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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屋檐城
大梅沙不仅是孩子们开心嬉戏的快乐天地，成年人在这里也极为赏心悦目……

□陈海文（河南长垣）

中央电视台热播的《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小平同志
一复出就抓教育，1977年和1978年，开始恢复高考制度，
作为亲临其时其事的基层教育工作者，虽已过去37年，今
朝忆起，犹激动不已。

1977年8月，我接任黄河滩区中学——长垣八中校
长，决定立即开办全日制复习班。但我们这所学校之前是
以劳代学尤其严重的农场式的“五七”高中，教室、宿舍太
少，伙房太小……

犁耙农具、盆盆罐罐搬出室外，教师自愿集体备课，为
学生腾出宿舍。唯一的一座礼堂原来住着全校男生，他们
都搬到其他屋子里，成为合堂大教室，复习生都集中在这
里上大课。学校不收学费，教师更没一个要补助的。教师
兵分两路，一班人马负责起始班的教学，一班负责毕业班

和复习班的辅导。但所有能担课的人员全都上阵了，却还
有一科地理没人担。万般无奈，我想起了多年在学校大菜
园种菜的老教师“右派”老戚。征得他的同意，我大胆地让
他担起了复习班和毕业班的地理课。但他一上讲台，复习
生都哄堂大笑，有人说：“这位不是菜园子老戚吗？”也有人
喊他“菜老师”。但戚老师仍认认真真地上他的课，教学成
绩非常好，学生们都服了。戚老师的“右派”问题后来得到
了平反，恢复了工作和工资，评职称又晋升为中学一级教
师，他一直在该校干到退休。

1978年有两次高招。欣喜中，我们又要迎接第二次高
考——该年7月的考试。教室寝室必须增建，伙房必须扩
大。好！学校有的是大杨树，梁檩木什都不用作难，凑凑
家底，噼里啪啦大兴土木起来。

更主要的还是师资问题，从这第二次高考开始，英语
成为必学主科和必考科。可全校没有一个英语教师——

这是当时的普遍现象，县教育局应急之举，开办了全县英
语教师培训班，让我校选派2至3人参加。但我们却无一
人可派，因为走一个人就会空下一门课没人教。正作难
时，一位姓温的学校小木工毛遂自荐要去参加培训改行当
英语教师。人们一听都笑了：“行吗？”“行！如果学不成就
不回来见您。”他是初中“老三届”，学过俄语，就派他去试
试吧。这小木匠还真中，培训班里数得着的成绩，培训回
来就上了讲台。后来他成为教学骨干，中学高级教师。

1977年、1978年、1979年，这是中国历史上不平凡的
年头。7月大考，我校成为1979年全县高考“状元”。17
岁的靳书勤考入北大，他的家长非要校长和老师去他们家

“庆祝庆祝”，我们多次婉谢，他们坚持邀请，我和班主任及
几位任课教师作为代表，一溜自行车出发了。靳书勤的爷
爷，一位70多岁的老人迎候在村头，朝着我们深深地作了
一个揖！我们这些臭老九啊，真不知该如何是好。

□王继兴（河南郑州）

国庆节放假，我们带刚满三周岁的小孙子曈曈到大梅
沙去玩。

大梅沙，乃“深圳大梅沙海滨公园”的简称，是深圳市
委、市政府1999年度为民办十件实事之一，总投入1.2亿
元，1999年6月18日落成并免费向公众开放。

大梅沙果然很美！据说其整体规划是由英国一家公
司设计的，整个公园成功地利用其背山面海的自然条件，
把山景引向海边，把海景引向山体，让蓝天、白云、朝霞、夕
照都成为优美旋律中最动人的主题。这里，观景长廊连接
椰树林立、花草竞艳的大小广场为主线，附有冠大荫浓的
法国枇杷掩映着的草坪停车场，造型各异、具有浓郁海滨
特色的张拉膜，像朵朵白云点缀在青山绿水之间，还有沙
丘绿洲、花坛草坪、棕树丛林，形成了优美舒适的海滨旅游
环境。特别是那连绵1800米的海滩，海水清澈，沙滩宽
阔，沙质细软，最使游人惬意！

来到沙滩，曈曈便欢快得像头小鹿，光着脚纵横撒
欢！他由爸爸牵着手，站在那波波海浪涌来的海水里，品
味海水亲吻的感觉；看那雪浪怎样卷起，怎样呼啸而来，又
怎样豁然破碎，悄然退去。

大梅沙不仅是孩子们开心嬉戏的快乐天地，成年人在
这里也极为赏心悦目。小住两日，曈曈捡了一小桶贝壳，
有大的、有小的，有厚的、有薄的，有洁白的、有淡黄的，还
有带各种各样花纹的。品赏那一颗颗贝壳，一些关于贝壳
的名句也像海浪一样涌在了我的心头。比如——

英国科学家牛顿说：“我不知道世上的人对我怎样评
价。我却这样认为：我好像是在海上玩耍，时而发现了一
个光滑的石子儿，时而发现一个美丽的贝壳而为之高兴的
孩子。”

此外，我还捡到了别样的一些“贝壳”。比如——
看着沙滩上戏沙的人们，我拾到了这样一首小诗：“嬉

戏银沙滩，银沙软似棉。阔海怡心神，浪花吻衣衫。涛声
当诗吟，热沙作被眠。路人若情侣，老妪变童年。”

看着海面上翩飞的海鸟，我也思绪翩翩：“萍踪曾邂
逅，梦中总相逢。翩翩佳丽姿，历历洛神影。展翅迎朝阳，
引颈唱晨风。此生长相忆，海天一飞鸿。”

清晨，我独坐海岸，欣赏海上日出，吟出这样一首小
诗：“海岸静无人，独自坐礁石。遥看霞灿后，仰观日出
时。眼染玫瑰色，神吟温馨诗。胸中掀波澜，意蕴心自
知。”

放眼大海，我还陷入了天地和人生的哲思：“终于访大
海，仰面问苍穹。岁月永绵绵，人生何匆匆？阔则大如海，
渺何小似鸿？苍天笑不语，涛声耳畔鸣。”

夜深人静的时候，窗外涛声依旧，恍是大海在和自己
的情人喁喁细语，醒来立即动笔：“枕畔絮语声，清晰又飘
渺。悠远似天籁，贴近若呼啸。迷离桃源深，恍惚仙山
高。醒来寻残梦，窗含万顷涛。”

归途中，曈曈拎着自己的一囊贝壳，沉甸甸的；我也拎
着自己的一囊“贝壳”，同样觉得沉甸甸的。真的，我们的
收获颇丰！

大梅沙拾贝

难忘的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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靳书勤的爷爷，一位70多岁的老人迎候在村头，朝着我们深深地作了一个揖！
我们这些臭老九啊，真不知该如何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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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信息栏目

分别在A27、39、40版

法律与咨询

●专业婚查取证找人88887977
●隐私婚查取证找人61117779
●资深诚信陈律师15981981833
●53668802婚查取证，定位找人
●交通事故律师18625773913
●婚查找人取证13523053494
收购债权难事帮办63210116
●公司商会律师13598872990
●常青律师团队13703845682
●高效婚查找人取证55007873
●保密婚查找人取证65099919
●齐勇智律师13838381848
●案件专家论证15003995652
●保密婚查定位找人收购债权
难事帮办18697337007
要账专家86169619
“18137889110”

快速要账小额当天大额三天

■15538250011■
■成功收费■
你有欠条，我来买单。

职业收账，收购欠条，专业的

要账队伍，正规的律师团队，

全国办理热线：13598086574

治赖13253377120
■事成收费■
专业清债，收购债权，快速

合法，律师策划，找不到欠

款人勿扰，以专业为主，不承

办其他业务专线15093301233★合法清债★
律师策划68985551成后收费★律师清债★
信誉第一办理
各种债务婚查
办：0371-53372838
热线：13938433336
★全国要账★

18年经验退伍军人专业团队

快速清收个人公司工程等各

种欠款，律师单位合作策划

为您排忧解难，诚信合法

电话：185371569880371-65835985
★胜龙收账★
全国收账0371-87555444
★专业要账★
清理各种欠款0371-87508123

13015500011要账
13015506677成付

400-093-1761
全国清债,高效,无前期费用

电话15538156663
收购债权

快速简便 13903821300
收账15515555552
要帐15515555922
要帐专家

20年的专业经验，快速、安全、

诚信、专清工程款、现金借款、

合同款、单位欠款、专办大案

等各种欠款、面向全国、深受群

众欢迎、为弱势人群排忧解难。

西区电话：18838272316
东区电话：13071022966
许昌电话：13080162177

商标专利

●商标专利版权037155607110
●全国商标注册4000017931
全国信用评级4000017931

认证咨询

工程证书咨询
建造师造价职称询63577522

抵押贷款

●房车抵押当天放款60688896
银丰典当行

黄铂金钻石名表车辆房产按

揭房66210936/39、67269860、
86085562/02、64608919

工商咨询

●注册各类公司 13526626508
●低价注册代账 13693719897
●低价注册增资 15937198373
●代办公司15516941095
●QS生产许可●环评63910208
●投资金融资产专办63815722
●7天快速注册15515501559√
公司快办★收购65325833
●免费公司注册记账63569525
●13838389446医疗器械工商

●专业代理记账13949145369
●低价快办公司15136237356
●代理公司记账18037132755
●免费注册公司13071035003
●免费快办公司15517559996
●注册公司记账15333838336
●办公司增值税代理记账出口

退税税务疑难13253513887
●投资金融、资产管理、集团

疑难公司快办13213196669
●专办医疗器械资质65740123
●免费快办公司15515601328
●投资金融服务资产管理专办

低快注册公司13333869335

●建筑劳务资质 13071018226
●低价记账●税务疑难●工

商注册●资质代办65593711
●工商注册王13253362163
●工商注册增资13592613936
“工商■资质”
快办公司建筑资质66364166
低价电力物业园林66364266
高效诚信,不成退款

低价办公司
资深代理记账机构86107088
“速办总承包”
房建■市政■公路■水利

机电■化工■矿山■电力

新申办专线：55058991
增项、升级专线：55058997
【总承包快办】
房建◆水利◆矿山86099988
市政◆公路◆通信86099688
机电◆消防◆电力86099088
装饰幕墙◆智能化86099288
承装●承修●承试86172660
房地产●园林●物业86172662
14年真诚服务！

★工商世家★
十六年品牌●大额注册增资

办公司送法国红酒●房地产

及各类建筑资质15003821088
宝宝公司起名
善如意起名专家68082128
一级办成收费
房建市政等资质18500688890

部厅●二升一
房建●机电●矿山63617399
公路●钢构●装饰63838000
市政●通信●电力63830333
园林●水利●环保63698266
14年真诚服务！

●工商代办●
工商执照快办86172660
大额增资快办86172662
快办工商注册
审计资质65771569
全省资质专办
土建●装修●园林 53310629
水利●防腐●照明 53310628
市政●环保●送变电53310627
路桥●机电●钢结构53310626
矿山●门窗●电监会53310625
投资金融资产
注册开办运营指导55815178
鑫汇工商资质
快办各类工程资质大额增资

验资安全生产许可证及人员

培训.65901419、65901473
园林资质特办
专办各类工程资质总承包专

业承包、垃圾清运63819190
专办生产企业
环评资质工商8656045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