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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年的牵挂五十年的牵挂

□赵建功

前几天，我与几个同学赴开封为 50 年前高中时代的老师张
霁光先生庆祝 90岁寿辰。

为老师做寿的想法由来已久，真正定下来是己亥年春节前的
腊月二十六，我去开封看望张老师的时候。那天见到老师我着
实吃了一惊：老师老了！走进老师家门，首先看到的是一把扶手
椅和扶着椅子艰难站着的老人。真是岁月不饶人啊。想想也
是，张老师可是我 50 年前的班主任啊，我都已经是 60 多岁的老
人了呀！我扶老师在沙发上坐定，老师拉着我的手，叫着我的名
字，说：“你可来了，我是又想见你，又怕你真的来看我，害怕给
你们添麻烦。”说这话的时候，老师掩饰不住内心的兴奋，眼睛里
都放出光来。

师生牵挂 50年。50年来，那个校园、我亲爱的老师们无时无
刻不定格在我的脑海里，在那里发生的故事至今历历在目。

我上的高中是一所什么样的学校哟？那是一个废弃的破败
不堪的机械厂，最豪华的建筑是个四面透风、仅剩了空壳的大厂
房。南北走向的厂房从中间隔开，南边一半是学生食堂，北边剩下
的就是学生宿舍。宿舍地上摊上麦秸，上边铺上草席就是学生的
大通铺。厂房南侧东西走向建了四间简易教室，厂房北边建了两
排教师住室兼办公室，非常简陋。但在那个动乱年代，对于我的老
师们来说有书教，对于我们这些学子来说有书读，这就够了。

这所学校的负责人叫路俊杰，一个清癯面庞的中年人，他给
人印象最深的是他的那双眼睛，严肃起来，星目含威，笑起来却孩
童般灿烂。是他带领老师们白手起家，克服难以想象的困难建起
这所学校，与全校师生一起奏响了命运交响曲。

关于我和路老师的故事是从我父亲那儿听来的。事情是这
样的，虽然是“文化大革命”时期，我们上高中仍是经过考试录取
的。通过考试后，我被顺利录取。我们生产队有一个人听说了，
直接就去找了路老师，说：“我们家是贫农啊，他家可是中农，我
们孩子都上不了学，凭啥他的孩子能上学？”听说当时路老师压
抑住心中的怒火，说了一句话，他问那个人：“你知道你的孩子考
了多少分，人家考了多少分吗？”一句话羞得那人张口结舌，悻悻
离去。听父亲给我说了这个事之后，我暗暗吃惊。不过，我也没
有去找路老师证实这个事。现在想来，即便是在阶级斗争年代，
路老师仍然坚持了公平和正义。

当时学校住宿条件极差，伙食更差。那是“红薯汤，红薯馍，
离了红薯不能活”的年代，一天三顿玉米糊糊加红薯面糕，白面是
奢侈品。从家里带一些白面，用来喝一两一碗的面条。学校规
定，星期天返校时将家中磨好的面粉交到食堂，由食堂称了，换成
面票，再用面票买饭。管理学生伙食的是王玉振老师。他是一个
高高大大的汉子，说起话来大声大气，但管理学生食堂却细致入
微，竭尽全力改善学生的生活。

我与王老师的故事是因为三斤四两白面票引起的。那是高
一下学期的一个星期天，我从家里带了一袋红薯面来，我拿去请
王老师称了，我把面往面缸里倒，王老师拿过账本记账。我过来
时，王老师说：“账上还有你的三斤四两白面票，你顺便领走吧。”
我听了一愣，说：“前几天我刚领走了呀，您忘了销账了吧。”王老
师听后，想了想，说了三个字“好现象”。也许是这三斤四两白面
票给王老师留下的印象太深了，以后伙上有什么事他常常叫我去
帮忙。我也更加了解王老师是如何想尽办法到处“化缘”，巧妙改
善学生伙食的。

郜文功老师是我们的数学老师。大约高一下学期的一天，上
数学课的铃声一响，走上讲台的是一位精干的中年老师。蓝色的
中山装上衣，淡灰色的西裤穿在身上，显得格外得体。一双发亮
的眼睛温和地看着大家。一张口，带着磁性的男中音充满教室。
更让我吃惊的是，他在数学课上的板书可称一绝，根据课堂内容，
第一笔板书有时从黑板左上角写起，有时从中间写起，下课时，偌
大一个黑板，白色的粉笔字如同电脑排出来一样干净整齐，一堂
课常常见不到他用黑板擦。

我与郜老师的故事也与数学课有关系。由于教室和宿舍不
足，为了给新生腾位置，高二上学期结束时，学校突然宣布我们
这届学生毕业了。我是含着眼泪离开学校的。得知下一届学生
数学教材增加了新的内容，我就借了来看。看不懂的就把问题
记下来，趁农闲时间，来到学校，找郜老师请教。像以前一样，郜
老师每次都热情又耐心地给我讲授，还指导我怎样自学。高考
恢复时，我已经毕业六年了，高中学到的和自学的那点东西已经
忘得差不多了。掂量再三，我报了文科。报考以后，也不知道为
什么，竟然迫不及待地去找郜老师，将报考情况给他汇报。听了
我的想法，郜老师没有埋怨我为何不报考理科，反而很快释然，支
持我的选择。有了老师的鼓励，那一年我顺利地考取了郑州大学
中文系。

在西村高中，我们那一届学生的在校时间，满打满算只有一
年零九个月，抛去寒暑假和一周两天的生产劳动课、一天的返校
日，真正的上课时间说起来少得令人唏嘘。坦率地说，在那特殊
的环境中，我们学到的文化知识真不多。最令人无法忘却的就是
我的老师们。还有像张树仁、焦水成、陈松筠、贺明富、庞鸿恩、路
志木等老师，都与我们建立了深厚的师生情谊。这情谊犹如霁光
老师的名字一样，光风霁月，皎洁疏朗。50 年来每每想到他们，
眼睛常常是潮潮的。老师们做人的清白和坦荡，对事业的自信和
执着，逆境中表现出的胸怀和坦然，困难中表现出的乐观和勇气，
对学生的无私关爱，都让我们受用一生。

这次去开封为张老师做寿，我拟了一幅寿联“光风送暖五十
载弟子合献九如颂，霁月照拂三千里学生盼唱百岁歌”，以此送给
我的那些依然健在的老师们，愿你们身体康健，寿比金石！3

□袁占才

豫西鲁山，往西北去，公路一直在山
脊上迤逦，先是一顿，蜿蜒出一个观音寺
乡；又是一落，迤逦出一个瓦屋镇。往
前，再岔开，山坳里，还丢下个土门和背
孜。这一带，一条水系，一道筋脉，养好
几万口人，遗憾，养人的山却是贫山，多
麻谷石地，除了长红薯，就是长柿子树。
一县里，就数这一隅地质差。在家守不
住穷的，天南海北的跑，甭管是收破烂，
还是卖丝绵，不少发了财。但人都恋家，
何况，根之所在，也不可能都走。

瓦屋早几年升格为镇，虽是这几个
乡的中心区域，每天的集市，却还是露
水集，嫩日头一照，散了。平日里，街面
上，也是繁华景象，不少店铺喇叭一个
劲地响，然多的是逡巡的人，这也看看，
那也比比，想买，摸摸钱袋子，瘪着。镇
子紧邻荡泽河，镇角搭往西南，窄窄的
一座桥，连起河南岸一个叫土桥的村
子。村名带了个土字，那是先民们，梦
想着土能生金才起的。遗憾，这里的
土，依然是瘦。

一代代的土桥人，日日里，面对着大
山，面对着荡泽河水，做着丰收梦、致富
梦。

无论如何，土桥人想不到，会做一个
香菇梦。

两年前，海关总署下派土桥，担任第
一书记的年轻人王凯，费了九牛二虎之
力，跑回 200多万元，在村西，荡泽河与
虎盘河交汇处，占村里最好的百余亩地，
建起 50余座大棚，用来种植杏香草莓。
草莓试种成功了，那果红鲜鲜的，的确好

吃，却料不到，这东西金贵，运不好运，储
不好储。村民们只好忍痛割爱，废弃不
种。这么多大棚怎么办？

问题谁都看在了眼里，改变了观念
的土桥人，那是万万不舍得拆掉的，不
拆，资源却在闲置着。怎么有效利用？
县里急，镇里急；村里愁，百姓愁，驻村书
记愁。

日升月落，春走秋临，考察来调查
去，咨询来访问去，集思广益，眼光聚到
一起：最好的利用，是种香菇。

谁会种？找谁种？哪个人有这么多
的资金，能舍得投到这里呢？

功夫不负有心人，历尽千辛万苦，还
真找到一位有胆有识的行内人：大潺寺
村党支部书记雷根宪。大潺寺紧挨土
桥。雷根宪是个能人，在东北做生意，乡
里村里做工作，硬是把他挖了回来。雷
根宪与观音寺乡的匡长军好，长军在西
北五省卖香菇木耳，有一条销售线路，有
多少货，卖多少货。然而，两个人有心投
资，又害怕家门口生意，不好做。乡里村
里，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又许以优厚条
件，终于使他们下定决心，全部把大棚承
租下来，先种上它两棚试试。

这一试，尝到了甜头。现成的大棚，
技术跟得上，那是只赚不赔。呼啦啦，今
年，就发展了20多棚37万袋。

两个领军人物心花开放。他们成立
了两个农业有限公司，专为家乡的农产
品购销服务。

金秋十月，午后的阳光依然温暖。
我们来到土桥村西，进到香菇大棚里，面
对满棚的菇架，目睹菇袋上，星星一样，
鲜凌凌生长的香菇，不禁惊呆了。但见
那菇儿，密密麻麻，小如指盖，大似拳头，
菇秆洁白，菇帽棕褐，一个个肉墩墩，胖
乎乎，油滴滴，煞是喜人。

闲暇之余，我曾入得深山，在遮天蔽
日的森林里，在浅唱低吟的山泉边，发现

过那么一冠两冠香菇，鲜嫩的菇蕾，宛如
一把小伞，惹人爱恋，就禁不住大呼小
叫。如今，这菇棚内，千朵万朵，竞相绽
放，岂不令人叹为观止。

问这一袋袋的菌种，装的什么料，说
主要是木屑，杂以麦麸、石膏；凡阔叶类
的，什么杂木，粉碎了都中。果农淘汰下
来的老龄化果树最宜。咱这儿多的是栎
木，一架一架的山，由着栎树疯长，不养
蚕，不烧火，栎木疙瘩扔到院里都嫌碍事
儿，巧巧的可做菌袋。早几年，是把腿一
样粗细的杂木，截作一米多长，在树身上
雕下鱼鳞状的刀花，植上菌种；老不成形
的树还不中。香菇之香，那是以砍伐山
林作代价的，林子毁了，绿色没了。如
今，是废物利用，既经济，又环保。

一个棚，小者半亩，大者亩余，用白
色塑料薄膜，硕大的，拢起一个穹窿。管
理人员一会儿看看温度，一会儿看看湿
度，该喷水了，电脑操控，喷淋一开，整个
大棚雾气弥漫。白天，一摁按钮，自动升
降机，卷起盖在塑料膜上的厚布，让菇棚
可着劲吸收阳光；夜晚，气温下降，大棚
又被罩严，温暖入梦。

言语中，管理人员充满骄傲和自
豪，介绍说，一袋菇，可出四五茬。一棚
菇，闲时，三五人足矣；忙时，百十号人
不够用，得从外村雇人。香菇娇贵，该
摘时，赶快得摘，要不然，过上它一两个
小时，菇就老了，卖不上价钱了。菇的
品相如何，首先是看成色，花斑豹一样
的色泽，纹理细腻刷白，最好。再是看
菇秆与菇伞的连接处，毛茸茸的，密实
实的，欲张未张，最宜。若要张开，便过
了时辰，逊色几许。整体上，菇面平滑，
菇褶紧密，菇肉敦厚，颜色艳丽，像人一
样，长得漂亮、耐看，方为上品，价钱可
蹿老高。

一打问，管理这一棚菇的，二老二
少，二男二女。老太太是儿媳妇的母亲，

老头子是儿子的父亲，小两口的确是小
两口，两位老人却是亲家关系。这一家
人，和睦有趣，共同管理一座大棚，利益
好分配，轻易不会闹气生的。

出得棚口，我说，一座大棚，用这么
多人，这哪里是扶贫基地，分明是带贫基
地嘛！担任向导的是我的老友，土生土
长的土桥人，叫李红超，说：你看看门口
的说明，这里就是带贫基地呢！

种香菇，缺冷库不行，镇里又投资百
十来万，建起两座冷库。我们去不远处
虎盘河西岸的冷库看，正好，一辆大货车
贴着冷库在装香菇。两下里，制冷机嗡
嗡不停地响着，几十个村民精挑细选，把
一筐筐上好的香菇装上车。这厢式冷藏
大货车，能装 1800筐，15吨，多的时候，
一天两车走。土门、背孜，好几个乡的菇
都往这儿拉。

我问红超，这么多菇，卖得出去？红
超摆摆手说：放心吧。陕西过去到甘肃，
甘肃过去再到宁夏、青海，拉一溜，每到
一个地方，丢下几百筐；常常是，不到新
疆，就卸光了。明年，量再大，还要出
口。将来，咱瓦屋镇是驰名中外的“香菇
小镇”呢！他一指河的东岸，说：到明年，
那里将再建200多座大棚！

远眺虎盘河东岸，几台推土机忙忙
碌碌，正在穿梭往来，平整着河滩地。

回城的路上，我在想：食用菌类，香
菇为魁，这来自山林的味道，凝日月之精
华，化腐朽为神奇，是大自然的精灵，山
珍中的上品，餐桌上的珍馐。含到口中，
嫩生生，吃到嘴里，筋蓬蓬。那味道，软
滑绵柔，浸润得人通体舒泰。

仔细回忆一下，香菇炒肉，哪一次不
是盘中肉多着，香菇却没了踪影！

小项目，大产业。这样规模种植，何
愁不脱贫呢？

山村，生长了太多的故事，孕育了太
多的梦想。3

□张冬云

暮春初夏，30摄氏度，大晴。
坐在许慎墓边长椅上，心中一片清

凉。那就陪许慎坐一会罢！
“与谁同坐，清风明月我”。
我的周边，有大棵雪松，阳光透过雪

松枝柯，斑斑点点投射在我身上。
绕许慎墓一周，整八十步，不算小。

封土成圆丘，下面四层麻石砌筑。墓土
上，生长茸茸一层薄绿。墓前三通石碑，
清顺治碑、清康熙碑、清光绪碑，皆后世
重修许慎墓或祠记录。因许慎墓“没有
异地纠纷争夺，确实无疑就在这儿”，它
顺顺当当评了“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又
升了“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

许慎墓前设香案，香案前有拜垫，不
断有身着汉服的孩子跪拜，有奶爸抱两
三岁婴孩，放在垫子上，弯曲其胳膊腿
儿，令其跪拜。跪拜完毕，小孩子们都会
绕墓转一圈儿。他们的笑语奔跑，增添
了生机。

陪许慎坐会罢！
先聊聊“字圣”是何等样人。
许慎（约58—约147年），字叔重，东

汉汝南召陵人（今漯河召陵区）。著名经
学家、文字学家，历 30年编撰了世界上
第一部字典《说文解字》，让中华汉字实

现了真正意义上的统一，后世尊其为“字
圣”“字学宗师”。

美丽的中文，一个方块字就是一个
天地，太初有字，汉民族心灵有了寄托。
许慎编撰《说文解字》，将汉字整饬得各
有世界。

初夏，晴天丽日里，拜谒字圣的愉悦是
成人的，奔跑笑语是孩子的，如斯氛围心境
下看许慎墓，竟无一般墓地阴森荒寒。

陪许慎坐一会罢，我只觉温暖松弛
亲切安然，这，是少有感受。

因为工作关系，我踏访过中原多处
古墓。

大雪天，安阳殷墟，下午五点，寥无
人迹，我独自逛荡到墓葬区，被地面玻璃
板下的森森白骨吓得魂飞魄散。

还是冬日，新乡潞王陵，冷至陵区小
河内的游鱼，一条条都冻实在厚厚冰层
里。地面太冷，反衬出陵墓地宫的温
暖。行走于地面，不时要下地宫暖和一
下，真是奇特的经历。

沁阳朱载堉墓、淮阳曹植冢、博爱李
商隐墓，修得再整饬些，也皆荒寒，令人眼
热心酸，令人不耐久站，总想速速离开。

不是吗？墓地和死亡，总是沉郁
的。郁孤台下、马嵬坡上、羊公碑前，行
人洒遍清泪。没人不畏惧墓地与死亡，
莎士比亚所写的 150多首十四行诗，没

有一首不提到死。愈是天才，活得愈热
烈，也愈怕死亡。

许慎墓前，我无畏惧，无荒寒冷寂之
感。是因为晴天丽日吗？是因为距墓百
米处字圣殿前开笔礼吗？矮矮几案上是
砚台和待描红的纸，纸上书写“破蒙启
智”四个大字，风吹着宣纸啪啪响。

数十稚童，女孩着粉色汉服，男孩着
青灰色汉服，眉间点朱砂痣，正衣冠，行
大礼。鸣志鼓击响后描红开笔。大太阳
下，小孩子们在缓缓慢慢礼仪中，变得庄
敬恭肃。

有人说“繁文缛节，不必要了”。
果真不必要了？当下生活快捷又

粗糙，情感快捷又粗糙，省略过程直抵
结果。

只是阳光的流泄，也有从山顶到山
脚的过程。比如古人鱼雁往还，一个回
合短则旬月，长则经年，慢则慢矣却是耿
耿不灭。“置书怀袖中，三岁字不灭”。一
纸情书贴身放了三年，尺素上娓娓倾诉
自可永垂后世，向一代代痴顽寻求印证。

让孩子童年，有一点缓缓慢慢的记
忆，有一点精致的繁文缛节，有何不可
呢？必要的仪式感，必要的敬慎重，是必
要的。有时候，形式就是内容。

“从前的日色变得慢，车、马、邮件都
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从前的锁也好

看，钥匙精美有样子，你锁了，人家就懂
了。”

这场初夏艳阳下的开笔礼，慢，繁，
会是孩子们童年记忆中，特别难忘的场
景吧！

这样的开笔礼，四季流转中常常搬
演，许慎泉下有知，一次次看着，也会从
心底里开出繁花，滋生庇佑后辈之意吧。

距许慎墓不过数公里，有许慎小
学。仿古建筑檐灰瓦翘角，许慎雕像
高大伟岸，白石质汉竹简形制长卷上，
全文雕刻着许慎《说文解字·叙》。字
苑大道、紫藤长廊，都充满着浓郁的古
典韵味。

学校走廊上，贴的是“说文解字”中
字的介绍，将许慎“六法构成”，用最简
洁形象的方式，传达给孩子们。这所小
学，还将“礼乐射御书数”的古代六艺，教
授给孩子们。学校用多元的设计、灵活
的手段、丰富的情感，把费解的《说文解
字》，变得通俗可懂。把高高在上的文化
名人，变得温暖亲切。

许慎泉下有知，知道他苦心孤诣打
造的经典，在他的故土薪尽火传，滋润着
一代代孩子的心灵，他也会从心底里开
出繁花，滋生庇佑后辈之意吧。

这样的漯河城，有温度。这样的许
慎墓，不荒寒。3

□贾凡

伴着“咯吱”一声木门的开启和几声
清脆嘹亮的鸡鸣，我躺在老家的床上，睁
开睡意蒙眬的眼睛，一张熟悉而慈祥的笑
脸，出现在面前，这是我对奶奶最初的记
忆。几间低矮整洁的土坯房，几株修剪整
齐攀爬而上的葡萄藤，这是我对老家最初
的记忆。那年我五岁。

记忆里，空气中弥漫着过年的香甜气
息。一个孩童带着对老家的所有期盼，经
过一个世纪般漫长的车程，穿过一条窄得
像羊肠一样，盘盘曲曲，铺满落叶的土路，
赶到奶奶家已是深夜。

裹得像粽子一样的我刚下车，便被此
起彼伏的鞭炮声和急促的犬吠吓了一跳，
跑回母亲身边，“哇”的一声，大哭起来。

无尽的黑夜和陌生的环境迅速吞噬
了一路的兴奋与期盼，蜷缩在母亲的怀
里，摸着自己怦怦跳动的心脏。直到一束
光从那扇木门中闪出，奶奶拿着灯走到我

的面前，在那摇曳的灯光下，奶奶慈爱的
笑容下是那张饱经风霜的脸，记载着她数
十年来的辛苦。血浓于水的亲情一下子
拉近了祖孙俩的距离，我扑到她瘦小的怀
里，依偎着她走到屋里便沉沉睡去了，在
睡梦中那一束黑夜里的光一直陪伴着我。

翌日醒来，已是大年三十。
晨光透过树梢，斑驳地洒在包着白色

头巾的奶奶身上，她将整个身体重心放
低，使劲从压水井中将冒着白气的井水压
出。虽是严冬，她的额头上却渗着细密的
汗珠，她一边擦汗一边微笑着从井旁拿起
一个苹果，麻利地就着新压出的井水洗净
递给我。随着“咔嚓”清脆的一声，苹果充
足的水分溢出嘴角，紧接着便是大人们看
着我的吃相，咯咯的笑声，那甜蜜的味道
充盈整个小院，很甜，很甜，甜到了心窝
里。

奶奶在我的印象中总是干干净净的，
走到她身边总会闻到一股股淡淡的皂
香。她的头发总是梳理得整整齐齐，没有

一丝乱发。她不但自己干净，而且家里的
一切都被她收拾得一尘不染。老人、孩子
和孙辈的衣服从来都是她洗，她总是将所
有人规整得板板正正，在我的记忆里她总
是一刻不停地忙碌着。

奶奶，为家里操劳了一辈子。
父亲最深刻的记忆便是每次回家，远

远望去，奶奶伫立在大门口的身影，无论
多晚，回家的第一顿饭永远是饺子。

“好吃不如饺子”，奶奶每回都边说边
忙，有条不紊地洗菜、拌馅、和面。然后将
一个个包好的饺子放到传盘上，整个过程
就像她对儿孙们的思念，无声而绵长。每
当热腾腾的饺子端上桌，父亲的心才算彻
底踏实下来，他知道这才是真正到家了。

从饥荒年代走过来的奶奶，知道食物
的宝贵，但她更知道亲情的宝贵，或许是
那个年代她见过了太多的生离死别。家
里米面所剩无几，她将面汤都推给家人
们，自己身体都饿得浮肿了，却依旧乐观
地将粮食分给邻里街坊，用真诚的笑容迎

接生活的不易，带领大家伙一起抵抗天
灾，撑过那段艰难的岁月。

50多岁时，奶奶被检查出了严重的心
血管疾病。为了减少家人的担心，她积极
配合治疗，多年来每次去医院看她的时
候，她总是宽慰我：“奶奶没什么，过几天
就能陪我们的小佳佳一起玩了！”她强打
起精神，给我讲小时候的件件趣事，似乎
只有在一次次的回忆中，才会暂时减轻奶
奶的病痛，也让我破涕为笑。

2007年，奶奶旧病复发被送去医院，
在最后的时光里，她又回到了心心念念的
老家，那个我最初对她和老屋留下记忆的
地方。

父亲背着奶奶从医院里出来，奶奶将
近一米六的个子瘦得只有 60多斤。那个
曾经为子女遮风挡雨，内心无比强大的女
人就像一片轻飘飘的纸，再也经不起一点
风雨。

回到老家，奶奶从昏迷中睁开眼睛，
艰难地从病痛中挤出一丝笑容，用尽全身

的力气握住我的双手，在昏黄的电灯光下
看着我，仿佛要把我的样子深深地印下，
就像那年冬天我在一束光中记下了奶奶
的样子，时光定格在那一刻，那是我最后
一次见她。

奶奶走的那晚，大姑告诉我：“她走
得很安静，嘴角还漾着微笑。”之前她因
病痛的折磨每晚都要垫四五个枕头才能
睡一会儿，唯独那晚，奶奶将多余的枕头
去掉，似乎在卸去生活的包袱和病痛的
折磨。

我深深懂得，回到了老家，奶奶就有
了自己的一片天地和梦想。奶奶的梦想
就如和鸡鸣一同醒来的朝阳，让我从小就
懂得“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简朴道理，
更让我知道了平凡人生中的希望所在。

多年过去了，有关奶奶的记忆被那一
束神奇的光芒照耀着，让我仍不时回到那
个夜晚、回到那个早晨，脆甜的苹果、清凌
的井水、咯咯的笑声，在那个冬日一切都
刚刚好。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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