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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很多年了，但是每到毕业季，看
到学子们纷纷离开校园，毕业那年的场景
都会像电影一样在脑海中回放，让人心潮
起伏。

校园里栀子花开，宛如青春岁月里那
一脉洁净的清香，留给人美好绵长的回
忆。那年毕业，是我们人生的一个驿站，就
要挥手离别，从此各奔东西。

毕业前夕，隐隐感到空气中到处弥漫
着离别的气息。我们都明白，情感的潮水
在每个人内心涌动着，只等一个机会发泄
出来。一切似乎都是平静的，只有离愁、留
恋、惜别、祝福，在校园里织成一张无形的
大网，千丝万缕地把同学们牵系在一起。

我们的情绪，终于在毕业前一天达到
了沸点，轰轰烈烈爆发了出来。那天中午，
我们照例去食堂打饭。正在吃饭的时候，

忽然听到喧闹的饭厅里响起了歌声，大家
立刻安静下来。只见几个男同学站在饭厅
中央，一边弹吉他一边唱歌。那时候，弹吉
他是“文艺范”的标志。平时有很多“校园
歌手”，怀抱吉他在校园道旁且弹且唱。没
想到今天竟然唱到食堂了。他们在唱小虎
队的《祝你一路顺风》：“当你踏上月台，从
此一个人走……”他们唱得非常投入，很有
感染力。

一会儿工夫，群情激动，大家都跟着唱
起来。后来所有同学都参与进来，包括那
些学弟学妹们。有些同学还敲起手中的饭
盆“击缶而歌”。唱着唱着，有人起舞狂欢，
热闹极了。偌大一个饭厅，快要被我们的
歌声和笑声挤爆了。到了最后，所有的离
愁别绪都哽在心头，很多女生哭得稀里哗
啦。有人带头唱起了小虎队的《再见》：“当

离别拉开窗帘，当回忆睡在胸前。要说再
见真的很伤感，只有梦依旧香甜。唱起我
们无悔的青春……请相信虽然此刻就要说
ByeBye，明天我们会再见。”一场离别的

“盛宴”，就在这首《再见》中落下了帷幕。
离别的最后一晚，我们组织了一个小

型联欢会。联欢会要结束的时候，一个叫
张立峰的男生毛遂自荐唱了一首歌。他
唱完后，忽然嗫嚅起来，羞涩地说：“最后，
我想对丽红说一句，我爱你！再不说，这
辈子就错过了！”我们顿时惊呆了，他和丽
红两个人平时不太对眼，还总是对着干，
互相较量、互起外号什么的，他们俩怎么
可能？难道爱情也会在“斗争”中开花？
大家在短暂的惊愕后，热烈地鼓起了掌。
丽红的脸都红透了。很多年以后，他们带
着漂亮的女儿参加同学聚会，有同学调
侃：“哎呀，孩子都会打酱油了！那晚的联
欢会真出成果哦！”

时光飞逝，转眼多年过去了。同学们
像许多条支流一样，流入自己的领地，为自
己的人生打拼。回想起毕业前的那段日
子，清晰如昨。感谢那样一段岁月，让我们
懂得了青春、友谊、美好、纯真、珍惜，也留
给了我们一生的怀恋。

那年暑假，我的经历曲折而难忘，永远定格在
了我的记忆里——

初中毕业，我以优异的成绩考上县里的高中。
然而，这并没有给父亲带来惊喜，因为，那几百块钱的
学费犹如一座不可逾越的大山，压得他难以喘息。

我能理解，毕竟，父亲身体一直不好，常年吃
药，还有繁重的农活儿，没日没夜地劳累，养活一家
人吃喝已经是难以为继。他嘴上没说，心里肯定想
让我下学，好帮助缓解危机。我看在眼里，急在心
里。不行，我要读书，以此改变家人的命运。但，学
费只能靠自己。

“卖菜喽——”小贩的一声吆喝，给我提供了
商机。村子距离集镇远，吃菜很不方便，全靠菜贩
来卖，我何不也来尝试一下？父亲东借西凑了百
十块钱，交到了我手里，说：“这学能不能上，就看
你的了！”

经过打探，天不亮我就拉上架子车朝20多里
外的批发市场买菜去了。瘦弱的身躯，笨重的人力
车，跋涉在坑洼不平路上，我第一次感受到了生活
的不易。但，我已无路可退。

七月，太阳火辣辣地炙烤着大地，人们摇着蒲
扇坐在树荫下依旧在流汗。彼时的我，拉着一车
菜，狠低着头，两手紧抓着辕杆，伸长脖子，腰弓得
几乎贴上地面，汗水常把眼睛打湿，遇到上坡，就更

得紧咬牙关，脖子脸涨得通红，两腿麻木发酸，机械
地蹬着碎石路面，拼力向前……

菜拉到家时已近中午，肚子饿得像被狼掏了
一样，但不能再耽搁，进屋拿个馍，拉上菜朝邻村
赶去。

我怕遇到熟人，张不开嘴吆喝，走到无人的路

上，便大着胆子，试着先喊一声——“卖菜”。不行，
腔调不高，还没拖音，像是在闹着玩儿。看着车上
的青菜，有的已经开始蔫了，又想到父亲那句话“这
学能不能上，就看你的了。”心里那个急啊，要是再
卖不了，这书真就读不成了，我豁出去了。

“卖菜喽——”
邻村是个几百口人的大村子，我到的时候，正是

做饭时间，一声吆喝，引来了不少人。也许人们看我

是个孩子吧，同情加上刚需，时间不长，近百斤的菜就
被我连卖带送的，所剩不多了。够本不心慌，先卖了
再说。

收拾东西准备走时，一位老奶奶颤颤巍巍地端
了半瓢玉米过来，想换点青菜吃。得知她是五保户，
我没要她的玉米，挑了一些新鲜的菜送给她。老奶

奶心里过意不去，回家拿了一个窝窝头硬塞给我。
回到家已是下午，顾不上饥肠辘辘，一算账，净

赚了十一元八角！父亲脸上乐开了花，我脚上磨的
泡也感觉不到疼了，母亲破例给我擀了一碗面条，
用的全是白面！

出师顺利，我信心大增，劲头十足。经过攀谈，
联系了两家厚道菜农，直接到地头去拉菜。他们也
不用缴市场管理费，还不耽误干活儿。我买的菜也

就更新鲜、更便宜了。
每次去进菜，我总要挑点适合老年人吃的，专

门留着送给那位老奶奶。这事一传十，十传百，很
快几个村的人都知道了，再加上我的菜新鲜又便
宜，好多村民都不买别人的菜了，专等着买我的。

转眼暑假就要结束了，学费已经赚够，我和乡
亲们也都混熟了。那位老奶奶早把我当成了亲孙
子，每次赶上饭点儿，她都会给我端饭吃。最后一
次卖菜，每一位来买菜的，我都会送上一把事先扎
好的小葱，也算是做个道别吧！走的时候，老奶奶
一直跟着我的车子，送出了村，叮嘱我好好读书，一
定要再来看她。

开学报到那天，我去缴学杂费，被告知，已经交
过了，我很诧异。——原来，校长和老奶奶是一个
村的，费用是校长替我交的。校长说，我的事她全
知道，我送给老奶奶的菜，她埋单了，并且，还为我
申请了贫困补助……

我和老奶奶就像亲人一样，年来节到、寒暑假期
经常去看望。转眼3年过去了，就在我高中即将毕
业，进入紧张复习时，突然有一天，校长把我叫过去，
递给我一个用手绢包裹着的银镯子，说：“老奶奶临终
前，托付村长转交给你。”我瞬间泪崩……

又一个暑假来临，那年假期所经历的一切，就
像发生在昨天，深深地烙在了我心里。

都说酒后吐真言，我一位老同事
在一次酒醉后，颠来倒去嘴里重复说
出的两个字就是“坚持”。坚持什么，
他没有说，也无法阐说。但我知道，这
是他人生经历中的精髓和要义所在。
是的，很多事情，只有坚持，才能找得
到说法，找得到出路。

爱迪生制作电灯，实验了几千次
才得到预期的结果，这个结果来自他
有坚持的勇气。世事大抵如此，只要
你肯坚持，只要你用心去做，就一定会
有所收获。

然而，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行
百里者半九十”的现象并不鲜见，因为
拼搏的艰辛让人心力交瘁，因为意志
的失控让人陷入迷局。很多时候，仅
有目标和勤奋是不够的：譬如有个人
挖水井，挖了3口井，都挖不到水，实际
上，地面到地下河一共才10米，但他总
共挖了 25米也没有挖到井水，为什
么？因为他每口井只挖了八九米，他
的失败，就在于他缺少坚持。

身体的健康，事业的成功，爱情的
美满，都需要坚持。越王勾践，卧薪尝

胆，并不是一片苦胆给了他什么，而是他那颗坚持的心，让他赢得了
光明灿烂的前程。爱何尝不是如此？很多时候，爱需要一个人有勇
气跨越时间与空间的距离；爱更值得称道的是，能够面对无奈的现
实，甚至面对流言蜚语，不懈地坚持。

人生之累，常常是因为在坚持与放弃之间举棋不定。懂得取
舍的人，该坚持的就算天塌下来也会坚持，该放弃的就算有无穷的
诱惑也会适时放弃，坚持与放弃，都需要当事人付出莫大的勇气。

坚持需要拥有来自心底的信念。传说古希腊的一所学校，在开
学的第一天，苏格拉底就对学生们说：“今天咱们只学一件最简单也
是最容易的事，每人把胳膊尽量往前甩，然后再尽量往后甩。”说着，
苏格拉底示范了一遍，“从今天开始，每天做300下，大家能做到吗?”
学生们笑了，这么简单的事，有什么做不到的？过了一个月，苏格拉
底问学生们：“每天甩手300下，哪些同学在坚持着？”有百分之九十
的同学骄傲地举起了手，又过了一个月，苏格拉底又问，这回，坚持下
来的学生只剩下八成。一年过后，苏格拉底再一次问大家：“请告诉
我，最简单的甩手运动，还有哪几位同学坚持了？”这时，整个教室里，
只有一人举起了手。这个学生就是后来成为古希腊另一位大哲学家
的柏拉图。柏拉图坚持的勇气源于心底有执着的信念。

钱学森说：“不要失去信心，只要坚持不懈，就终会有成果。”我
们长长短短的一生，难免会撞上一下子冲不破的藩篱，但我们不能
轻易放弃，我们要学会坚持，只有坚持了，才能获取意想不到的机
遇。坚持有时候会让人难堪抑或窘迫，坚持的困境也许会让人泪
流满面，但坚持也可以让一个人心志坚韧，让一个人在一场又一场
的磨炼中拥有更多的成功机会。

老李是大学副教授，妻子在中学教书，两人当年都是村里娃，
寒窗苦读，拼尽全力考上大学，脱离了农村，令乡亲们羡慕不已。

教师有寒暑假，工资尚可，老李夫妇有时间、有条件看世界，但
老李不堪旅途劳累，上车睡觉、下车走马观花看景的旅行一点意思
没有，不愿花钱遭那份罪。

前几年，老李把父母接来城里住，每逢休息日老李夫妇便拉着
父母驱车赶往老家。父母住老家时是回家陪伴老人，现在父母和
自己同住，问老李回老家干吗，老李回答，睡觉。

躺在老家的土炕上，温暖的太阳透过窗户倾泻进来，老李懒洋
洋地半躺在炕上看书，眼睛累了，便向窗外张望一会儿，湛蓝的天
空下白云悠悠，偶有微风拂动碧绿的枝条，几只不知名的鸟儿从这
个枝头蹦到那个枝头，欢快地游荡着。乡村是安静的，年轻人大部
分在城里打工，条件好的把孩子也接去外边上学，村里老人居多，
早起的老人赶着羊群出发了，有些年长者搬出马扎，坐在墙边打着
瞌睡。

老李喜欢老家的安静，他常在静谧的时光中睡着，书不知啥时
候掉落地下。母亲进门时发现老李睡着了，就悄悄把书捡起，出去
继续跟父亲收拾花花草草和门口的菜地。

天气凉爽，老李夫妇也会走出家门，在附近树下寻一片空地，
把从家里带来的草席铺上，躺在上面静观乡间景色。老李喜欢运
动，平时下课也喜欢和学生打篮球，但唯独对走万里路不感兴趣，
他喜欢“卧游”。在法国工作的儿子几次打电话让他们去小住几
天，顺便游览一下异国风光，都被老李拒绝。“长途跋涉、劳心劳力，
都说风景在路上，我看风景就在身边。”

世界很大，但身边也处处皆风景，只要走心，何必车马劳顿地
奔波去看。老李说，外面的风景总是最有诱惑力的，当家变成了远
方，归来便是最好的旅行。人生的疲劳需要换个环境去释放，动还
是静，随意便好。老家，是父母牵挂之处，也是心灵归途，老李的

“最好旅行”何尝不是一种孝行。

夏日黄昏，暑气未消。我与妻沿着
林荫小道散步，偶见路边长着的马齿
苋。妻欣喜地扯了一大把，说马齿苋降
血压、降血脂。我细细端详这些泥土般
的生命，时光仿佛又回到了童年。

那也是夏日，阳光正好。屋后菜园
满目葱茏，长的豇豆，圆的茄子，带刺的
黄瓜，躲在绿叶之中的西瓜，蓬勃葳蕤。
奶奶戴着草帽，挥锄除草。我趴在地上，
拿根棍子逗小虫子玩。忽然一簇簇小草
吸引了我的目光。藤蔓状主茎或匍匐，
或直立，或斜生，如一条条紫红色的蚯
蚓。卵形的叶子或对生，或互生，形状像
极了马的牙齿。叶片肥厚柔软，摸一下，
如婴儿的皮肤。叶脉清晰可见。正面绿
如翡翠，背面浅绿，且生有许多绒毛。茎
粗短呈紫红色，如人的血管。轻轻掐断，
汁水四溢。有的顶端开着黄色小花。我
忙喊：“奶奶，这儿有草。”奶奶过来一看，
笑着说：“孩子，这是马齿苋。可以做菜
吃，还可以入药呢。”听说可以吃，我便让
奶奶做给我吃。奶奶扯了几把，装入篮
中。到家后，奶奶将马齿苋清洗干净，略
略焯水，放入锅中爆炒，香喷喷的马齿苋
把我馋得口水直流。细细品尝，有一股
淡淡的酸味，丝丝的清甜，回味无穷。

马齿苋也可凉拌，做法很简单。把
食盐、生姜、蒜末、花椒、麻油等放在一起
炒熟，然后淋在切碎的马齿苋上面，搅拌
均匀，便成了夏日里美味的凉拌菜了，慢
慢咀嚼，脆生生、凉津津，开胃解暑，在自
然草木的清香中，心境慢慢清风不惊、澄
静如水。

那时卫生条件不好，父母忙于劳
作。小孩嘛，爱在地上玩，手上沾了细菌
还往嘴里塞。因此，童年的我常患痢
疾。奶奶便将马齿苋煎水，端给我喝。
不打针、不吃药，居然两三天就好了。长
大后，我查了一下医书，上面记载着“马
齿苋性凉，清热解毒，可治痢疾”。马齿
苋疗效神奇，我不免对马齿苋更敬重了。

家乡的马齿苋随处可见，田埂边、墙
角处、荒地上，沾土就活，有水就生，家乡
人都叫它“晒不死”“长寿菜”。奶奶把它
们采来切碎，然后反复揉搓，把汁水揉出
部分，摊晒在水泥地上，不时翻动，一天
需翻动数10次，至少晒一个星期，直至变
黑。这项工作繁琐且枯燥，奶奶干起来
不急不躁。干马齿苋装入透气防霉的布
袋中。逢年过节，我们兄妹回家，奶奶总
会提前抓两把出来，浸泡一夜，五花肉切
成块，装入盆中上蒸笼，个把小时，“马齿
苋扣肉”便出锅了。但见红黑相间，香气
浓郁，吸附了肉汁的马齿苋，口感甘甜爽
口、厚实香醇，非一般菜肴所能比拟。若
配上新打的稻米饭，简直是人间至味。

18岁那年，我离家外出打工。奶奶
身体每况愈下，可她仍然拖着病体，坚持
为我做最爱吃的马齿苋扣肉。等我吃
完，她平静地说：“孩子，可能这是你吃我
做的最后一顿饭了。”我听了，心如刀绞，
眼泪止不住地掉下来。临行时，奶奶又
装了满满一袋马齿苋干，让我带到异乡。

“子欲养而亲不待。”奶奶去世多年
了，可记忆依然就像田野的马齿苋，在我
的心底蔓延伸展，芬芳如故。

每次回乡下看望父亲，临别之际他都不
忘对我说：“作为一名党员，一定要讲党性、
重品行。先做人后做事，在永葆自身清廉本
色的同时务必讲纪律、守规矩，绝不能辱没
了咱家的名声。”每当听到这些谆谆教导，我
都会郑重地点点头，记在心间。

父亲两岁时祖父就撒手人寰，失去了父
爱，祖母改嫁，他与曾祖母相依为命。孤立
无援的境遇使他学会了谦和、宽容与坚强，
即使受了委屈也从不与别人讲。不肯向命
运低头的父亲为了改变自己的境况，瞒着曾
祖母跑去当兵，后辗转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参加军垦建设，担任连队指导员。不久，母
亲带着我一同随军来到了兵团。

部队是个大熔炉，淬炼了父亲，也赋予
了他刚正清廉的品格。他工作能力强、待人
热情，对事业忠心，对同事关心，对亲戚朋友
乐善好施……这种用心做事、真心待人的处
世方法构成了他独特的人格魅力，也深得认

识他的每一个人的尊敬和好评。
记得有一年，母亲刚生下弟弟。连队鸡

场场长闻讯后，连夜开着拖拉机给母亲送来
了20只老母鸡。第二天，从团部开会回来
的父亲得知后，当即打电话要如数补足钱
款。场长直言说：“指导员，你要给钱咱俩就
生分了。再说，鸡场每年都要养几千只鸡，
谁会计较这区区20只鸡的去向呢？”父亲听
后严厉地对场长说：“虽然我是连指导员，但
损公肥私的事哪怕再小我们也绝对不能
干！”放下电话，父亲按市场价亲自将钱款交
到场长手里，才放心离去。

转业后，父亲在一家国有企业任职教科
长，他把部队的作风又带到新的岗位。每年
的职工培训、技术比武，父亲都会兢兢业
业。职工业务考试的时候，他总会出现在考
场，严肃考场纪律，对弄虚作假者绝不姑息
迁就。有一次，在公司举行的技术选拔赛
上，一位战友理论考试没有考好，那人连夜

找到父亲，私下塞了一个大红包，希望父亲
能把他的卷面分数“提高”一点。面对这一
要求，父亲不仅当面退回了红包，还语重心
长地对那位战友说：“老战友，咱们可都是有
着30多年党龄的老党员了。虽然我们离开
部队到了企业，但当年在部队的那些作风可
万万不能丢啊！”一席话说得那位战友满脸
羞愧地低下了头。后来，那位战友发愤攻
读，凭自己的真本事最终在省行业比赛中力
拔头筹。出人意料的是，在庆功宴上，他端
起酒杯第一个敬的人竟然是父亲：“老战友，
感谢你那次的敲打，若没有你当初苦口婆心
地劝诫，哪有我今天的载誉而归！”

父亲对战友如此，在家里对子女更是严
字当头，用他的一言一行潜移默化地影响着
我们。他总是念叨：“要清清白白做人，干干
净净做事。工作一定要好好干，不该吃的一
定不能吃，不该拿的一定不能拿。”

有一年春节，在基建队当包工头的表弟

想通过我在一个项目竞标中胜出，怕我不肯
帮忙，便借春节拜年时暗地里给我爱人送了
一张数目不菲的购物卡。晚上，正当我为此
事纠结不已的时候，父亲竟打来电话叮嘱我
说：“不能因为是亲属就网开一面，在利益面
前要放下私心，绝不能搞歪风邪气……”原
来，表弟怕我不尽心，又提着厚礼到我乡下
老家，希望父母能在我面前美言几句。后
来，我把购物卡如数退还给了表弟。父亲得
知一再称赞我做得对，他说：“守住了清廉，
在朗朗乾坤间也就守住了正气。”

今年，儿子参加一年一度的高考，在询
问他的高考志愿时，正值青春年少的他坚定
地告诉我说，他的理想是当一名保家卫国的
军人。我问他为什么有如此想法时，他说，
从小就受到爷爷严格的教育，从督促他认真
学习，到促使他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军人
的气质和品格在他幼小的心灵里牢牢地扎
下了根。当我把儿子的这番话如数说给父
亲听时，年近八旬的父亲开心地笑了：“好男
儿就应该投身军营，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
家，亏了我一个，幸福千万家。我的孙子有
此想法，好！非常好！不愧是军人的后代。”
说完，父亲满是皱纹的眼角竟溢出了激动的
泪花。

如果要说一生作风正派、正直无私的父
亲给我们留下什么财富的话，军人传统无疑
是最宝贵的财富。我为生活在这样的家庭
而自豪，更期望着能和无数中华大家庭的
成员一样，通过不懈的努力把前辈们好的
精神和斗志传承下去，最终汇成最美的家
风，让社会充满阳光、正气。

父亲的红色家风
钟芳

那个年代的毕业季
雨凡

难忘的暑假
姜国建

最好的旅行
杜学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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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齿苋，
藏在夏日的记忆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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