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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新闻深阅读 让生活慢下来

五十年前，我在重庆主城下半城的一
所小学毕业。当时学校对我们说，你们全
部将对口进入南岸黄桷垭的五中继续学
习，如果不去，就作自动放弃学业处理。小
小少年，不能失学，乖乖地背起铺盖卷，坐
轮渡，过长江，沿着黄葛古道，爬上高高的
黄桷垭读书去了。

既然来了，就安心学习，慢慢也就喜欢
上了这所高山上的中学。这里还真是读书
的好地方，校园坐落在文峰塔下，环境幽
静，视野开阔；学校更是历史悠久，原名广
益中学，在重庆也是一所好学校。

中学生的学习生活，就此有序展开。
班上的同学都来自下半城几个不同的小
学，在新的学习环境和新的班集体里，我有
了新的同学，因为住读，还有了同住一室的
室友。宁君，就是来自另一个小学的新同
学，在教室里，因为同属高个子，我俩被分
坐在最后一排，中间隔着一个通道，隔桌而
坐，渐渐熟识。

记忆里的宁君有着当年知识分子家庭
孩子的气质，聪明机智，成绩优秀，而且多
才多艺。

宁君的才艺是多方面的。能画一手好
画是全班同学公认的，班上墙报的插图挥
笔而就，总能恰到好处地让墙报锦上添花，
多些灵动。隔桌常见他不时地在笔记本上
就用一支普通钢笔画画，最能记住的是他
画的马，奋蹄扬鬃的，极速奔驰的，悠闲自
得的，画得惟妙惟肖。

课余的宁君，是喜欢打篮球的，时常在
篮球场上都可以看见他的身影，但后来却
喜欢上了足球。这是因为文峰塔下的这个
美丽校园，有着良好的足球环境和氛围，广
益足球队曾经的光辉，激励着吸引着一届
又一届莘莘学子为之奋斗。进校后，在体
育老师的推荐下，经测试，我因身高和奔跑
速度被教练认可，进了学校足球队，足球就
成为学习之外的最大爱好之一。班上的足
球活动在我的带动下，迅速地开展起来。

宁君因为喜欢打篮球，双手对握球的
感觉十分好，又有身高的优势，守门员之
职他是最佳人选。几经合练，前有冲锋
的，后有守门的，我们班上的足球队就成
了年级里最优秀的一支球队，打遍年级无

对手，并敢于向高年级的球队发起挑战。
能有这样的战绩，是和有宁君这个优秀守
门员分不开的。宁君的精彩守门，渐入足
球教练的法眼，试训后就留在学校足球
队，我们就成为队友，我司职左边锋，宁君
坐镇球门。我与宁君，课堂上是同学，球
场上是队友，无论课堂还是球场，我们的
相处都是愉快的。

初二那年，与宁君住进了同一间寝
室。在教室里我们是隔桌而坐，在寝室里
我们是隔床而居，虽然没有同桌的你那样
密切，也没有上下铺兄弟那样直接，但一点
也没有影响我感受宁君多才多艺的另一个
侧面。在寝室的时候，宁君时常拿出一把
二胡来，非常投入地拉了起来，《江河水》
《二泉映月》《病中吟》等名曲，就是从他那
把二胡的琴弦流进我心田里。

一场突如其来的意外，改变了我们继
续同窗求学。一天晚自习时，同学之间发
生冲突，宁君在劝阻中被同学误伤，血浸一
身。我们在老师的组织下，用一块门板抬
上宁君就往黄桷垭卫生所送去。值班医生
一看伤口，说，这里无法手术，你们赶紧送
市五院吧，不然会有生命危险的。当时，我
们根本就找不到车，也不知上哪儿去找车，
抬上宁君就往市五院奔去。市五院在黄桷
垭山下的弹子石附近，有好几公里的路
程。我们几个同学轮流抬着宁君，从黄葛
古道顺山而下，经上新街，沿着公路，一路
奔跑着，直至市五院。在抢救室外，医生
说，再晚送来十分钟，后果不堪设想。我们
听医生这么一说，知道宁君有救了，悬着的
心放松了下来，这时才发现我们每一个同
学的衣服都是被汗水浸湿透了的，腿脚也
疼痛起来，走起路来都有点不听使唤了。
可想到我们是在为抢救一个同学的生命做
出努力，再累也是值得的。宁君经此一难，
就转学离开了五中。随后，我亦转学离开
了五中。就此别过，各自继续着自己的学
习和生活。

而后多年，断断续续听说了一些宁君
的事，知道他在恢复高考后，读了大学，然
后去了北京工作。先后在几家杂志做编
辑，退休前是国内一家知名杂志的常务副
总编辑。

往事如烟，五十年过去了，曾经的同窗
宁君，淡出同学的视线，但我是一直关注着
他的。这些年，我总在他的家乡里，在图书
馆的阅览室，拿起熟悉的杂志，翻开首页就
能看见宁君那个熟悉的名字，知道曾有不
少文学新秀在他的培养下，走上文坛，写出
了一批优秀的文学作品。

每每同学们聚在一起聊天的时候，我
就会想起当年同窗隔桌的他来。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想起隔桌的他
罗光毅

人若初见，该有多好，那是对爱情永恒
的憧憬。一个地方，难忘初见，那是对岁月
最深情的回眸。

那一年，主城来支援万盛的教师陆续退
休，学校教师青黄不接，特别是山区教师，更
是严重匮乏。于是区教委在市内大专院校
引进100多名区外优秀大学生，我便是其中
之一。

我们100多人分成两个班级，在区教师
进修校统一进行一周的岗前学习培训，晚上
集中住在红旗宾馆。培训内容其中有讲万
盛的昨天、今天和明天，老师很认真，语言也
很诙谐，妙语连珠，让我们初识万盛。晚饭
后，我们几个喜欢到处逛逛，城不大，很干
净，夜市却比想象中热闹，不时会眼睛一亮，
发现一件特别喜欢的小商品，价格也不贵，
便收获囊中。

有时也逛至孝子河边，坐在河边，把脚
伸进河水里，看落日的余晖，慢慢地从山那
边消失。

去丛林中学报到的那天，太阳火辣辣地
挂在天上，天空没有一丝风儿，又闷又热。
教委统一安排小车送我们到学校。一辆破
旧的桑塔纳载着我们5个新分的大学生，后
备箱里装满了我们的行囊，车在盘山公路上
爬着，一边是茂密的森林，一边是深不可测
的大山沟，不经意间，往窗外一看，对于从小
在平坝生活的我，吓得心底发毛。

除了寥寥几句话语，车里的我们大多数
时候都是沉默的。是希望，是失望，是憧憬，
是后悔，是迷茫，还是坚信，都说不上来。就
像稀里糊涂坐上了一艘命运的小舟，不知将
驶向何方，不知前方有多少风雨，是否还有
彩虹照耀。

从城区出发，半个多小时就到达了丛林
镇。镇不是我想象中的镇，我想象中的镇，
一定是有好几条街道的，一定有人来人往，
一定有几家大的商店，一定好多家餐馆，还
有电影院、菜市场等等。

这其实只是一条300多米街道，一眼看
到底，与其说是街道，还不如说是一条公路，
转过一个弯道，直斜而上，有段坡度比较陡，
车子常常是呼啸而来，走路都得十分小心。

街道两旁是低矮的房子，除了镇政府和
邮局银行是楼房外，还有几家一楼一底的自
家住房。镇上有一家百货商店，哪里是百
货，分明就是一些最基本的日用品。镇上有
邮局、有银行，还有家小饭馆，似乎简单的生
活还是能支撑下去的。

从镇上一个路口分路进入一条窄窄的
公路，七八分钟就到达学校。除了城区，丛
林算是好的中学。那时重庆到南川还没有
高速路，到南川、湖南的汽车只能走老川湘
公路，必须经过丛林镇。交通不便的年代，
这优势可是太明显了。

丛林中学和小学建在镇附近的一所山
坡上，中间一道围墙隔开。其实原本就是一
所学校，后来分开，再后来又合并，分分合合
好几次。

中小学分开容易，各自一栋教学楼，中
间一道围墙就解决了。教师宿舍却一直没
分开，两栋宿舍楼，中小学教师是混在一起
的。一楼一底的旧楼，单身宿舍，没厨房没
卫生间。一栋四层楼的套房，早已被安家结
婚的教师抢光了，后来结婚的只能挤单身宿
舍，办法总比困难多，两个单间，中间打通，
勉强凑成套房。我们几个新分来的大学生
就住到单身宿舍楼，两人一间，生活的诸多
不便也被青春和快乐融化了。

一道围墙把学校一分为二，而中小学的
校门又在山坡下面公路边，单身宿舍是在小
学这边，这就很不好玩了。从宿舍到教学
楼，本来直线距离很近的，却因为一道围墙
变得遥远了，要先下台阶、出小学校门、然后
进中学校门、上台阶，偏偏中学的位置又比
小学高些，下几十步，又上一百多步，累得是
气喘吁吁。

学校很小，一栋三层楼的新教学楼，12
间教室，每层楼最边上是办公室，这成了我
工作的主战场，在那里度过了四年的光阴。
一栋两层的旧教学楼，主要是办公室和其他
功能室。学校的操场不大，炭渣地面，有200
米的环形跑道，2个篮球场，基本设施齐全。

8个教师挤在一间办公室，办公室没有
开水器，没有电扇，更没有空调和电脑，有自
己的办公桌和一把椅子，我很知足了。一张
办公桌，三尺讲台，开启我的人生。踏上教
师岗位的第一年，学校安排我教初一3个班
级的英语。那年正值英语教学改革，初一教
材不再是原来的小本书，而是换成大本书，
整个教学体系完全发生变化，除了一本教
材，没有任何教辅资料。没有经验、没有教
辅，唯有青春、热爱，努力、执着！

周末，我们相约爬山，野炊，钓鱼；又或
者去学生家里家访；又或者挤上汽车到城
区，逛一逛万盛的“七十一条街”，采购一些
生活物资，淘一淘自己喜欢的小商品；又或
者去万盛公园，逗一逗动物园的猴子鹦鹉，
乐得嘻嘻哈哈；又或者去别的学校或朋友家
串门，你来我往，收获友谊或爱情。

山区学校既平凡又丰富。平凡的是物
质，丰富的是生活，一群年轻人把生活过得
风生水起，青春润色，有滋有味。回味起这
里的山，这里的水，这里的人，这里的故事，
便是一坛甘甜的美酒，闻起来沁人心脾，要
是说起来，三天三夜也说不完。

难忘初见，特别是融入了青春的记忆，
深深地记得，也是一种幸福，这一刻，仿佛时
光倒流，繁花盛开。

（作者供职于万盛经开区旅发委）

难忘初见
宋六梅

往/ 事/ 回/ 首 凡/ 人/ 素/ 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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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望相助决胜抗疫
建设银行在行动

诗/ 绪/ 纷/ 飞璧山初夏即景
翁媪相携入画廊，
夏景真个赛春光。
璧城都在翠色里，
影落秀湖入仙乡。

梅江远眺
春雨梅江烟水程，
笼纱半掩翠微屏。
缘悭合是清秋客，
负了诗情共画情。
（注：梅江，璧山母亲河）

西江月•璧南乡趣
早晚几番阵雨，溪塘到处蛙声。池边

又见翠荷生，水下亭亭倒影。
欲唤当年童伴，男女三五成行。村前

屋后捉蜻蜓，还向柳荫说梦。

习书偶拾
临池未获一时休，
书法频摹仿派流。
气贯行间宜度势，
神凝点画贵藏收。

艺坛有路凭新造，
学海无涯任远游。
我趁壮岁挥翰墨，
横折撇捺写春秋。

昆明乘飞机返渝得句
古人登华岳，以为天下小。
所立自丘垤，胸襟亦何眇。
我今御风行，飘飘出云表。
云涛五百丈，几处浮峰岛。
长空会晴日，乾坤愈浩渺。
千山若蚁封，万壑如行潦。
沃野张棋局，江河依带绕。
侧翼暂回旋，天地皆倾倒。
躬耕是男儿，勤勉不可少。
俯瞰渝州城，雨霁风光好。

遥寄戍边参战战友
仗剑英姿少年郎，
人生最傲著戎装。
边关令沸一腔血，
战阵军威五尺枪。
温暖小家轻舍弃，
和平大任重担当。
解甲归田终不悔，
只愿民安社稷昌。

贺璧南诗词分会成立一周年
诗苑一丛花灿然，
芳香缕缕绕晴川。
欲将春雨润新词，
却倩秋风梳旧编。

豪气冲天牛斗界，
壮心驰聘白云笺。
骚坛倾尽情多少，
直上琼霄月满天。

庚子东篱下瞭望台放歌
少年我作戍边郎，戎装凛凛矜昂藏。
今来我乃若处子，朝吟暮哦南北窗。
谈笑一挥四十载，飒然双鬓渐苍苍。
晨曦独眺瞭望台，大江东去烟茫茫。
旧游历历来入梦，江湖那得便相忘。
东篱老树应识我，木樨已谢犹闻香。
竹楼旧有看云榻，花溪还忆泛月航。
当时赤手兴基业，自言未老莫还乡。
眼底江山凭指顾，胸中幽渺漫张皇。
百年心事付横笛，青春高会吹笙簧。
兴酣掷笔掉头去，一莎烟雨随麏麞。
人事从来不可量，休将沉醉说悲凉。
春风一换人间世，起看疫除星煌煌。
康衢击壤意飞扬，骅骝道路慨而慷。
风尘一路俱往矣，好试明年春草长。

（作者简介：耕夫，本名周厚勇，系重
庆市诗词学会副会长、璧山区作家协会
主席）

耕夫行吟
（组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