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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文学文化儋州文化儋州
■纸短情长 ■馨香一瓣

祖 国（外一首）

□ 谢盛江

躺在您的怀抱 甚是惬意
您宽大温暖的胸怀
为我遮风挡雨
我的父母 也躺在您的怀抱里
不过他（她）们早已离世
清明节我给他（她）们上香
听到了谆谆告慰的耳语
花草虽然卑微 您给了一方天地
迷途归鸟 您让它们自由栖息
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阳光
温暖了五十六个民族兄弟
您的恩泽
让他们紧紧地依偎在一起

祖国 民族 兄弟
大家庭里不离不弃
灾难深重 但从来威武不屈
厄运连连 但从来没有放弃
我的祖国凛然不可侵犯
不管它是何方来敌
就像我的母亲
历经苦难 满脸皱纹
我依然把她放在心中最高的位置

英 雄
英雄都是别人冠名的
他当英雄时 不会想到他是英雄
他若想到 他就不是英雄了
英雄不轻易产生
英雄在不经意之间发生
历来的英雄都不为一己之私
历来的英雄都不会一时冲动
英雄有来自于渊远流长的血脉
有来自精忠报国的情怀

英雄也是凡人做
英雄也有儿女情长
危难关头 临危受命 视死如归
乃英雄之本色
民族大义 憎爱分明 忍辱负重
乃英雄之品格
英雄留下的只有一声长叹
叹的是看不到众生的幸福
叹出一缕青烟远去

重访杜甫草堂（外一首）

□ 李江湖

清流翠竹海棠开，旧帽翻风亦快哉。
花径茅檐长不扫，柴门深处我曾来。

题画
荷花荷叶过人头，总角孩童水墨牛。
对面青山斜照里，蛙声压倒稻田秋。

平湖人家 （国画） 董旭 作

涂老师，名叫朝进，38年前担任儋
县师范81届普通一班的班主任兼语文
老师,他博学、睿智、亲和、励志、热情，
尤其是他用心治学的从教精神和真诚
待生的为师典范影响了我们一生。

1979年，也是我国中断十年之久
后恢复高考的第三年，我们考上了儋
县师范。师范是建在那大石屋村的山
沟里，教室和宿舍都是“五七干校”遗
留下来破旧的房子，周边长满了野草，
一片荒凉。与其说我们是来学习深造
的，倒不如说是来劳动锻炼的，我和班
上的一些同学都有失落感。涂老师看
出我们的情绪，在第一次班会上鼓励
大家“既来之，则安之。”他深有感触地
说:“人不能改造环境，就要先适应环
境，然后再去改造环境。越是艰苦的
环境就愈加锻炼人。”涂老师面对每个
学生都有一种亲切感，都是一视同仁
的关爱，我也见证过涂老师用爱去滋
养学生心灵健康成长的教育过程。师
范开学已有一些日子，我最怕的是写

作文，不知道如何下笔为好，每次作文
都是胡乱拼揍一些文字应付过去。记
得有一次，涂老师叫我到他的办公室，
我心里惶惶然，原以为会挨批评的，不
料，他态度却很温和，竟然给我讲起高
尔基、巴尔扎克、曹雪芹、鲁迅等，讲文
学的作用和力量，讲作文的写作技巧
和方法，孤陋寡闻的我第一次聆听觉
得有新奇感。临走前他吩咐我要养成
写日记的习惯，还布置一些片断、细节
让我回去做功课，训练我写作的基本
功，我受益非浅。后来，我的作文渐渐
有些长进.

师范毕业后，我与涂老师有过两
次见面的机缘。一次是儋县师范81届
同学毕业20周年的聚会，那次跟涂老
师聊天，聊得很晚，都是心里话。我谈
到文学创作出现困惑时，涂老师叮嘱
我不管怎样都不能放弃，他的话是一
种让我既安心又感动的鼓励和教导。
第二次见面是去年涂老师携师母重访
儋县师范旧址的时候，儋州的同学都

陪同，打过照面大家都倍感亲切激动，
相互嘘寒问暖。我发现，涂老师年事已
高，但精神矍铄，记忆力强，思维缜密，
很健谈，而且谈吐文雅。叙谈中，涂老
师获知了同学们没有辜负他的期望，
在事业上都很有建树。我作为学生其
中一员，也不甘落伍，几十年来没有放
弃对文学的追求，现已在省级以上报
刊杂志发表了几十篇散文，还参与编
辑出版了十多本丛书。看到大家都有
进步，涂老师感到无比的欣慰和幸福，
似乎年轻了许多。返回广州后，涂老师
写了一首七绝诗《与儋师学子聚会感
赋》，表达了真挚的师生情：“师友同窗
聚一堂，抚今追昔话沧桑。自强不息经
风雨，小树而今成栋梁。求知学艺会儋
阳，传道释疑共烛光。卅五春秋重聚
首，真情依然暖心房。”

按理说，涂老师退休后可以安享
晚年，但他不忘初心，视微信儋师群为
三尺讲台，几乎每天活跃在这个平台
里，与同学们进行学习生活工作交流，

碰撞出绚丽的思想火花。他秉承在儋
县师范的那种育人理念，创设民主、公
平、温馨、励志的交流氛围，微信群里
我们师生可以一起享受生活、享受快
乐、享受智慧、享受成功。“小霞：我经
常看你和同学们转发的文章，获益良
多。邱浚、海瑞、苏轼这三位都是首批
入选南粤先贤馆的优秀人物，所以值
得景仰与赞颂……”这是涂老师与王
小霞同学的微信聊天记录，他就像根
雕艺术家那样，独具匠心，时常刊发一
些正能量的文章或励志的话语与我们
分享，引导我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
值观和世界观。难能可贵的是，不管
哪个同学在微信儋师群上发表人生见
解或图片文章什么的，涂老师都是第
一时间介入探讨或点评。陈有利同学
喜爱诗词，先后在群里刊发了10首写
景状物言志的旧体诗，每一首诗涂老
师都与陈有利相互切磋，发表自己的
真知灼见，就这样他们因文化而知己，
因诗词而神交。潘惠珍同学天性爱

美，她把自己室内精心养护的十多种
开得灿烂的鲜花发到群里与大家分
享，涂老师大为赞赏：“啊，室内室外，
多姿多彩，生机盎然。法国人在阳台
养花是给别人看，你也是……”细品这
些妙语连珠的点评，我感到涂老师就
在身边，给我们上一堂妙趣横生的美
学课。

屈指数来，我们从儋县师范毕业
已经36年，涂老师退休也有20多年
了，尽管无声的岁月渐渐冲淡了那远
去的两年师范生活印迹，但我从来没
有感觉涂老师离开过儋县师范81届
的同学，没有离开过他那痴情的三尺
讲台，他依然是个忠实的教育守望
者，像他名字“朝进”那样，在园丁
耕耘路上一刻也没有停歇过，而是在
微信儋师群的天地里，继续伴着我们
前行，用他的智慧启发我们、用他的
思想熏陶我们、用他的言行感染我
们，给我们人生执着追求的勇气和奋
发向上的动力……

我与改革开放的故事
□ 雷敬勇

■光辉岁月

张秀强书法作品赏析
——敬录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⑨

（未完待续）

老爸与微信
□贝彩鱼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开启了
我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征程。我是个
幸运儿，在这个载入史册的岁月出
生。在感受改革开放40年伟大成就
和光辉业绩时，我回忆人生40载，与
改革开放有不解之缘，我既是受益
者，更是见证者、经历者和促进者。
在这特殊的日子里，我要说说我与改
革开放的故事。

与改革开放之缘

缘之深。我与改革开放同年同
月“诞生”。他10岁时，我加入了少
先队；他20岁时，我有幸正式参加
工作；他30岁时，我加入了国调系
统大家庭；今年他40岁了，我也步
入了不惑之年，虽然没有特殊的变
化，但仍然在享受着改革开放带来
的红利，生活越来越美好，工作越
来越舒心。

缘之近。改革开放政策举措不
断推进，无时不在，与我们息息相
关。机构改革、工资改革、公车改
革和统计改革等都与我有关。改革
内容之多，力度之大，深入人心。
我刚参加工作时每月工资仅几百
元，年底还不能全额保障，通过这
些年改革，“五险一金”、住房补
贴、车补、通讯补贴和正常福利待
遇等都应有尽有。

缘之切。改革开放、统计工作
与个人命运紧密相联，许多改革
就像为我们“量身定做”。说两个
我的小故事。一是进入国调队。
2005 年，国家统计局启动直属调
查队管理体制改革，2007 年，恩
施市调查队成立，刚组队需充实
人员，当时我也有进统计系统工

作的愿望，所以有幸成为国调系
统一员。二是赶上了生育二孩的

“末班车”。

与改革开放共命运

学习有机会。虽然我没有上过
全日制大学，但我们求学之路是畅
通的，是不断改革创新的。初中毕
业时，父亲告诉我，他 60年代上
学，成绩好，但因为成分问题，强
制辍学回到农村挣工分，没有继续
上学。所以父母坚持让我上学，并
严格要求我珍惜学习机会，要改变
命运。

工作有平台。中专毕业后，我通
过考试招录分配到恩施市所辖一乡
政府工作。从一个学生成为国家工
作人员，从一名行政干部成为数字工
作者，是改革开放给予的平台。在统
计调查10年工作里，我始终坚持实事
求是，为国调查，为民服务，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

生活有变化。在党的领导下，在
改革开放的步伐中，我们的生活发生
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依靠科技强国
战略，从国外引进到中国制造，再到
中国创造，高铁、支付宝、微信和网购
等走进了我们的日常生活。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将改革
开放进行到底，不断实现人民对美
好生活的向往。”这是习近平总书记
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重
要讲话。我将以纪念改革开放为契
机，牢记入党初心和统计工作使
命，在改革开放推向深入的大潮
中，自我革新，自我完善，自我提
高，谱写与改革开放、统计调查和
人生旅途的新故事。

年关将近，我辞掉了深圳的工作，回到了老家
儋州。

老爸早些年申请购买了经济适用房，不大，但
够一家人居住了。退休后他闲不住，买了辆二手
鹰牌摩托车拉客。老妈劝他不要这么辛苦，他不
高兴了，说，你说的什么呢，房贷还有几年才能还
完，我退休了身体还行，出去赚点钱买码买烟怎么
了？老妈拗不过他，只能随他去了。

我回来后没几天，他问我：“女儿啊，现在出去
载客，客人都说要微信付款，我说没有，结果有好
多客人没法拉。你说这个微信付款怎么搞？”我在
心里暗笑，在深圳，下至五六岁的小孩上至六七十
岁的老人，都知道用微信收付款。

于是我给他手机下载了微信，绑定了银行卡，
开通了语音收款播报。还特意到打印店给他打印
了一张收款二维码的小卡片，让他放钱包里，有人
要扫码付款时就拿出来让对方扫一扫。

之后的一段时间，他回家总会告诉我，今天又
有多少客人扫码付款，让我帮他看看微信钱包有
多少钱。看着微信钱包上的余额越来越多，他的
笑容也越来越多，甚至还学会了扫码买东西。他
的老友们知道他开通了微信后，拉着他加入了好
几个微信群，老爸一有空就和他们微信聊天，聊得
那真叫一个不亦乐乎。

这天晚上他回来，把摩托车头盔往鞋架上随手
一扔，身体重重地靠在了沙发上一声不吭。在一旁
玩手机的我抬起头来，发现他脸色不太对，好像不
太开心。这可是和我生活了二十几年的老爸，以我
对他的了解，今天他应该是遇到什么烦心事了。

“怎么啦老爸？”我关心的问道。
“气死我了，今天下午拉一个外地女人到西城

国际，说好了收五块钱。到了她说要扫码付款，我
给她扫了，后来才发现她才给我转了两块。”

“不是开了语音播报么？”
“一定是外面太吵没听清，要不就是你把声音

设置得太小。”
我接过他的手机，打开声音设置，一看，媒体

音量已经调到最高。
“老爸，音量已经是最高了，你可不能诬赖好

人。”
“我不信，你给我转两块钱试试，看能不能听

到声音。”
说完，他从钱包里掏出印有收款码的小卡片

递给我。我拿起自己的手机，打开微信扫了一下，
“滴”的一声进入了付款页面。我输入金额密码，
给他转了两块钱。转帐成功后，我跟他说：“已经
转了，你听到收款播报没有？”

“咦，好像没有听到啊。”边说着，他边从口袋
掏出手机，“你再转一块试试。”

这老爸，什么时候又把手机放回口袋了。我
又好气又好笑，但还是给他转了一块。这次一转
帐成功，就听到手机自动传来微信收款播报的机
械女声：“微信收款一元。”

老爸满意的点点头：“嗯，这次听到了。”
这时，老妈从厨房走了出来：“你们父女俩在

说什么呢？”
老爸斜眼看她：“不和你说话，你这个诈骗分

子。”
“我什么时候成诈骗分子了？”老妈一脸的迷

惑。
“上次，就上次我给你发十块钱微信红包，让

你帮我买两斤橙子，你拿去买米烂吃了，你这不是
诈骗分子是什么？”

“哦，你说的那次啊。”老妈这才恍然大悟：“你
早上发，中午才说帮你买橙子，我还以为是你发给
我的早餐钱呢。”

我这才回过神来，看了看手里的手机，手机屏
幕上显示两笔支出：“支付成功，对方已收款”。我
这老爸，合着人家少给他三块钱，他从我这里补回
去了。这帐算的，果然姜还是老的辣。见过坑爹
的，没见过这么坑女儿的，这狡猾的老爸，唉！

■诗苑撷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