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抒怀

记忆

感悟

子的信封上剪去一小角并表明是稿件，
都
不必贴邮票。在那文学浪潮高潮迭起的时
候，
在那文学创作狂热的时代，
许多城乡文
学爱好者都尽情地搭乘着免费的邮政快车。
时过半月，我那三万余字的稿子从
编辑部邮回到我的手上。几经修改，我
把这沉甸甸的稿子投向另一家杂志
社。可不久，那家杂志社又把稿子退还
给我。我把退回的稿子略作修改，又自
东邮到西，从南寄到北。但那稿子在东
西南北各家编辑部辗转一大圈之后，又
回到我的手中。尽管各家编辑在各自
的退稿单上言辞恳恳，鼓励有加，而我
自己还是不禁心灰意懒了。
第一篇小说成为败笔之后，我搁笔
许久，冥思苦想，是不是自己初试笔端，
笔锋稚嫩，篇幅过长，难以驾驭？后来，
我写了篇三千余字的稿子。然而，第二
篇小说也以失败而告终。看到书桌上

防疫

印象

杨金坤

祖母的季节

每当秋风起，祖母总爱站
在田野里，慈祥地望着一地庄
稼。祖母牵牵我的小手，像是
对着秋风讲，又像是对着我说，
更像是喃喃私语：
“ 孩子们，该
接你们回家了。
”
秋风明白了这句话的含
义 ，我 听 懂 了 这 句 话 的 意 思 。
在祖母心里，这些庄稼就是她
的女儿，虽然她们身份不高贵、
容颜也不姣艳，
就连名字也有些
土里土气，
但自从祖母把她们嫁给土地，
她
们都能在或贫瘠、
或肥沃的土地上，
安身立
命。用不同的身姿、
不同的禀性，
坚守自己
的家园，
葳蕤家族的岁月。
祖母摸摸玉米粗壮的腰身，说：
“我
的大女儿以前弱不禁风，现在都这么强
壮了。”玉米听了这话，
特意用腰身蹭蹭祖
母的前胸和后背。祖母仰头看看高粱说：
“二女儿身材越长越苗条，
越来越高了。
”
高
粱羞涩地垂下头，
一张俏脸在阳光的照射
下，
红中透着亮，
亮中透着红。棉花调皮地
伸出手拽住祖母的衣襟不松开，祖母捏捏
她白白胖胖的脸蛋，说：
“ 老三还这么调
皮。
”
大豆看到祖母，
高兴地裂开了嘴，
地瓜
和花生，
把饱满的思念深藏在泥土里，
等着祖
母去掏出一串串惊喜。
“老四还是这么爱笑，
老五、
老六你们不用和我捉迷藏。
”
祖母点着
大豆、
地瓜和花生的额头，
逐一打着招呼。
在这个季节里，祖母把她的女儿们
相继接回了家。老大玉米，码放在堂屋
屋檐下，为整个家庭撑起门面；老二高
粱，挂在小院的铁丝上、树杈上，生活显
得红红火火；老三棉花耍赖，非得住在祖
母的炕头上；
老四大豆住在缸里；
老五地瓜
住在地窖里；老六花生住在麻袋里。姐妹
六人各得其所，
在鸡鸣、
狗吠、
牛哞中，
向祖
母诉说各自的秘密。乡土气息的话语，
熨
平了祖母脸上的沟沟坎坎。
长大以后，我总是执拗地认为，秋天
这个季节不属于祖父，也不属于父亲，更
不属于母亲，
这个季节只属于祖母。

那叠退稿单，
我更加心灰意冷了。
正当我失望至极时，我无意从订阅
的《文学报》上看到一则短文，使我的眼
睛为之一亮。那则短文说的是英国大
作家——约翰·克里西的故事。当年，
他
被各家报刊编辑退稿七百四十三次，
然而，
他毫不气馁，
而且愈挫愈勇……最终磨砺出
许多优秀作品，
成为伟大的作家。
约翰·克里西的故事深深地触动了
我的灵魂，点燃了我的激情。在一个春
夏之交的夜晚，我伏案疾笔，把酝酿心
头多年的精彩故事，一气呵成地挥洒在
案头的稿纸上。而后，字斟句酌地修改
几遍。翌日一早，我便把通宵写就的千
字小说欣然地邮寄给华中的一家报
社。时隔不久，我那久蕴心头的故事，
终于在那家文学报上变成了铅字。
此后，我写稿更有神了，
劲头更足了。
文字在大江南北的报刊上闪亮登场……

苗青/摄

随笔

又是一年 9 月，小区、学校
到处竹子摇曳，桂树吐芳，看着
眼前的景，闻着桂花的香，不觉
想起去年 9 月我赴邵阳绥宁支
教的那段美好时光。
当时，
因为学校住宿条件有
限，
我搬进了老式教师公寓，
不带
洗手间，
不带水龙头，
条件极其简
陋，
但因为年代久远，
倒有种古典之
美。斑驳的门，
古老的窗，
总能带给我无穷的
遐想。
清晨推开窗，映入眼帘的是满眼葱茏
的绿。窗外一片枝繁叶茂的竹林，一棵棵
竹子节节长高，直入云霄。竹枝旁逸斜
出，钻过窗户伸到桌前，
我端坐桌前伏案备
课，
在阳光的照射下，
婆娑的竹影在纸上轻
轻摇晃，风一吹来竹叶沙沙作响，惬意极
了。竹林中传来声声鸟鸣，
婉转悠扬，
悦耳
动听，
真有一种
“风打竹叶沙沙响，
雨停翠鸟融
融喧”
的美好意境。大清早接受这么一场视听
盛宴，
感觉自己这一天都充满了生机活力。
深夜静静躺在床上聆听竹子拔节的
声音，想起郑板桥在《竹石》一诗中写到：
“咬定青山不放松，
立根原在破岩中，
千磨万
击还坚劲，
任尔东西南北风”
，
想到山区孩子
的居住环境和生活条件与城里的孩子相差甚
远。但他们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中依然努力学
习、
坚强生活、
顽强拼搏，
他们如竹般坚韧。
我也决心要和如花的孩子同努力共成长。
门前一排排桂花树，枝繁叶茂，高大
挺拔，碧绿碧绿的树叶间夹杂着米粒般大
小的桂花，金黄金黄的。花瓣有的展开，
有
的半开，有的裹在一起，一团一团地拥聚。
在阳光下，
满树的桂花闪烁着金色的光芒，
特别耀眼。闻着窗外声声鸟鸣，
听着王维的
《鸟鸣涧》
“
：人闲桂花落，
夜静春山空，
月出惊
山鸟，
时鸣春涧中。
”
我仿佛身在梦境。
秋多美，
我享受它，
热烈，
陶醉，
多情……
不知我何时还可以回去看一看，看看
我曾经支教的学校，看看曾经住过的地
方，
看看那群懂事可爱的留守儿童。
彭英

1980 年秋，我把自己心血来潮写下
的几行文字，小心翼翼地装进信封，寄
给一家省级日报社。十余天后，邮递员
递给我一个长长的信封。我拆开一看，
是那家省级日报社寄回的退稿及退稿
单。乍看编辑在那退稿单上鼓励的话语，
对于正处青葱岁月的我还甚为激动呢。
1981 年春，我踏上了三尺讲台，教
学工作之余，在煤油灯下，写下三万余
字的稿子。那时，在乡村，没有方格纸，
我只好把那稿子誊写到学校给我发的
信纸上。没有信封，我把学校包装教科
书用过的牛皮纸收集起来，抹平、
折纸、
裁剪、粘浆糊，一个个自制的特大信封
就大功告成了。我欣喜地将誊写在信
纸上的稿子，装进自制的特大信封，然
后亲手交给邮递员。
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但凡作者给
全国各家媒体邮寄稿子，只要在装着稿

张元和

那段美好时光

湖南省作家协会会员

长沙市望城区金潇小学

逐梦

砥砺奋进 逐梦前行
湖南生物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去年，我被遴选为 2021 年教育部中
西部普通高等学校青年骨干教师国内访
问学者，
并受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邀请，
前
往北京大学从事为期一年的访问工作。
访学的这一年内，我深研苦学，基
本没有休息过，每天早上六点到晚上十
点，匆匆奔走于宿舍、自修室、图书馆、
研究室、食堂之间，自始至终满怀热情
投入学习、研究和工作之中，即便在北
京疫情防控期间，居住的校区实行封闭
管理的情况下，我依然保持了每天从早
到晚的工作和学习状态。
访学期间，我积极推进科研和教改
工作。
在科研方面，我关注中国家庭金融
研究领域，在北京大学与相关研究团队
合作，重点研究了积极心理对中国家庭
金融决策的作用机理和影响机制问
题。我认为，在我国实现共同富裕的背
景下，提高中国家庭投资效率是提高中
国家庭收入水平的重要方法，优化中国

李婕

家庭金融决策是实现我国人民的资产
财富保值增值、为人民美好生活提供物
质保障的主要途径，而积极心理因素往
往对于中国家庭金融决策有着较大的
影响，因此，有必要探寻影响中国家庭
金融决策的积极心理因素，推进心理学
和家庭金融研究的融合。我希望自己
的研究成果能为制定提升中国家庭心
理资本水平的政策建议，为我国家庭实
现资产优化配置、共同享受中国改革发
展成果的目标提供一些启示。
在教改方面，我在北京大学系统旁
听了经济管理多个专业的核心课程，积
极与各位授课教师交流教学心得，学习
了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各专业核心课程

的教育教学改革实践经验，并打算将其
运用到自己负责的课程教学改革中。
我很喜欢北京大学图书馆大钊阅
览室墙上悬挂的两句话——
“铁肩担道
义，妙手著文章”，并将其作为自己的座
右铭。我认为，作为一名学者，一定要
心怀天下，肩负起当代学者应有的担当
和责任，要将民生问题作为自己研究的
出发点，
践行将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
访学归来，我愈发坚定自己的目
标：继承北京大学爱国、进步、民主、科
学的光荣传统，弘扬勤奋、严谨、求实、
创新的优良学风，秉承思想自由、兼容
并包的学术精神，砥砺奋进，逐梦前行，
再创佳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