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隔着三年时光，按下岁月暂停键，慢慢
地倒带，回忆牵着我回到那年盛夏。 今天，
走过了三年的时光，跨越了岁月的台阶，我
们又重新回到那曾经就读过的校园。

学校仍然是原来的模样， 教室还是那
间教室。 桌面上的划痕和字体添上了岁月
的韵味。 睹物思人，却只叹“物是人非事事
休”。 那年那时的那群人已漂泊于四方，剩
下的只有那年盛夏青葱的回忆。

毕业那年的我们被时光吹散在风中，
飘向各地， 岁月把每个人之间的距离拉扯
得越来越远。 再回首，往事如烟似雾一片朦
胧：多少年少轻狂被时光淘尽，多少桀骜棱
角被岁月磨平，多少倜傥少年被流年再塑。
那年的我们各奔东西， 少年的背影渐行渐
远。 曾经志在四方的少年，羡慕自由南飞的
大雁；花开花落又一季，夕阳西下几时回？
六月毕业季，我们终将踏上各自的前程，免
不了会有聚散离合。 往昔的岁月，是流逝的
长河，长河中满是怀念的涟漪。

毕业后的我们还好吗？ 在无数个不经
意的瞬间， 我们是否会想起那群曾激扬文

字， 指点江山的熟悉而又陌生的人？ 毕业
后，年轻的我们总免不了一场场颠沛流离：
有的摔打在社会，早早创业或历练；有的沉
积在高中，为备战高考天昏地暗地苦读；有
的潇洒在职中，留下余暇考驾照；有的跟随
爸妈，迁徙到或南或北的某个都市，学当第
二代农民工……曾经的死党， 渐渐淡出了
彼此的心里，走进不同的天地，融入另外的
圈子， 打拼属于自己的事业。 将来的某一
天，再回忆起同在校园的我们，在心里最终
只剩下清晰的、淡淡的印记而已吧。

那年盛夏的誓言和梦想， 如今谁又实
现了，谁还在努力实现着？ 那年我们一起跳
跃着扯下玉兰花的树枝， 早已高于二楼的
窗户了；那年我们熬坐的板凳，早已换成天
蓝色的方凳，教室也几经粉刷，整洁多了；
那年我们放歌的礼堂现在又成了学弟学妹
们喧嚣的地方， 如今谁还能拥有变声期难
听的公鸭嗓； 那年的操场挥洒了你我的汗
水，我们在起跑线上蹲踞，预备起跑，那时
的我们，个个渴望速度能超过刘翔。 超越平
凡的自我， 往往更多地借助于想象……那

时的青春如同野草般肆意狂长， 那时忙碌
的时光也是欢乐的时光、懵懂的时光、无畏
的时光。 往昔的岁月，是流逝的长河，长河
中喧嚣着理想的浪花。

眼看着岁月带走了前年去年的故事，
冲去了前天昨天的泥沙，只剩下满滩的鹅
卵石，在阳光下摊开，等着你去把他们搬
运，镶嵌在岁月筑成的路上，坎坎坷坷，坑
坑洼洼。 此一枚是和同桌拌嘴闹翻的见
证， 彼一块是被老师批评后沮丧的情绪；
这一面上隐约映照出考试失利后的悲伤，
那一角上清晰地刻写着荣耀的奖章。岁月
并不温柔，青春无法完美。 回忆中的我们
也具有了残缺的魅力， 宛如断臂的维纳
斯，面容是那么美，双臂却又缺失。究竟完
美的样子是怎样，又那么费解，那么不可
预期。 我们的青春岁月，我们毕业之前的
成长故事是那么美，也有那么多欠缺。 也
许这正是维纳斯的特点———无法完美，永
葆魅力！

毕业那年的盛夏，回忆中满是怀念。 怀
念中的青春，无法完美却永葆魅力。

常常听人说：“没文化，真可怕”。 可“文
化”到底是什么呢？ 看到网上一个解释，说文
化可以用四句话表达：根植于内心的修养，无
需提醒的自觉，以约束为前提的自由，为别人
着想的善良。 我认为文化还可以这样表达：有
信仰指导一生的追求，敢于担当责任的勇气！

一百年前， 中国因闭关锁国迅速沉沦，任
由列强欺凌，很多有志男儿不得不远涉重洋寻
找救国之路。 有个辜姓福建人，来到南洋帮一
个英国人管理橡胶园，因为他勤奋敬业，得到
英国老板的器重，过上了很富裕的生活，娶了
个英国女孩，生了个儿子，起名辜鸿铭。 辜鸿铭
是个天才，他精通 9个国家的语言，获得 13个
博士学位。 后来辜鸿铭回到中国担任清朝外交
官，在同一场合与 8个国家的外交使节用 8种
语言交流，谈笑风生。 这样一个奇才，在 10岁
时离开父亲到英国生活，他的父亲让他跪在祖

宗牌位面前，九跪九起九叩首，告诉他，无论走
到哪里，都不要忘记自己是个中国人，学成之
后一定要报效自己的祖国。 由于才华，他成了
西方各国外交部的红人， 优厚的待遇接踵而
至， 但是他选择回到当时积贫积弱的中国，在
两湖总督张之洞手下当了一名幕僚，月薪不及
国外的十分之一。 他心怀报国之志，在洋务运
动中立下汗马功劳：建立汉阳枪械厂，修建京
广铁路，为中华民族的崛起和强盛做过不朽的
贡献。

孙中山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周恩来
的“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邓稼先、钱学森
……正是因为有这样一大批心怀祖国的年轻
人，有他们舍生忘死的追求与奋斗，引领中国

人站起来了！ 所以，一个民族，尤其是民族的
未来，一定要有信仰，要有远大的目标和不懈
的奋斗。 做一个用信仰指导一生不断追求的
人，这才是文化人。

文化同时也是一份敢于担当责任的勇
气。 王安石变法期间， 遭到很多守旧派的反
对，但是他敢于担当，“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
身在最高层”； 谭嗣同“我自横刀向天笑，去
留肝胆两昆仑”； 霍去病“匈奴未灭何以成
家”；1948年，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横渡长江，
当时有艘英国轮船在长江耀武扬威， 企图吓
退我百万雄师，毛主席大手一挥，一排排炮弹
过去， 列强灰溜溜地离开了他们眷念不已的
中华土地；在南海仲裁案风波紧张时刻，美国

派了两个航母战斗群来到我国南海附近，中
央军委当机立断，派出超过它数倍的飞机、战
舰、潜艇、导弹部队，摆出“朋友来了有美酒，
豺狼来了有猎枪”的姿态……

这些都是中国人具有担当精神的典范。
生活在盛世的我们， 这种敢于担当的精神最
容易衰减。

孩子是可塑的， 今天的教育该重视什么
呢？ 培养学生核心素养的内涵很多， 主次怎
样，又如何做到轻重缓急？ 这些都值得所有教
育者深思和探讨，一味地重视考试分数，而爱
国教育、责任担当教育相对薄弱，这样的教育
是不是太短浅， 孩子成绩优秀之后还有什么
可以追求的？ 如果心中没有祖国，孩子又会成
为一个什么样的人，他在为谁而奋斗？ 我想，
当下最需急切培养的应该是心有信仰， 有责
任，敢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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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世间的万事万物有太多的相
似， 却也因自身同他人的区别和不
同而闪闪发光。 大同为美，不一样，
亦是美。

农夫有一群羊，它们洁白无瑕，
农夫一提起它们，总是喜上眉梢，可
偏偏在这一群白羊中， 有一只小黑
羊， 它看似不起眼， 可一站在队伍
中，就显得格外突兀。 农夫从来只歌
唱白羊， 小黑羊总是被忽略的那一
个。 一日下起了暴风雪，村庄被白色
覆盖，农夫和他的羊群失散了，他雪白的羊群在这
白皑皑的雪地上就像消失了一般， 农夫甚至有些
绝望了， 这时， 白雪地上出现了小小的一个黑
点———是他的小黑羊！他顺着黑点找去，一下子找
到了所有的羊。 不被重视，不被看好的小黑羊，在
关键时刻却成为了拯救整个羊群的英雄。

年轻的萧煌奇作为一名盲人歌手， 他没有帅
气的外表，他无法看到台下观众的表情，在这个长
相、实力都要求完美的演艺圈中，萧煌奇好像是个
异类，也许终生都只能戴着墨镜上台演出，但萧煌
奇从未因此感到迷茫沮丧，在黑暗中，他索性只聆
听自己的内心来歌唱， 不用在意台下观众们的表
情，不用盯着耀目的镁光灯，他只要纵情演唱便足
矣，他是美的，即使与他人不同，却也美得倾绝众
生。

比起所有活泼可爱，聪明伶俐的小朋友来说，
麦兜总是那个不一样的：长相差一点点，头脑差一
点点， 情商也差一点点， 就像大人口中的“笨小
孩”。 他没有什么远大的抱负，他甚至没有做成过
任何一件事情， 他每天除了吃好像不会做其他事
情，但他却是最真诚的，他从不放弃对任何一件事
的努力，一次次失败又一次次爬起。他只说最真的
话，他只做最原本的自己。 他说：“感谢上天，即使
我的眼睛再小、再眯，我的脸再大、再圆，我还是一
样可以看到日出、日落、花谢、花开”。

工业革命是想象力与创造力的爆发时期，在
汽车尚未发明之前，人们出行只能靠马车，经济
快速发展的情况下， 马车已不再适应飞速运转
的世界， 可当时的人们几乎都只希望能拥有跑
得更快的马，而未曾想过新的交通工具。 卡尔·
弗里德里希·本茨是不一样的，他坚信有新的动
力系统能使人们拥有新型交通工具， 在汽车刚
刚发明时，很多人都带着怀疑与疑惑，但是，内
燃机车凭借它的便捷与快速， 很快便向众人展
示出了这“不一样”的美，最终成为理想的交通
工具。但由于内燃机成本高，汽车在当时还只是
属于富人的奢侈品，这时，亨利·福特怀着他“不
一样”的信念开始带着他的汽车团队投入研究，
他要做出人人都能买得起的汽车。 这一想法在
当时看来是可笑的， 因为缩减汽车成本在当时
的技术看来是个难题。 在他的刻苦研究下，福特
T 型车面世，便宜的价格，优良的性能，使福特
真正成为家喻户晓的“国民车”。

这些“不一样”，也许一开始会遭到白眼与不
信任，也许会失败，但最终都熠熠生辉。

世界有时会让不一样的人显得格外突兀，却
也因不一样而精彩，因此，世界需要不一样。 人因
差异而美， 别样的思想和追求赋予相处和交往更
多的乐趣，发现不同，总是能够带来惊喜。

大同为美，不一样，亦是美。

不曾发生的事
长沙县第一中学 1401班 范典仪

走廊思想

拾珠文海漪澜心灵

13电话：0731-88317950��E-mail:kjxb001@126.com
编辑：彭静 版式：谭笔耕 校对：卿逸圣 2017 年 1 月 11 日

星期三科教新报 成长

文化的内涵
长沙市长郡梅溪湖中学 1405 班 姚溶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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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亮整个身体陷入老式的旧皮沙发
里，他的眉头没有舒展开，他在想如何解决
他的晚饭， 何时整理完公司的文件……突
然， 阿亮的眼神落在茶几上的那个墨绿色
的铁盒上，指腹触到冰凉的铁皮，仿佛有一
股奇怪的电流， 打开了某个尘封了许久的
记忆。

阿亮记起来， 自己小时候也有个这般
大小的铁盒，用来装一些稀奇古怪的东西。
阿亮有些躁动了， 他感到身上的每一个细
胞都在跳动， 它们在呼喊着一个熟悉而又
遥远的名词———乌茶镇。

乌茶镇是阿亮出生的地方， 因土地肥
沃好产茶，又特以乌茶为最，便叫乌茶镇。
因家中频遭变故， 阿亮十多岁便离开了乌
茶镇，没再回去。 想到这，阿亮眼睛有些酸
涩，他有点想回去看看。

阿亮选择了时间最近的一趟中巴，在
手机上匆匆编好请病假的邮件后跳上了
车。 巴士是城乡巴士， 终点站便是乌茶
镇，却改了名，叫“新开发区”。 大概因为
老旧失修，巴士总发出“吱呀”的响声，这
响声让他想起小时家中的木床， 想起河
边随风倾倒的芦苇， 想起赤脚在田埂上
撒野的午后……他想起他的铁皮箱，埋
在一棵樟树旁。

进镇的路没有变，只是加了水泥；路旁
的山坡没有变，只是变成一片废墟。 不远处
的工地上矗立着某个大厦的半成品， 镇子
的大致格局仍然没变， 但施工让镇子里古
树只剩一棵，用黄色警戒线围了起来，阿亮
走近，看到了告示牌上写着“贵樟稀有，勿
动”。 他兴奋极了，抛开了所有失落，把剩下
的期望孤注一掷地投在这棵树上。

果然，他挖到了生锈的铁箱。 阿亮顺势
坐在地上，把箱子打开费了好些劲。 盒子最
上方， 放着一张黄色车票， 阿亮用手捏起
来，又马上放下，纸已经失水变得很脆，好
像一阵风就能将它吹裂。

阿亮记起来，这车票，是姐姐第一次坐
火车从外地回来时特意留给他的。 姐姐十
多岁便辍学在外打工，外面的世界，让一个
在茶镇生活的男孩充满了好奇。 阿亮还记
得当他从姐姐手上拿过这一张车票时，就
仿佛自己也坐着火车游历过一般。

箱子下面放了一本小人书， 书旁放了
几个纸板，一些褪色的糖纸。 纸板是爸爸的
烟盒做的，而对爸爸的印象，是阳光下坐在
树桩上抽烟的厚实背影， 是从外地回家时
用叶片给他吹的曲子，是……没有了，对父
亲的记忆中断得早而短促，工地防护不牢，
爸爸就这样潦草地离开！ 对妈妈的记忆就

像糖纸一般，是甜的，到头来却留下匮乏的
脆弱的纸片，一个支离破碎的家。

阿亮感到自己的脑子像一团棉花，正
被悲伤又浓稠的墨水侵染， 他把手掏到箱
底，没有铜板，只有一张发黄的草纸，纸上
的字勉强能辨认“今用古铜易贵樟”。

工地上的工人又开始了工作， 阿亮与
这棵树面对面地站着， 他感到空气中有一
把刷子，轻而无声地掠过这片土地，好像什
么都不曾发生过。

阿亮矗在路口， 直直地望着那棵树。
他意识到，在这样无声沉寂的人树凝望中，
夹杂了多少情感和时光， 他仿佛不是在望
一棵树，而是在与一位友人送别，它们仅存
且唯一见证着乌茶镇的过去。 而这一刻，阿
亮感到自己仿佛同这棵树一起度过了这无
比艰辛的十多年。

毕业那年盛夏
娄底市第三中学高 275 班� 李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