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夏日的夕阳总是极不情愿地在西边
的山头徘徊，夜幕降临，我习惯地打开电
脑，准备记下一天的回忆。双手敲打键
盘，蓦然间，我看到手背上凸起的青筋和
弥漫的老年斑，我的内心微微一震——老
了，我真的老了！半个多世纪的时光无情
地将岁月的沧桑镌刻在我的肌肤上，当年
的那个风华正茂的少年已被岁月的冰霜
覆盖，再也回不来了。

我泪潸潸而汗涔涔！
十七岁那一年我读高二，学校扩建搬

迁。我们全校300多名师生要从十几里
外的赵庄老校区搬到交通便利的杨家
岭。没有汽车，班主任带头，我们每人挑
着两张课桌，每天往返三四个来回。全校
几百套课桌椅包括老师的办公桌，全是我
们用青春的激情和稚嫩的双肩硬挑过来
的。一个星期的时间我们几乎没时间上
课，全凭广播里不断播放的《年轻的朋友
来相会》和一篇篇热情激扬的表扬稿，燃
烧着我们的青春，绽放出耀眼的光芒。鞋

磨破了，脚起泡了，双肩磨通红了，但谁都
没有怨言，就算是女生也一样你追我赶。

搬进新校后，全校师生吃水困难，老
校长在动员会上一声声慷慨激昂的讲话，
又一次让我们誓言旦旦，群情振奋，我们
自带锄头、土兜在学校前面修池塘，挖水
井。那段时间，学校还没有通电，我们天
不亮就被校长的口哨叫醒，挑灯上课一小
时后，匆匆吃过早饭就来到工地上。我们
班当时33人，大个子男生挖土，挑土；女
生负责上土；我们几个矮个子负责平整。
没有谁推诿，没有谁躲避，更没有谁无故
请假，人声鼎沸中大家你追我赶，那场景
至今回忆起来都能给人一种朝气蓬勃的
力量。半个月后，一方五亩大的池塘和一
口可以供三四百人饮用的水井竣工了。

我注视着凸起的青筋，那段燃烧的青
春岁月似乎还在我的血液里沸腾。

1980年春季开学后，我们全身心地
投入高考前的题海战。每天凌晨五点，校
园一片灯火通明，半小时的跑步锻炼后就

是自习课。没有老师（这个时候一般只有
值日老师），教室里却鸦雀无声，我们在一
摞摞书本资料中积累冲刺的能量，遇到难
以解决的问题，总会把那一页折叠起来留
着请教老师。79和80届是杨家岭当年最
艰苦、又最能吃苦的两届高中毕业生。当
时，我们的寝室建在山边，地面非常潮湿，
几乎所有的学生都染上了疥疮，早自习教
室里很安静，我们几乎能听到同学们把手
伸进裤口袋里挠痒的声音；女生腼腆，但
从她们难受的表情可以感受疥疮是何等
的奇痒难忍！但为了“穿皮鞋和草鞋的区
别”（这是老校长经常告诫我们的话）我们
没有一个人请假。学校有位老教师略懂
中医，他把硫磺碾成粉末和猪油一起搅合
均匀，每个学生发一小盒，反复强调要我
们厚厚地糊在身上，三天不许洗澡。我还
油然记得每晚自习时内裤里有小虫子蠢
蠢欲动的感觉，但我们还是坚强地挺过来
了，猪油和硫磺治好了全校学生的疥疮。

我曾经无数次抚摸过自己在那段岁

月留下的伤痕，也不止一次语重心长地告
诫我的孩子和学生，那伤疤上的明亮是我
们用青春和信念磨炼出来的光芒。

记得有一天凌晨，我和几个大个子在
学校前面的公路上跑步，竟然看到前面有
个人急匆匆地牵着一头牛，我们觉得那个
人鬼鬼祟祟的肯定有问题，便一齐围上去
盘问，见那人说话吞吞吐吐，我们也不知
道哪里来的勇气，推推搡搡竟把那个人逮
到了学校。后来，老师报案，经查果然是
个偷牛贼。为此，市公安局还专门在学校
开现场会，奖励我们每人一台小收音机。
我们欢呼着，不知道有多么荣光，那种精
神鼓舞给我们高考冲刺带来了无穷的力
量！也就在那一年高考，我们杨家岭高中
的升学率遥遥领先！母校的名字一下子
定格那段辉煌的历史上。

时光悠悠，青春不再。曾经激情燃烧
的岁月已成过去，但它始终潋滟在我生命
的河流里。抬起头，窗外已是夜色深沉，
我用键盘唤醒了那段永恒的记忆。

近年来，团市委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
大，十九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为指
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
湖北重要讲话精神、习近平总书记“7·
2”重要讲话精神，树牢四个意识，坚定
四个自信，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牢牢把
握去“四化”、强“三性”的改革目标，围
绕中心、服务大局，大力推进全面从严
治团，在新时代干出新作为。

聚焦主责主业，加强政治引领。
坚持党旗所指就是团旗所向，牢牢抓
好思想政治引领的主责主业。积极开
展主题教育活动。先后组织开展了

“青年大学习”、学雷锋志愿服务月、五
四主题团日、六一主题队日等系列活
动，引领青少年听党话、跟党走。组织
青年代表参加“青年与共青团改革”主
题开放活动，推动团组织与青少年面
对面、心贴心。深入推进“网上共青
团”建设。青春咸宁微信粉丝数达到
12万，团市委官方微信先后30余次进
入全国同级团组织微信公众号排名前
50，共制作原创新媒体音视频产品60
余部。拍摄微电影《组织的名义》，制
作推出《共产党员的“特权”》等一批打
动青年、引领青年的新媒体产品。

立足能为有为，服务中心大局。
出台《关于对优秀青年志愿者实施守
信联合激励的方案》，健全和完善青年
信用体系。扎实推进“关爱留守儿童、
助力精准扶贫”行动,充分发挥“希望
工程”品牌效应，全市各级团组织累计
筹集助学资金800余万元，资助贫困学
生 1400 余名。在全市建设“希望家
园”180个，招募志愿者1400余名，服
务留守儿童6000人次。累计建成“希
望书屋”130所，总藏书量达20余万
册。2019年3月，咸宁团市委以全省
第一名的成绩被评为希望工程工作先
进单位，连续两年获得项目资金共400
万元。积极服务青年创新创业。深入
推进“三抓一优”，积极服务“五个一”
工程。开展青年人才创新创业“优+”

计划，依托青年企业中心孵化器、人才
创新创业超市、梦享创咖等载体，打造

“双创”综合服务平台。优化政策兑现
流程，为青年创业企业及个人兑现各
类奖补资金每年500万元，团市委青年
企业中心孵化器通过省级科技企业孵
化器认定。以“创享青春 筑梦咸宁”为
主题，通过以赛代评的方式举办咸宁
市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吸引了来自
全国各地91个项目参赛，42个项目获
得入孵资格。市委书记丁小强、团省
委书记张桂华为赛事决赛获奖项目代
表颁奖。累计对接、洽谈招商项目150
个。积极参与文明城市创建。全市在
志愿中国平台注册的青年志愿者达到
6.1万人。创建“本禹志愿服务队”82
支，省级“本禹志愿服务队”2支。招募
青年志愿者一万余人次，为历届咸宁
国际温泉马拉松等大型赛事提供高标
准志愿服务。开展创文快闪等活动，
动员广大团员青年积极投身文明城市
创建。

着眼基层基础，激活末梢神经。
全面推进共青团改革再出发，牢固树
立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加强党建带
团建，巩固基层基础。建强团组织。
抓住全市村（社区）“两委”换届选举契
机，建强村（社区）团组织。以联合建
团、区域建团等方式，加强创业企业和
行业协会等领域的团建工作。坚持

“全团带队”，在全省率先出台团教协
作意见和市本级中学共青团、少先队
改革方案。建实大团委。全市建设青
少年综合服务平台51家，建成省级示
范性平台11家。

做好新时代共青团工作责任重
大、使命光荣，我们将以更加饱满的热
情、更加昂扬的斗志、更加务实的作
风，解放思想、改革创新、真抓实干，团
结带领全市广大团员青年积极投身
133区域和产业布局，在加快建成全省
特色产业增长极，建优建美长江流域
公园城市，推动咸宁高质量发展的生
动实践中贡献青春智慧和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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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是亮丽的青春是亮丽的，，是带着眩目的人性光是带着眩目的人性光
辉的辉的，，但青春岁月的美和好但青春岁月的美和好，，却是因人而却是因人而
异异、、因人而殊的因人而殊的。。

就我而言就我而言，，属于我的青春岁月属于我的青春岁月，，更多更多
的的，，是无助是无助、、无奈无奈、、卑微卑微、、迷蒙迷蒙、、失落失落。。1515岁岁，，
我参加高考我参加高考，，考上了一所大学考上了一所大学，，但那所大学但那所大学
并不是我预期中的心仪的大学并不是我预期中的心仪的大学。。在踏入大在踏入大
学校门前的那些日子学校门前的那些日子，，有件事一直啃啮着有件事一直啃啮着
我我：：临近高考的前两个月临近高考的前两个月，，我课桌中的书籍我课桌中的书籍
资料笔记本一夜之间被盗洗一空资料笔记本一夜之间被盗洗一空。。于我而于我而
言言，，在即将高考的关键时刻在即将高考的关键时刻，，这无疑是一记这无疑是一记
重创重创，，那些时日那些时日，，我独自承受着这份打击我独自承受着这份打击，，
不置可否地沉入了迷离恍惚的状态中不置可否地沉入了迷离恍惚的状态中，，直直
到走进考场到走进考场，，在考场中如梦趔趄在考场中如梦趔趄。。再然后再然后，，
迫于家庭生活的不堪迫于家庭生活的不堪，，我并没有考虑复读我并没有考虑复读，，
而是怀着一腔无奈而是怀着一腔无奈、、几分失落进入了一所几分失落进入了一所
不起眼的高校不起眼的高校。。人生头一回人生头一回，，我尝到了无我尝到了无
以言说的创痛滋味以言说的创痛滋味。。

而后而后，，告别十八年华告别十八年华，，在还算繁华热在还算繁华热
闹的白霓小镇闹的白霓小镇，，我顺理成章站上了高中课我顺理成章站上了高中课
堂的讲台堂的讲台，，用极易磨损的粉笔用极易磨损的粉笔，，悉心铺排悉心铺排
力力、、热热、、光光、、电电、、磁以及原子的内在结构磁以及原子的内在结构，，尽尽
我所能将物质运动变化的规律倾心演我所能将物质运动变化的规律倾心演

绎绎。。在我没有半点设防心的时候在我没有半点设防心的时候，，命运的命运的
手指又玩笑般在我的生命行程中抛出了手指又玩笑般在我的生命行程中抛出了
一些砺石一些砺石，，硌痛了我的双脚硌痛了我的双脚，，也硌痛了我也硌痛了我
的心的心。。于是于是，，又是一个趔趄又是一个趔趄，，我坐在一辆我坐在一辆
手扶拖拉机机厢里手扶拖拉机机厢里，，伴随自己简陋的行伴随自己简陋的行
李李，，来到了一所寂寥的乡村高中来到了一所寂寥的乡村高中，，在那里在那里
传道传道、、授业授业、、解惑解惑。。

木叶萧萧的氛围中木叶萧萧的氛围中，，我有了新的同我有了新的同
伴伴，，那是一位执教三十多年已然满头白发那是一位执教三十多年已然满头白发
的长者的长者。。每一个晴和的黄昏每一个晴和的黄昏，，我会同他相我会同他相
伴走出校园伴走出校园，，走在平平仄仄的山间小道走在平平仄仄的山间小道
上上，，边走边谈边走边谈，，既长见识既长见识，，又长精神又长精神。。他以他以
他的人生经历他的人生经历，，给了我许多不可多得的人给了我许多不可多得的人
生启悟生启悟，，他告诫我他告诫我：“：“人生就是不断地同困人生就是不断地同困
难作斗争的过程难作斗争的过程。”。”并且说并且说：“：“并不是任何并不是任何
一个人都可以成为伟人一个人都可以成为伟人，，但谁都可以成为但谁都可以成为
有作为的人有作为的人。”。”

于黄昏斜照日复一日的闲谈中于黄昏斜照日复一日的闲谈中，，我理我理
解了什么叫生活解了什么叫生活，，也似乎找到了可以排解也似乎找到了可以排解
忧伤的生命出口忧伤的生命出口。。这以后这以后，，我想方设法让我想方设法让
自己从单调自己从单调、、无聊无聊、、枯燥枯燥、、乏味乏味，，层层的寂层层的寂
寞寞，，重重的孤独中走出来重重的孤独中走出来。。我拿出不多的我拿出不多的
积蓄积蓄，，订购了几种美术书刊订购了几种美术书刊，，翻出了久违翻出了久违

的画谱的画谱，，拾起了丢失己久的画笔拾起了丢失己久的画笔，，擦亮了擦亮了
尘封的口琴尘封的口琴，，购置了心仪的吉它购置了心仪的吉它，，亮开了亮开了
郁结的歌喉郁结的歌喉，，甚至参加了诗刊社诗歌刊授甚至参加了诗刊社诗歌刊授
学习学习。。我忙中求乐我忙中求乐，，乐以忘忧乐以忘忧，，将工作将工作、、学学
习和生活中的所得所失习和生活中的所得所失、、欢喜忧愁欢喜忧愁，，以诗以诗
文形式记录下来文形式记录下来，，呈现在大大小小的日记呈现在大大小小的日记
本上本上。。正是这些原汁原味的文字正是这些原汁原味的文字，，引领我引领我
后来走上了文学之路后来走上了文学之路。。

就这样就这样，，在这样一座寂寥而落寞的校在这样一座寂寥而落寞的校
园里园里，，我抛开了最初的烦恼我抛开了最初的烦恼、、苦闷和忧愁苦闷和忧愁，，
全身心地投入到了工作全身心地投入到了工作、、学习和生活中学习和生活中，，
既尽心尽力送走了一批又一批学生既尽心尽力送走了一批又一批学生，，又在又在
业余时间不遗余力地为自己充着电业余时间不遗余力地为自己充着电，，加着加着
油油，，丰满着自己的人生羽翼丰满着自己的人生羽翼。。

二十五岁那年二十五岁那年，，我开始在心灵的空我开始在心灵的空
间打捞梦想的碎片间打捞梦想的碎片，，将它们珍珠般串掇将它们珍珠般串掇
起来起来，，以油墨之香悬于生命过程的每一以油墨之香悬于生命过程的每一
刻刻。。随着作品发表数量的增加随着作品发表数量的增加，，我渐渐我渐渐
成为他人关注和关爱的对象成为他人关注和关爱的对象。。文字的奇文字的奇
妙作用妙作用，，也让我对起起落落的生活有了也让我对起起落落的生活有了
十二分的感激十二分的感激，，我端详着生命的美丽我端详着生命的美丽，，咀咀
嚼着生活的甘醇嚼着生活的甘醇，，在不间断的生活磕碰在不间断的生活磕碰
中中，，慢慢学会将自己的日子过得安然平慢慢学会将自己的日子过得安然平

静静。。我坦然地面对生活的风风雨雨我坦然地面对生活的风风雨雨、、琐琐
琐碎碎琐碎碎，，让人生体验的触须一往情深地让人生体验的触须一往情深地
触摸心仪的文学触摸心仪的文学。。

不懈不怠的笔耕不懈不怠的笔耕，，让我水到渠成地成让我水到渠成地成
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这与我青春岁月的这与我青春岁月的
经历和境遇是分不开的经历和境遇是分不开的。。一直记得最纠一直记得最纠
结的青春时光里我在日记本上写过的一结的青春时光里我在日记本上写过的一
句话句话：“：“别无选择时学会奋斗别无选择时学会奋斗。”。”随着岁月随着岁月
的推移的推移，，这句话被我演绎成为这句话被我演绎成为““别无选择别无选择
时学会奋斗时学会奋斗，，拥有时学会珍惜拥有时学会珍惜，，平静的日平静的日
子学会爱子学会爱，，学会做一个幸福的人学会做一个幸福的人。”。”时至今时至今
日日，，这句话已被演绎成属于我的人生格言这句话已被演绎成属于我的人生格言
和生命风景和生命风景。。

我的内心我的内心，，一直笃信文学艺术与物理一直笃信文学艺术与物理
学是息息相通的学是息息相通的。。物质之光展现出神秘物质之光展现出神秘
的物质世界的物质世界，，文学艺术的光芒折射着情感文学艺术的光芒折射着情感
经纬经纬、、人生百态人生百态、、社会万象社会万象，，物质和思维构物质和思维构
架了我们的感性和理性架了我们的感性和理性，，使我们的生命充使我们的生命充
满了活力和灵性满了活力和灵性。。茫茫宇宙茫茫宇宙，，大千世界大千世界，，
生命个体不过是一个短暂的燃烧过程生命个体不过是一个短暂的燃烧过程。。
短暂的生命感受着短暂的生命感受着、、思考着思考着、、创造着创造着，，一切一切
的一切的一切，，只为找到最适合的生命出口只为找到最适合的生命出口，，让让
生命得已在苍茫宇宙中伸展生命得已在苍茫宇宙中伸展、、延续延续。。

我的青春岁月

坐公交车路过学校，刚好是放学高峰
期。原本空空的车厢瞬间挤满了孩子，闹
哄哄的。

已经很久没和这么多孩子待在一块
了，她们就像五月的花草，正葱茏，正繁
茂，正美好。夹在一张张青春四溢的脸庞
中间，听他们激情辩论课堂故事，看她们
的明眸皓齿、笑靥如花，我原本闲散的思
绪，突然涌出一股莫名的感动。像这样的
青春时光，已经远远地把我抛弃了。眼前
这有慈母般无限柔情的母校，短短三年，
把我喂饱过后，转头就将所有的柔情一股
脑倾注给了学弟学妹们。

怪就怪时光太快吧！当年我们亲手
栽在校门口的风景树，如今都树荫参天
了。还好，我还拥有，一片绚烂而沉寂的
记忆。这些记忆原本存放多年早已蒙尘，

偶然间，公交车内，被周身阳光灼灼的青
春盛气冲开了。

记忆里的时光，充满苦读、聆听、冥
思，追逐、奔跑、幻想；有汗水，有泪水；有
过泄气，在老师鼓励中又鼓起勇气；阳光
中，国旗下，老师庄严地给我系过红领巾，
戴过团徽，我们鼓着脸认真宣誓。最终，
我们都背着行囊走进了新的人生征程。

诗人杜甫52岁还在大呼“青春作伴
好还乡”。我，尽管出了校门，离52岁尚
远，离青春，还近。

公交车每到一站，就有学生陆续下
车。总有一天，他们也会如我一样，会毕
业，会工作，会拥有自己的小家庭。

初进单位时，我业务不熟，心里像热锅
里的蚂蚁七上八下。笨鸟先飞，全靠勤恳
来驱逐心底的恐慌。我本是应聘到办公室

打杂的，老师忙的时候，就当当她们的小助
手帮忙。随着学员增多，学校范围扩大，领
导要求我也带一个班。我左右为难，心里
确实没底气，但又无法推脱。诚惶诚恐接
下使命，一节课的内容，要提前花一两天的
时间准备，还偷偷在家演练一遍。课件做
得事无巨细，密密麻麻写满一万余字。这
些课程内容实际操作我会，可说教就不行
了，估计站在讲台上双脚都会紧张得直哆
嗦。没有经验，只得这般做好充足准备。
心想，万一不行，大不了照着念吧！

如今，那些学员早就分布在全国各地
的工作岗位中了，我们时常联系，自如谈
论当年和眼前的时光。屏幕这端，我庆幸
自己抗拒了那段赶鸭子上架的恐慌，要不
然，现在哪来的勇气面对满教室的孩子？
是一个个不眠不休的青春岁月，赢来如今

的坦然自若。
清风拂柳，时雨润花；满园春色正在

谢幕，夏意阑珊。徜徉于房前屋后的竹
林，新生的竹笋已经洋洋洒洒开枝展叶。
几根速度长得慢的笋，还只一米来高，歪
歪斜斜往上窜，似乎正在跛着脚追赶。父
亲说，这是落林笋，长得慢，夹在林中无法
吸收阳光，成不了器的。我不信。路遇几
根腐烂发臭的落林笋，它们曾经也是雄心
勃勃地钻出土壤，或许也曾立志要长成一
根像样的竹子，也许是机缘巧合耽误，也
许是一时贪玩没跟上队伍，如今只能趴在
地面，默默腐烂发臭。才知道，不是所有
的竹笋都能长成竹子。

青春一场，终会谢幕；青春短暂，不敢
虚度。所有的努力与奔跑，只是为了不做
那根孤独的落林笋！

不曾虚度青春

在青春岁月寻找生命出口

■作者：聂松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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