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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段曾经无忧

无虑， 但又无比渴

望长大的时光， 现

在竟成为我回不去

的年少……

与从小被培养

得知书达理， 精通

琴棋书画、 诗词歌

赋信手拈来的大家

闺秀不同， 我们家

的教育方式算是比

较开放的， 因而在

童年时期被宠成了

“野丫头”， 现在看

来， 云淡风轻地说

得好像是别人家的

闲话， 唯一难忘

的， 是在那个水泥

墩儿上的童年时

光。

不知是谁如此

有心， 为我们在小

区的角落里设了这

样 一 处———土 灰

色， 方整得像豆腐块似的“水泥墩

儿”， 天下的水泥墩儿不都是一个

样儿？ 但唯独这个与别的不同。 自

它到来后不久， 我们的生活便更加

丰富多彩了起来。

那时候， 我因为在小区那几幢

楼里算年龄比较大的， 经常领着几

个院儿的其他小孩子们一起玩， 也

会有“过家家” “红灯停， 绿灯

行” “一二三， 木头人” 这些老玩

法， 但玩得最多的却是几个小孩儿

凑在一起有模有样地“做饭”。 其

实这个“做饭” 并不是寻常人家

“炊烟四起”， 锅碗瓢盆样样俱全的

那种， 而是从院里谁家阿姨或者谁

家爷爷奶奶那里掐点葱、 抠头蒜、

或者掰一些香椿芽， 然后顺手捡几

块地上的碎石头， “叮叮当当” 地

开始做饭， 撒一把沙土就当作是

盐， 浇一点打来的井水就当作是

油。 这时的水泥墩儿就像一口大

锅， 什么花样也有， 烂泥状的葱啊

蒜啊一齐下锅， 然后再端着这些似

乎冒着“腾腾热气” 的饭菜“上

桌”， 大摇大摆的样子好像真的在

吃满汉全席！ 至今还记得每天回家

时墨绿色的、 脏兮兮的手， 总是有

一股葱的清香味儿， 当然， 水泥墩

儿也在我们的迫害下， 印上了绿色

的“时光之印”。

除了“做饭” 这些家务类的游

戏， 水泥墩儿更是我们娱乐的不二

之选。 在安装上天然气后， 黄色的

管道刚好通过水泥墩儿上方， 我们

像发现了至宝一样， 立即生龙活虎

地爬上去“拔单杠”， 因为个子高，

我总是轻轻一踮脚就把自己“挂”

上去了， 稍微晃晃身子就能“举高

高”。 每当这时，我都会发出得意的

笑声，一直飘到好远好远的地方，以

至于妈妈听到总是会“破坏”掉我的

小美好， 把我叫回家……这么多年

过去， 我仍觉得那是我拔过最合适

自己的杆儿， 正如我独一无二的童

年一样。

我们“偷” 过邻居奶奶家的大

石榴， 几个孩子一边四处窥探、 狼

吞虎咽， 一边又笑得欢快； 也吃过

自家楼下的樱桃， 甚至在还没成熟

的时候就被我们偷去好多青涩的果

子， 导致它的产量总是不高； 还在

银杏树下捡叶子， 想方设法地做成

标本， 然后拿出来到处炫耀自己的

“文艺”； 在樱花树下打打闹闹，坠

下的花瓣铺了满头，还不懂这叫“花

落钓人头”……大概还有很多吧，那

些我记得的、不记得的，都发生在水

泥墩儿的那个角落，或许总有一天，

我们长大了， 再也不愿爬上水泥墩

儿去玩幼稚的游戏了， 不愿冲到水

泥墩儿上去荡一个人体秋千， 希望

那时水泥墩儿还在， 续写着我们及

另一群孩子们不老的童年。

当我再回到水泥墩儿那去， 或

许， 我还能再找回童年那淡淡的葱

香和青色的印记。 我始终相信水泥

墩儿一直为我们记得， 也一直在等

我们回去。

“空白”已满，生活中尽是美好

履文学院

张晶

我坐在一个空房间里， 就我一

个人，我看着一扇透明的玻璃门，从

九点到正午再到现在。 朋友给我发

了消息， 问：“你为什么还没回来？”

我回了一句：“马上。” 因为我知道，

我等的即将来临。

下午两点零九分，它出现了。一

束光， 它透过那扇透明的玻璃门折

射出彩虹， 映射在地板上， 特别漂

亮。它虽不像雨后彩虹那样难得，亦

不会迎来“万人瞩目”，但在我看来

它一样很珍贵———它要在阳光晴好

的午后出现， 清清淡淡的映射在地

面，短暂停留，然后轻轻地收回那样

浅浅的七色。

很少有人知道它， 或许也是仅

有的个别人会去期待它， 甚至于鲜

有像我这样的忠实“粉丝”花费好几

个小时去迎接它。 但这样的小美好

就是那样存在着， 它化解了我持续

了好久的低落心情。我松了一口气，

嘴角轻扬， 出门接着碰见了阳光正

好的天气， 打了招呼， 然后继续前

行。走在路上，不经意间抬头，望见

北面的天空上有一架飞机飞过，看

着它夹携着软绵绵的云朵， 在那蓝

色的画板上轻轻地铺下一条宽宽的

地毯， 恰在我的正上方。 轻轻闭上

眼，许下一个美好的愿望，希望一切

都会朝着期待的方向发展。 我打开

手机和朋友回复了一条信息：我回去

了。这样的事情大概一周或几周出现

一次，在我郁闷烦躁的时候，这样去

偶遇小惊喜成了我最好的解压方式。

你可能会好奇，既然想看彩虹，

下午踩点去就可以了， 为什么要九

点就在那里等？其实，九点到彩虹出

现的这段时间是让自己安静下来去

解压的时间， 那最后的彩虹是好心

情的迸发点。再比现在要“年轻”一

些的时候， 压力大了会喜欢买方便

面捏，一包方便面捏个稀碎，或者撕

塑料袋，一条一条的撕，撕成一块一

块，最后揉成颗粒。显然，后者要比

前者省钱的多。现在的我，会选择抽

一段时间， 过一段空白的生活。比

如，休息或者出去走走，去发现和遇

见生活赠予自己的惊喜和美好，彩

虹也罢，飞机也好，这种方式不仅省

钱还环保。

对我而言，“空白” 指的是没有

学习、没有工作，完全属于我自己的

时间，这个“空白”的含义和内容是

由我自己去决定的。譬如，早晨路过

一处风景的时候发一会儿呆， 在午

饭过后沉沉地睡上一觉， 傍晚时分

去操场上走上几圈， 周末到来的日

子里选一本书...... 这些都属于“空

白”，而“空白”时间遇到的小惊喜我

称它们为生命赐予的爱。

我认识的朋友里， 也有很多可

爱的人。她们的“空白”会用一些有

趣的事来填满， 发呆和睡觉当然是

首选，还有练字、打羽毛球、唱歌、描

画、看综艺……小时候，总被质问，

小小年纪，哪来那么多的压力？那个

时候， 处理压力的方式是吼叫和哭

泣。我不知道你和我是不是一样，有

时候，会觉得天总是灰色的，觉得事

事都在跟自己作对， 压力大到崩溃

的瞬间， 甚至会觉得全世界都站在

自己的对立面。或许有人会说，把压

力看做是生活送给我们的礼物，挺

过去了就好了。我倒觉得，把压力看

做生活最平常不过的一部分会更

好，因为你越看重它，反而会越发感

受到疲惫和心累。不如放松下来，留

给自己一些时间，去看一片树林，去

找一只小猫， 或者找个安静的地方

和着风安静地坐上一会儿， 然后再

睡上一觉……

闭上眼睛，你会想起一些事。想

起某场考试，想起某次会议，想起某

一通电话，想起某一个夜里，想起那

几个朋友。 可当你真的再翻看过往

再去回忆的时候， 那个时候让你觉

得情绪波动无限的感觉已经模糊了。

说不清也道不明， 人总会有心

情低迷的时候，压力每个人都会有，

如果此刻的你也是， 那不如试着给

自己留一些“空白”，去哭也好，去笑

也好， 去做一些让你觉得舒服和安

心的事情，去多接触美好的事物。当

那样的“空白”被填满的时候或许一

切都已成过往，你会发现，其实，只

要你愿意，生活中尽是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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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数学与统计学院

吴小玉

倒计时

今天看到空间朋友发这么一句

话： 到了这个季节， 基本就可以断

定，这一年又将一事无成。下意识地

打开手机壁纸， 看到未来计划表上

赫然地写着：距离国考还有32天、距

离20考研还有70天、 距离2020年还

有70天、距离毕业还有244天。

看到各种倒计时的时候， 我开

始慌了，不可否认的是，2020真的要

来了。尽管很慌张，还是默默回想，

自己的2019都经历了什么？ 在我生

命前二十年的极大多数平凡日子

里， 我常常觉得每天都过得虚无，

不会记得每天都经历了什么。但

2019年对我来说， 应该会是很特别

的一年。 我的日子被支教和准备毕

业平分，快乐、悠闲、感动、匆忙、告

别……这一年的改变， 让我觉得:

哪怕到了这个季节， 我的2019还可

以未完待续。

在新疆的日子

在自己公众号的上一篇推文的

最后，我说：快要启程远方，春天也

要到来。在2019年的春天，我带着自

己和勇气踏上了援疆支教的火车，

去往一个骑自行车可以畅游县城的

西陲小城。

新疆真的很远很远， 从祖国最

东边到祖国西陲，三天三夜的火车，

近三个小时的时差， 截然不同的气

候，都带给我莫大的挑战。在新疆的

日子里，我第一次见过雪山，第一次

经历沙尘暴， 第一次与柴米油盐打

交道，第一次离开妈妈这么久，第一

次站上三尺讲台， 第一次拥有一群

孩子的拥抱……

在那里， 我曾为了一堂公开课

难过好久， 因为一点点不错的成绩

骄傲了许多天， 在和家人朋友视频

后偷偷落泪， 也在听过毕业班教师

和孩子们的朗诵后感动到泪目，见

到了从封闭电动三轮伸出小手和我

们打招呼的可爱孩子， 也见过了全世

界最清澈的眼神和最绚烂的笑容。

在那里的更多时间， 我和一群

孩子一起努力， 一起哭过笑过。 越

来越坚信 《老师·好》 里那句： 我

不是在最好的时光遇见了你们，而

是因为遇见了你们， 才有了这段最

好的时光。

今天， 是我离开新疆的第103

天， 我已经忘记了离开疏勒县那天

的情景， 却永远忘不掉孩子们问我

的：老师，你会回来看我们嘛？老师，

你不要走好不好？老师，下学期你还

回来么？我哽咽着回答他们，如果有

机会，我一定会回来看你们的。只有

我知道，我这句话说得多么心虚。在

大人的世界里，如果的意思，大多是

没有如果。

世界上最美好的事莫过于:被

爱被记得。

离开新疆的第60天，是教师节。

教师节前夕， 我在朋友发来的二小

的教师节表彰大会文件里惊喜地找

到了自己的名字，欣喜、感动，原来

被记得的感觉这么好。我开始想，大

会上听到我名字的小朋友们， 会不

会在台下叽叽喳喳。教师节那天，我

收到很多来自家长的教师节祝福短

信:吴老师，教师节快乐。吴老师，小

朋友很想你……我笑着笑着就哭

了，思念涌上心头。

离开新疆的第97天， 我接到了

来自喀什的视频电话， 视频那头是

正在支教的朋友和我的学生。 视频

那头弱弱地说:“老师， 我们换新的

老师了，你要是在就好了。”我笑笑

说，最近学习还好嘛？电话那头笑着

说，还可以。其实我一直在班级群，

默默关注他们每次的月考成绩，将

每个人的进步退步都看在眼里。那

天视频的最后， 视频那头的小女孩

对我说:“老师， 你什么时候回来看

我们啊？” 我说：“等我毕业吧。”“老

师，你要说话算数哦！”电话那头的

声音俏皮， 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她

的快乐。在那天之前，我都不觉得我

会再回到喀什，但那天让我相信:有

一天，我一定会再次回到新疆，再回

喀什。因为被爱、被记得，一切都变

得更有意义。

在新疆的日子里， 身边很多朋

友都向我表达想前来支教的意愿。

我想， 大概是我们这群人在新疆的

努力和奉献被更多人看到， 并且已

经感染影响到了一群人。我觉得，我

的援疆之行，也变得更有意义了。

学校的第三届支教团也踏入了

疏勒， 每当收到支教团朋友们的消

息或者照片时， 每当再次看到熟悉

的地方， 在新疆的日子仿佛还是昨

天。 不断经历， 但不曾遗忘， 大概

是因为， 那里承载着我们很多的爱

与感动。

吴小玉

2019年10月2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