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非常荣幸有机会来到湖南师范
大学树达学院，和同学们一起，参加
这样一个很有意义的活动。 刚刚听
到同学们朗读《湖南日报》，让我很
有感触。

我们的活动虽然叫朗读大赛，
但是既有朗读，也有演讲，有知识的
输入又有思想的输出。今天的比赛，
让我直观地感受到大学生的演讲水
平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提高。 大多数
选手都选择讲述自己身边的故事，
不刻意、不做作，娓娓道来的讲述让
观众感受到了语言的魅力。

听完大家的朗读和演讲，我想和
同学们分享三个字———“慢下来”。

第一个“慢下来”是慢下来去感
受。 今天的演讲，个别选手的故事，
稍微显得有些粗糙。在这里，要特别
表扬三号选手， 她讲述的是她跟父
亲的故事。她的感情为什么细腻？她
的故事为什么动人？ 因为她讲述的
是自己的至亲。 她塑造的人物是鲜
活的，她的素材是丰富的、独一无二
的。 她的演讲当然更容易打动人。

相反， 有些选手选择的是历史课
本中读来的故事。 没有真情实感，没有
切身的感受。这种粗糙的情感都打动不
了自己，又何谈打动听众。

第二个“慢下来”是把表达慢下
来。今天有几位选手可能因为紧张，
在台上显得稍微有点着急了。 在这

里，我要特别表扬的是九号选手，他
在讲述高龄爷爷在病房里看国庆大
阅兵时有这样的描述： 爷爷伸出颤
抖的双手，紧紧地握住我。 他在这个
句子中间“颤抖的双手”后面停了两
秒钟。 我们可以仔细体会，这停顿两
秒的意义。 它就像电影中的大特写，
让听众去感受、去想象、去看见那一
双颤抖的、布满皱纹的双手。

我们日常生活中的语言表达是
有停顿的。 因为沟通是一种互动，我
们听到别人讲的话 ， 需要理解 、思
考，再进行反馈和表达。如果我们把停
顿去掉，语言表达的节奏确实变快了，
但大家却不能理解语言的内涵和情感
了。在演讲的舞台上敢于停顿，是一个
选手自信的表现。

最后一个“慢下来”是慢下来才
能出精品。

我们演讲的时间是固定的 ，每
个人 6 分钟。 这种形式决定了我们
的演讲绝对不是闲聊， 而是奔着打
造精品去的。 建议各位同学，花时间
去挑选故事，去打磨自己的表达，去
打造一个个好故事， 去凝炼一个个
观点。 我们的目标不是要数量上的
多，而是讲究质量上的好。

我是一个幸运的人， 一个受益于
演讲和朗诵的过来人。 希望同学们在
以后的日子里，能保有对演讲的热情，
日拱一卒,功不唐捐。

慢下来，更精彩

□ 湖南省演讲与口才学会 王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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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父亲去挖红薯。
父亲拿着镰刀， 挎着背篓，走

在窄窄的田埂上。 我扛着耙头，跟
在父亲的后面。

秋收后的田野， 寂寥空旷，犹
如刚刚生产过的妇人，慵懒而又安
详。 深深浅浅的红蓼、蒲公英、牛筋
草 、狗尾巴草随处可见 ，田野间飘
荡着稻谷收割后的清香。 不远处，

三三两两的乡亲们正在田地间忙碌，施水、薅草，
侍弄着刚种下的菜籽和菜苗。

往年这个时候， 村邻们就开始烧火土灰了。
把田土间的杂草收拢在一起， 晒个七八分干，点
燃，上面堆着细碎的土疙瘩，一两天之后，杂草变
成灰烬，和土拌匀，便是用来做肥料的火土灰。那
种袅袅的白烟所带来的独特气息，温暖、迷人，氤
氲在村庄的上空。 很多年以后，这场景依然萦绕
在我的脑海之中，成为我记忆中不可或缺的一部
分。 如今，农村禁止焚烧秸秆、杂草，陶渊明笔下
“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的田园风光，大概一
去不复返了。

在农民的眼里，每寸土地都是很金贵的。 父
亲的红薯种在豆子地的四周，黄绿相间的豆叶在
萧瑟的秋风中摇曳着， 茂密的薯藤护卫着沉甸甸的
豆子。 “红薯饭、南瓜汤，餐餐吃个精打光”。 在那些饥
荒不断的岁月里，红薯是人们赖以生存的救命粮。

挖红薯不仅是个体力活，也是个技术活。 毕
竟，红薯长在土里面，谁知道它们躲藏在哪个旮
旯里？ 挖红薯时，得先割掉长长的薯藤，留出薯
茬，确定好要挖的大致位置。 如果耙头挖下去的
位置稍有偏差，就会一耙头挖到红薯上。 父亲割
薯藤，我挖红薯，配合默契。

很久没有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加之用力过
猛，才挖了七八蔸红薯的我就大汗淋漓，气喘吁
吁。 要知道，当年的我是能够挑着一百二三十斤
的担子，走两里地不歇气的。

不过，让我欣慰的是，父亲虽已年过古稀，身体
依然健旺。 他赤裸着上身，身手矫健地割着红薯藤。
他老人家的气力似乎丝毫不亚于我这个正当壮年
的儿子。 经年累月、早出晚归的劳作，并没有摧毁他
的身躯，反而是一种极好的锻炼。 不过，他的皮肤和
肌肉已经明显松弛，脸上开始出现了暗褐色的老年
斑。 他的胃口也大不如以前。 自诩为“吃面大王”的
他，曾经在十分钟之内可以吃掉两大碗面条，如今，
他只能像一头老牛，慢慢地咀嚼、吞咽了。

游记

以前不曾到过吐鲁番， 便不知她真
实的模样。

也许，在我的印象里，吐鲁番，就是
我支教涟源兼任地理教师时， 那中国地
形图上西北地区低陷下去的一块浓绿，
极小却极打眼， 直直地投到心里且莫名
地觉得深刻。

谁也意料不到我报名到吐鲁番援疆
的毅然决然，仿佛是早有约定，又仿佛是
受了召唤。

当第一次乘着飞机俯瞰， 苍茫无边
的黄土在眼中闪现出一片绿时， 当年刻

入心中的那块低陷的浓绿从地形图中跳
脱出来，让我的心再次怦怦然，不禁惊呼
出声：“啊，吐鲁番！ ”

援疆半年，其实极少有出游的时间，
故而对吐鲁番的了解算不得深入， 却在
日常的点点滴滴里逐渐倾心于她， 爱意
也渐浓。

所以，你若问我，吐鲁番怎么样？ 我
会笃定地告诉你：是个好地方呀！ 好得不
得了！

吐鲁番第一好的，是天气。 半年的时
间里，仅下过一场雨，几乎天天天晴，那
透窗而过的阳光像极了我当年去涟源支
教时一路的光亮， 也像极了爱人在我人
生跌入谷底时投来的充满力量的笑，我

尤其喜欢。 敏感而忧郁的我，也常会因着
这阳光而兀自开心。

和吐鲁番天气一样温暖热情的，便
是处处可见的笑脸了： 花坛里的玫瑰花
是笑着的，大朵大朵开于枝头，阳光下的
它们，要么恬淡，要么热烈，少有羞涩而
半开不开的， 如同一个个仰着面看你的
快乐的孩子。

课堂里，课堂外，学生们是笑着的。
他们一双双能说话的眼睛会告诉你：他
们也喜欢你。 于是便有了让我印象深刻
的那一幕：车如流水的十字路口，一女学
生满脸灿烂的笑， 她骑着电动车从我眼
前飞速经过 ， 一边回头高声喊 ：“唐老
师！ ”一边伸出一只手用力地挥舞着。 而

我呢 ，远不如她那般从容 ，心 “咯噔 ”一
跳，赶紧喊出一句：“小心啊！注意安全！ ”

虽然出游的时间和机会很少， 但偶
尔也会得一些空闲。 于是也会感觉到，我
的吐鲁番，除小区、学校以外的地方，还
有大漠无边，戈壁荒凉，胡杨用无言诉说
岁月的沧桑，还有阳光也射不透的冰层，
卷着尘沙咆啸狂舞的飓风……这些都是
吐鲁番的模样。

但是，住久了，才发现，当年刻入我
心中的那块浓绿， 更是那一夜春至后的
几朵娇俏的杏花趁人夜晚熟睡偷换新绿
的树芽， 以及听着天山泉响慢慢苏醒的
葡萄藤蔓， 还有待我离开时依然回忆着
我和我也回忆着的他和她。

□ 浏阳市第六中学 唐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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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教情
□ 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程诺

初见是在一个炎热的暑假，蝉鸣
四起，疏影横斜。

在大一结束时，我和同学们来到
衡山县岭坡乡，开启为期十五天的支
教之旅。来之前，我精心制作了课件，
想用最可爱的方式，让这群孩子面对
数学时不再如临大敌；同时，我也十
分希望我能以最积极向上的姿态出
现在这片土地上，让衡山对我的记忆
也是那么明朗可爱。

来到这之后，孩子们对我们这群
大学生充满了好奇，会向我们提出颇
为奇怪的问题，从问题中我们可以看
到他们对这个世界的希冀与幻想。有
一个小女孩， 晚上的时候会找我聊
天。 她告诉我，她的爸爸妈妈经常出
差，爸爸妈妈不在的时候，这个小镇
就是他们的天堂。小女孩还向我介绍
山里的特产，她一一列举，如数家珍，
颇有东道主的气质。

早早地，当我还在洗漱时，就会
听到教室里传来孩子们晨读的声音，
这时常会给我一种幻觉，仿佛我们已
经在一起生活了很久，每一个人都彼
此默契，心照不宣。 大家很快进入了
固定的节奏，仿佛预先排练过，就像
是我们与衡山的相遇，初见惊艳又似
曾相识。

时间就这样一天天过着。
在最后一天，每一个孩子都站到

了教学楼二楼的阳台上，向我们喊出
了心声。有一个男孩说，要我们等他，
说他有一天会来到我们的学校，说这
些话时他笑盈盈的。

回去后，那群孩子的每一张笑脸和
衡山的青翠欲滴深深地刻在了我的脑海
里，这座山在我的心里从此有了灵气。那
里有一群可爱的精灵，阳光向上。

是否会有那么一天， 我走在街道
上，你笑盈盈地向我走来，告诉我你来自
衡山？

回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