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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弦

勉

电子信箱：zhaomian619@126.com
写下“学生时代”这几个字的时候，心绪其
实挺复杂。 就时间而言，我的档案上明确记载了
从小学、中学，再到大学的各个节点上的准确时
间。
时间将人生分为几个段落， 那个大抵可以
用懵懂、青涩、热情、简单来形容的段落，便是我
的学生时代。 然而仔细想想，这几个词又不能概
柳
括全部，还应该有不切实际、不可思议、不胜其
烦、不可理喻、不可一世、不甘示弱、不自量力、
军 装
不分轻重等等吧。 每一个词语背后，都有一些曾
经以为终身难忘却早已抛之脑后的片段， 它们
“
70 后”，大多都有一个关于军营的梦。
就像包裹严实的蜡丸，不知什么时候，会因为非
从何而知？看看中学时代大家共同追捧的军
常简单的一个诱因，也许是一篇文章、一句话，
也许是一位故友、一个眼神，也许是肥皂剧中一 装便知。
那时，谁有一套军装，谁有一条军用领带或
个匆匆而过的镜头， 封存的蜡丸又会被重新开
腰带，都会让同学们羡慕许久。
启，历久弥新。
一次， 我意外地得到了一件迷彩作训马甲，
油 灯
满身口袋的那种。拿到时，它有点皱巴，我便在一
1997 年，点灯不用油的日子早已实现多年。 个底子平整的铁罐罐里装上烧红的炭块，一点一
点将它烫得平平整整。
这一年，我高三。
穿戴整齐，果然不同凡响。 大家呼拉拉围上
这一年，我和同年级的住校学生一起，用棉
来，不断称赞、不断询问。
一个向来霸道的学长竟
花搓成捻子，墨水瓶里装上煤油，做成简易的油
灯。 晚自习后，随着电灯一盏盏熄灭，教室里三 然放下架子， 讨好地问我是否能给他找一套军
三两两的油灯一个接一个地亮起来， 高三年级 装。 好像是被高高地架起来，我略加思索便应了
的教室里就像星星点灯一样，微弱的灯光下，一 下来。
军装哪有那么好找。 接下来的几天，我一直在
个个梦想着鲤鱼跃龙门的寒门学子奋笔疾书，
后悔中度过。
但是，答应了人家，总得想办法解决。
一笔一笔写下青春的故事。
周末， 我和几个同学来到武警隆德县中队，
那时，教室和学生宿舍定时关灯，点灯熬油
是住校的那些同学的无奈之举。 而我，因为父亲 叫嚣着要和那里的兵比赛跑环城，提出要求如果
在学校工作，本可以享受长明灯的待遇，却偏偏 我们有一个人胜过他们中的任何一个，就要输给
喜欢和同学们一起去点油灯。 也许是好奇，也许 我们一套军装。 接待我们的是个少尉，他并没有
是新鲜，也许是喜欢那样的氛围，也许是想给自 去和我们赛环城， 却领着我们参观了他们的宿
舍、训练场、食堂，还留我们吃了一顿军营午餐。
己的青春留下艰苦奋斗的难忘一幕。
这光，既微弱，又坚定。 本来很顽皮的我，上 这是我们第一次这么近距离来到军营， 床上的
课有老师在都不怎么老实，这时却会异常镇定。 “豆腐块”上规规矩矩摆着的大檐帽、像熨斗熨过
现在想来，那时的我，定然是一副刚毅果敢的样 般平整的床铺……一切都是那么整齐、 那么新
鲜，看着这些，我突然悟出一个道理：对军装的追
子，笔下书写的一笔一笔都是未来。

这样不了了之，过后我们谁也没有再提起过。
我想，倔强的父亲当时是隐忍了的，他知道，
如果他再坚持，决计是吓不倒我的，只会把我推
出家门。
然而，我并不知道，这一次没有成行的远行，
给父亲带来了怎样的心境。

生活记忆

学生时代的几个片段

回 家
秦志峰
漂泊在外的人，怕回家，也想回家。想回家，很多时候
却又因为种种借口和原因耽搁着。有时候，一等就是几个
月，甚至是大半年。春去秋来，我从黄叶飘零到白雪飘飘，
还没有迈进家门。
不能再等了，盘算着娘的生日快到了，于是，拎一些
简单的礼物，随着往返的人流，踏上了回家的路途。 车窗
外的景物越来越熟悉，心中的触动也越来越多，许多话涌
在嘴边，却只蹦出了两个字：到了。
白发亲娘似乎是心有灵犀，静静地站在朔风中，翘首
张望，如同一棵守望春天的老树。 娘，儿就是那片飘来飘
去的云，永远为故乡守望、祝福着。 你是暖阳、是春风，你
的眸光， 是孩儿怎么走也走不出的世界！ 娘的一根根白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
地产管理法》和《城市商品房预售管
理办法》等相关法律，经审核下列项
目符合商品房预售条件， 现公告如
下：
宁夏新荣基投资有限公司开发
建设的九龙国际商业步行街 C 区 2
号楼、D 区 2 号楼 （营业房 58 套，

捧，根子上是对军人的深深崇拜。
午餐过后，少尉将我们送出军营，叮嘱我们
好好学习，将来报效祖国。离开时，给了我一套他
的旧军装。
20 多年过去了，如果少尉还未退役，现在应
该是个团长了吧。他会不会向他的兵提起曾经有
几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要和他赛跑。
远 行
说是远行，其实并未成行。
高二那年，因为长期不做英语练习册被老师
一状诉到父亲那里。
我被拔直了站在那里， 父亲脸气得铁青，拍
着桌子训话。 不知哪里来的一股力量，父亲说一
绝对不会说二的我竟然犯了驴脾气，振振有词地
告诉父亲，偏科不可怕，连毛主席那么伟大的人
都偏科。
父亲愣住了，背着手气呼呼地转了几圈。 接
下来我们爷俩进行了这样的对话：
“
毛主席像你这么大的时候已经离开家乡独
自拼搏了，你敢吗?”
“
有什么不敢？ ”
“
离开父母，没有人供你学费，你能生活吗？”
“
有什么不能？ ”
“
那好，我给你路费，你愿意去哪就去哪。 ”
“
行！ ”
看我这么坚决，父亲再没坚持，也并没有给我
路费，当然我也没有叛逆到要离家出走。 这件事就

发，在猎猎北风里摇曳，牵系着儿的梦，揪着儿的心。
诗人孟郊的《游子吟》不知不觉又跳出脑海。 那年那
月， 母亲安详地俯在煤油灯旁， 为我缝制着上学的新书
包。 我趴在炕桌边翻看着崭新的课本，偶尔的一瞥，母亲
的眸光如同万丈阳光，温暖了我的身心。
如今，儿子却像一只流浪的雁，往复在他乡，经营着
一家人的生活，逢年过节，小心翼翼地捧着自己的感念和
感恩，如同家乡原野上的一株蒲公英，顶着花儿，藏着果
实。风一吹，心一动，再远都会回望。此时的娘，如秋菊，如
枫叶，如一幅美丽的画卷，刻在儿的心中。寸草之心，难以
报答三春之晖！ 我看着愈加操劳的母亲，真想扑倒在地，
磕几个响头，感恩岁月一般无私的母亲。
娘，儿回来了！ 回来就好。 只要我儿平安、健康回来，
就是娘天大的福气。 在娘的心里，你不是断线的风筝，而
是长硬气翅膀的老鹰。
回到了家，我觉得我的世界完美无缺了！尽管已近数
九寒冬，我的心却温暖如春，绽开了幸福的花儿，眼泪也
唰唰地流了下来。 我知道，这是喜极而泣。

固原市房产管理局商品房预售公告
2015（04）
8094.09 平方米）， 位于固原经济开
发区建业街，预售许可证号 2015 固
房预售证第 04 号。 预售批准日期为
2015 年 2 月 9 日。
特此公告
固原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1５ 年 2 月 9 日

固原市公安局 固原市人民检察院
固原市中级人民法院 固原市司法局

演 出

睿

我就读的隆德中学有着丰厚的文化底蕴，用
我们隆德话说，就是“文墨深”。
文化体现在方方面面。 比如说每年元旦，学
校都会组织大规模的文艺汇演。汇演以班级为单
位，自编自排自演，没有外援、没有指导老师，完
全靠同学们的聪明才智。
那时大家的积极性非常高，一是可以为班级出
力，二是可以为放学迟回家找个名正言顺的理由。
节目要花一个多月时间排练。 每天放学后，
不用人指挥， 同学们大抵会自觉地分成几组，场
务组拉开桌椅，腾出中间位置排练；后勤组添柴
加薪，把炉火生得很旺；节目组则围在一起，一个
一个扣动作。
我那些同学都很有才， 可以说各有所长，有
的舞姿优美、有的歌喉响亮，有的不会跳、不会
唱，却会当导演排舞蹈。 有的虽然没有文艺方面
的特长，但会默默地陪着节目组的同学，提水倒
水，搞好服务。
我们班曾先后演出过 《霹雳舞》《十送红军》
《雪人不见了》《好小子》《大姑娘美》等等，我有时
会参演，有时当幕后，有时作为“侦察员”去刺探
别班的军情，防止节目雷同。
那时，我们简单、快乐，会为节目在文艺汇演
中拿奖而大笑，会为谁忘了某个动作影响整体水
平而大骂。然而，哭过、笑过、痛过，过后依然是互
不猜嫌相亲相爱的兄弟姐妹。
往前看，全是希望，往后看，都是故事。 跟随
这些片段，我一点点审视曾经的自己，感怀学生
时代那些激情岁月，一点一滴，都弥足珍贵。

诗歌在线

红窗花（外一首）

红窗花
贴在深冬里
就是冬天的妩媚
贴在初春里
就是春天的葳蕤

红对联

任随平
红窗花就是一对红喜鹊
立在古朴的窗棂上
就是立在春天的福祉里

贴在门框，挂在门楣
你就是一年的心愿
一世的祝福

红窗花就是一匹红奔马
腾跃在窗格间
就是腾跃在生活的原野上

旧岁远去，新春即至
吐故纳新全在字里行间
祈福祝愿尽在抑扬吟诵

红窗花就是一树红梅花
开在瑞雪纷飞里
就是开在喜庆的祝福里

鞭炮声声里
你就是春天的第一道火光
映红生活的万千明媚

这是郊外的深夜， 格外宁
静。 方才合上一本《瓦尓登湖》，
努力了将近一个多小时， 还是
睡不着。 我便打开手机，重又搜
出一首叫《嘀嗒》的曲子来听。
这一次不是闲适的伴奏，
为了我先前读书的时候能有一
个舒缓的氛围。 而是专门奔着
灵魂的节奏去。 有人这么评价
侃侃及她的这首曲子，说“她的
歌声很自然、真实、纯朴、真情，
刘
那是不染纤尘的天籁， 从你的
智
远
灵魂里穿过， 它抚摩着你的灵
魂， 抚摩你尘世里功利和浮躁
的灵魂，却又让你的灵魂颤动，
让你感到莫名的心痛……”我
觉得十分确切。
第一次留意这首曲子是在
往西安的火车上。 那时候，黄昏
掠过一个叫蔡家坡的小镇，车
窗外是白杨树、 麦田、 乡间小
路、 久违的炊烟……我几乎用
鼻子顶着窗户玻璃，看个不够。
别人的村庄在眼前， 自己又十
分的亲切，就那么一晃而过，像一场人生，却又不是
我远行要到的地方。 那一刹那， 我又紧接着开始孤
独。 我离熟悉越来越远，我，究竟要到哪里？ 我被孤独
紧紧包围着……然而同时就那么有缘， 一首安静的
曲子适时而起，在车厢内蔓延开来。 它的柔软像是要
去揣摩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尤其是这旅途中本来复
杂的心灵。 它在揣摩时间和生命的节奏，揣摩雨季和
孤独，揣摩爱。 它舒缓着人的烦恼，带给人的是抚慰
和安宁……
嘀嗒嘀嗒嘀嗒嘀嗒
时针它不停在转动
嘀嗒嘀嗒嘀嗒嘀嗒
小雨它拍打着水花
嘀嗒嘀嗒嘀嗒嘀嗒
是不是还会牵挂他
嘀嗒嘀嗒嘀嗒嘀嗒
有几滴眼泪已落下
嘀嗒嘀嗒嘀嗒嘀嗒
寂寞的夜和谁说话
嘀嗒嘀嗒嘀嗒嘀嗒
伤心的泪儿谁来擦
嘀嗒嘀嗒嘀嗒嘀嗒
整理好心情再出发
嘀嗒嘀嗒嘀嗒嘀嗒
还会有人把你牵挂
……
从此，这首曲子装进了我的行囊。 往后，在去往
西海固的班车上，行走在夜深人静的街道，也或者一
场雨把我留在陌生的小镇， 我都愿意以这首曲子为
生活不弃的一粒火种，去点拨心中的希望。
人，并不是一无所有，无论孤独抑或遭受挫折。
人还有诗，还有音乐，还可以和自己说话。 那一滴掉
进岁月的小雨，曾经从我们的手心滑过，悄悄落在泥
土之中，却拍打出了水花。
这是多么美的世界！

一
粒
精
神
的
种
子

招 聘
宁夏广元担保公司招聘客户经理 8
名，会计 2 名。 要求 35 周岁以下，大专以上
学历，金融、会计、法律、经济、评估等相关
专业，另招聘保安 3 名，限男性。 详情请登
录公司网站：www.nxgydb.com 或关注公司
微信平台“宁夏广元担保公司”。
联系人：陈主任
电话：0954—2930188 13649527171

固原华达装饰有限公司

关于敦促上缴非法枪支弹药爆炸物品 主营： 格兰特木地板、 三晋皇朝木
打击涉枪涉爆违法犯罪活动的通告 门，承接室内外装修。
为了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全 机关上交枪支弹药、爆炸物品，并如实说
力维护社会治安秩序稳定，严厉打击违反 明情况的，可依法不予处罚。
选择知名品牌 乐享名门生活

枪支弹药、 爆炸物品管理的违法犯罪活
动，彻底收缴流散社会的各类非法枪支弹
药、爆炸危险物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枪支管理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和国务院
《民用爆炸物品安全管理条例》等法律、法
规之规定，特通告如下：
一、本通告所称的非法枪支弹药是指
个人或单位未经依法许可而持有的军用
枪支、猎枪、射击运动枪、汽枪、仿真枪、麻
醉注射枪、催泪枪、电击枪、钢珠枪，以及
改制、自制火药枪等足以致人伤亡或者丧
失知觉的各类枪支及其所用弹药；爆炸物
品是指炸药、雷管、导火索、导爆索、震源
弹、黑火药、烟火剂、手榴弹、地雷、炮弹、
爆炸装置、发射药等各类危险物品。
二、 自本通告发布之日起至 2015 年
4 月 30 日前， 凡非法持有、 私藏枪支弹
药、爆炸物品的个人和单位，主动向公安

三、非法持有、私藏枪支弹药和爆炸
物品，逾期拒不交出的，一经查证属实，依
法收缴并追究法律责任。
四、对非法制造、买卖、运输、寄递枪支
弹药和爆炸物品的，依法收缴并从严惩处。
五、对窝藏、包庇涉枪涉爆违法犯罪
人员的， 帮助涉枪涉爆违法犯罪人员毁
灭、伪造证据的，威胁报复举报人、控告人
的，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六、 广大人民群众应当积极向公安机
关举报涉及枪支弹药、 爆炸物品的违法犯
罪活动，对举报人予以严格保密。凡举报查
实的，依据《宁夏公安厅群众举报涉枪涉爆
违法犯罪奖励标准》，由县（区）公安机关给
予举报有功人员 500 元至 10000 元奖励。
固原市公安局举报电话：
0954-110
0954-2068023
本通告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2015 年 2 月 10 日

地址：固原市区南城路弘文中学向西 200 米三晋皇朝木门（总店）
固原市区南宇建材城 A 区 6 号格兰特木地板（分店）
电话：13995440648 0954—2664222 联系人：谢纯书

房屋出售

红六盘食尚捞

特
●有一套 9 层楼房出 大
售（精装），价格面议。
喜
讯
电话：18995440589

红六盘食尚捞是固原新区第一家经营养生火锅及特色干锅为主的清
真餐饮，红六盘以
“
以客为尊、以店为家、精诚团结、共创辉煌”为管理理
念，以
“
绿色、健康、养生、美味”为经营理念。 大厅以时尚、幽雅、舒适、现代
化的环境，二楼包间以红色六盘、绿色固原各大美景为主题的特色装修风
格，为您提供超值特色的服务。 新年新气象，在新的一年里，红六盘全体员
工祝您开开心心、天天有口福！

新春之际，本店周一至周四午市全场 6 折，晚市 8.8 折，免费赠送代
金券，每桌赠送小吃 2 份，另赠精美礼品一份，凭票报销当日打车费（起
步价），新上市姜啤喝一送一，凭票报销当日打车费（起步价）。

奔驰 S350、S500、GL450、GLK300；宝马 730Li、
740Li；奥迪 Q7、路虎揽胜、卡宴、凯迪拉克

地址：固原市新区金城阳光佳苑东门（优山美地小区斜对面） 口福热线：0954-2932678 14709693555 13909546633
（
原宗元餐厅）
固原舒康口腔医院全体员工恭祝全市人民新春愉快！ 地址：固原市区西关南街气象局旁；彭阳县人行隔壁
咨询电话：2022806 7012289 18995409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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