谊，
我们每个人都会珍惜。”梁毅
说。

“每每做饭，都会不由自主地到华人超市买来‘上海青’、‘大白菜’。”“在梦里从
来没有英语。”故乡、故土犹如“装在真空瓶里的回忆”永远新鲜，永远可贵。

“一望无际的平原，白杨、梧桐都是对洛阳的记忆。”“那些与‘功利’无关的纯真感情，犹如初恋。”

“为外地的他们守着这份情感，是我们留在洛阳这些人的责任。”

当年班上性格内敛的徐兴
堂带来了一本珍藏多年的留言
录。

“这是1983年请同学们为
我写的留言。”如今的徐兴堂在
一家法国公司工作，定居杭州。
1983年冬天，每周生活费只有3
块5毛钱的他，耗“巨资”购买了
这个小本子，请老师和同学们为
即将到来的分别写下临别赠言。

30年后的今天，同学们又
在一本新的留言册上留下自己
的心绪。

“瀍河溪畔杨柳青，白马无
声伴我行。馒头糊涂筹壮志，寒
窗苦读梦人生。”写下这首诗的
李兵告诉记者：“一桶糊涂面要
分给两个班，去得稍晚，就什么
也没了。”但在年纪像当年河畔

“杨柳青”一样青春的日子里，虽
终日以“馒头、糊涂面”果腹，但
在心中始终期盼“更好的明
天”。那些日子，是“压在心底”
最难忘的回忆。

3年，因30年不忘而弥足珍贵 30年，因3年相处而令人心醉

30 年后再
相逢，啥也不说
走一个，年华都
倒映在这杯酒
水里。

30年后的
今天，咱们再拍
一次“同学照”，
奔向人生的另
一个30年。

同窗谊

班主任麻长星，他记得当年每位同学的名字。

30年前的留言本，点点滴滴都是那些年。

30 年后再合影，看看
“女大是不是十八变”。

后记

故土情

跨越 30 年时空，
两本留言册，见证昔
日壮志与永恒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