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常来教室巡查，要命的是她来无影悄无声，往往在我
们海阔天空聊得忘乎所以时，突然发现教室的窗子外
一双威严的眼睛正盯着我们，顿时有一种窒息的感
觉，慌忙低头装作认真学习的样子。班里男女同学之
间眉目传情，有早恋倾向的，冯老师总会敏感地察觉
到，然后严肃招谈，分而治之，毫不留情。但哪个同学
头痛脑热肚子不舒服的，冯老师会非常用心地关心，
不仅为学生求医问药，有时还从自己家里熬了粥带给
学生吃。有同学高中毕业后在就业和工作中遇到困难
向她求助时，冯老师总会竭尽全力地给予帮助。现在
想想，冯老师对我们真的是严中有爱，无言大爱。教我
们数学的是曹瑞斌老师，那时的他正年轻，戴着一副
金属边框的眼镜，白皙的脸庞上鼻子很有立体感，乌
黑浓密的头发向上向后梳着，看起来风流倜傥的样子，
他上课幽默、风趣，收放自如，给人以大开大合的感觉。
教立体几何的是邱志明老师，衣着十分朴素，常常只带
一支粉笔来上课，讲课深入浅出，浅显易懂，不用圆规，
在黑板上随手画圆还画得溜圆，后来知道他是清华大
学毕业的，内心膜拜不已。教物理的王兴周老师当时也
很年轻，但不苟言笑，课堂讲授条分缕析，板书十分认
真，粉笔字写得非常漂亮，我那时经常在课堂上偷偷临
摹他的字。教化学的王兴华老师上课时，恨不得把所教
的内容直接装进每个学生的大脑里，不厌其烦地反复
讲解，直到学生弄清弄懂为止，每次下课铃响了，王老
师总会说“我再讲三分钟就结束”，结果几乎每次都超
时，直到下一节课的老师站在教室外等他，他才自我
解嘲地笑笑而去。我们那时对他经常拖课还颇有微
词，哪里能理解他对学生的拳拳之心呢？

高二时，教我们语文的是张文甫老师，50来岁，
上海人，黝黑的脸庞，说起话来不紧不慢。第一堂语文
课上，他边自我介绍边把自己的名字写在黑板上，并
解释说“甫字在古代是指美男子”，我们听了心中窃
笑。张老师是启中老教师，当时在语文学科教育领域
已很有名气。他认为语文教学的目的在于培养和提高
学生的阅读理解和写作能力，因此他特别重视学生的
作文训练，要求每个学生每周至少写一篇作文练笔，
文体、内容不限。我记得当时在《新民晚报》上看到上
海真如车站列车严重误点、层层开会仍不能有效解决
的新闻，便模仿鲁迅的杂文风格，写了一篇《官僚主义
之祸》的随笔。张老师居然给我打了98分，这可是我
从未得过的作文分数，并在文后点评“观点深刻，文笔
老练”。在张老师的指导和鼓励下，我对作文的兴趣愈
发浓厚，写的习作经常被老师誊写刻印后作为范文发
给全班。前两年同学沈恒亮告诉我，他还保留着我高
二高三时全部的油印范文，我自己都已难觅一份了，
他还为我保留着，这份同学情谊让我感动！当年全省
拟组织中学生作文竞赛，张老师推荐我参加，并给我
提供了很多参考书籍，虽然后来赛事取消，但对我写
作水平的提高极有裨益，以至现在常有人好奇于我一
个理科生能出手成章，还真得益于那时打下的良好基
础。我参加高考那年的预考作文经张老师推荐，被收
入重庆教育出版社《考场优秀作文选》一书。书出版
后，我已离校，张老师专门写信告诉了我，并把样书寄
给了我，15元的稿费还托人带给了我。参加工作后，
我和张老师保持着经常性的联系，他来公司看过我两
三次，我也去学校看望过他几次，虽然见了面也不会
说很多的话，但这样的师生交流，让我的内心总是感
觉暖意融融！最让我感到自责和遗憾的是，前年张老
师不幸离世时，我出差在外竟然没有及时知悉，未能
见上老师最后一面。我的手机通讯录里至今仍保留看
张老师的联系号码，尽管知道早已经打不通了，但我
仍不舍得删除。恩师已去，就让这号码和他的名字连
同所有的回忆都留作永恒的纪念吧！

在校时，我们对老师有不解甚至抵触，同学间交
流也不多，有的同学三年没有说过三句话。离校时更
多的是一种脱离苦海的快感，也没有与老师、同学依
依惜别。2009年我班毕业20周年聚会，除少数几个
同学外，天南海北的同学都赶回来了，同学之间、师生
之间热烈拥抱，相谈甚欢，很多同学感慨20年聚会说
的话远远超过我们三年同窗时说的话。有一些事情，
我们年轻时，无法懂得；当我们懂得时，已不再年轻。
世间诸情，最真长忆是离情！

一个人年轻时，总以为自己年轻，不会老去，不会
生病，挥霍青春，不以为然。及至中年，方觉时光易逝，
生命脆弱。翻看30年前的毕业合影，唐校长已作古，
张老师已离世，陆同学前几年也在饱受病痛折磨后离
开了我们，一想起来，总有一种痛在心里滋长！我们这
一代人正当盛年，事业要做，责任要尽，但也要学会珍
惜自己。我们的老师有的仍在教书育人，但多数已步
入晚年，颐养天年。各位敬爱的老师、亲爱的同学，无
论您是在启东，还是在异乡，心在一起，情谊永驻；未
来的日子里，您若安好，便是晴天！

（今年是启东中学建校90周年。不久前，该校举
办了“我的启中我的梦”征文活动。沈卫华和陈向阳撰
写的这两稿，展示了他们在启中度过的
那段青葱岁月，也代表他们那一代人向
母校90周年献上一份礼物。）

（扫码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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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近记忆

1988年~1994年在启东中学初高中学习，1994年
考入清华大学电机系，2002年获得中国科学院大学工
学硕士学位，现任中国科学院国家空间科学中心副研
究员，曾参与探月工程有效载荷数管分系统和空间科
学先专项暗物质粒子探测卫星载荷数管分系统的研
制工作，目前正在参与我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有效载
荷分系统的研制工作。

我的启中我的梦
沈卫华

“世界上有朵美丽的花，那是青春吐芳华”，悠
扬的旋律，唤起青春的回忆。光阴似箭，日月如
梭，1994年到2018年，不知不觉间，我已经离开
母校二十四年了！三十年前的9月，带着美好的憧
憬，我来到了启东中学的校园，在那里度过了六年
的青春岁月。闭上眼睛，还能想起当年自己单纯的
模样。对很多启东人来说，启中记忆永远难以磨
灭；上大学和工作中，每每提起母校启东中学时，
我的言语中都充满了强烈的自豪感。

启中的学习

初入启中，是施教区划片的，倒也没有感觉到有
太大的学业压力。初中升高中，记得当时是提前招生
的，一天将所有的科目考完，我的成绩虽然在班里不
是那么冒尖，但也算挺顺利地考上了。

我本身是个内向腼腆的人，天资虽不那么聪颖，
但是一直属于规规矩矩、本本分分学习的那类学生，
尤其是能做到在课堂上认真听讲、记笔记。初中高中
六年，几乎每一门笔记我都是极其认真地记录，我的
笔记在班级里应该算是字迹工整、内容全面的。不过
现在回想起来，大概我的笔记算是朴实版的，只能做
到还原老师传授的内容，而极少有自身对讲课内容的
领悟，基本上拿在手里翻一遍，脑海里跟回放录像没
有多大的差别，但这也已经足够让我的成绩基本上能
保持在全班前十名内。

前几日在微信公众号上看到一篇文章“学霸鼻
祖！钱学森笔记曝光：字迹工整堪比印刷”。作为中国
近现代科技史上的科学大师，钱老留下的所有笔记字
迹工整、一丝不苟，透过泛黄的纸张，可以感知一位大
师对待学术严谨钻研的态度。虽然我没有什么大成
就，但在参加工作后的航天型号任务研制的每一次实
验中，依然会特别认真细致地记录测试数据，也经常
受到领导和同事的赞誉。无论今后做任何事，有了会
记笔记的“笨功夫”想必更有成功的可能吧！

初中学习生活中令我记忆深刻的有两件事。一件
事是有一次英语考试，我早早地就答完了所有题目，
并检查了好几遍。很多同学都提前交卷了，而我永远
属于不提前交卷的同学之一。记得我后来趴在桌子上
睡了一小觉，到下课铃响才交卷。最后卷子发下来是
98分。现在回想起来，如果我不睡那一小觉，再仔细
检查检查，是不是有可能得满分呢？另一件事是第一
次政治考试，记得老师发了题库和标准答案，但是由
于没有经验，我把答案都背出来了，却没有背答案对
应的题目，然后考试成绩也就可想而知了，好像只得
了七十多分……从那以后，我“吃一堑长一智”，再也
没有发生类似事故。

高中学习生活中令我难忘的事也有一二。记得是
高二有一次期中考试的政治没考好，多项选择题错了
不少，导致总成绩在班级排名往后了很多。班主任钱
老师在班会课的时候还专门未直接点名地提到“有的
同学平时成绩挺好的，可是考到最后一门的时候就不
认真了……”而我当然知道老师说的就是我，坐在课
桌前一边听一边掉眼泪，以至于不记得老师后面说了
什么话。从那次以后我就更加努力，踏踏实实地认真
学习，这也让我在1994年高考后收到了清华大学的
入学通知书。记得当时的校长和老师们在校园里见到
我，还会开玩笑地称呼我——沈“清”华。

启中的老师

在启东中学读书，我遇到了太多的好老师。在课
堂学习上，在社会工作中，在科学研究里……他们的
一言一行，都完美地诠释着“为人师表”的含义。不管
是初任教职的年轻老师，还是任教多年经验丰富的老
教师，当年都是那样的温和亲切、敬业认真。他们像精
神上的灯塔一样指引着我的前行，对我的人生观、价
值观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我在初中和高中都经历了第二年换班主任的情
形。

初中二年级开始，由语文老师黄永涛老师来担任
班主任。我已经记不清楚黄老师的讲课风格，但一直
记得黄老师不仅人长得美而且字写得很漂亮，一笑起
来露出两个甜甜的酒窝。毕业纪念册上，黄老师给我
写下了“志当存高远、巾帼胜须眉”的赠言，老师的话
语一直激励着我奋勇向前。

高中二年级开始，由化学老师钱宏达老师来担任
班主任。永远记得，钱老师在班会课上说的“成绩好的
同学不需要老师操心，重点是要抓好成绩在中后部的
同学”。钱老师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我们班每
个同学都爱上了化学课，每次化学考试很多同学都能
轻轻松松地考140多分。毕业的时候，我们全班所有
同学都考上了大学，其中有4个同学考上了清华大
学，这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高中的语文老师沈鹏进老师，个子不高，戴一副
眼镜。沈老师擅长用同学们的名字作谜面，记得那时
每节语文课都是在有意思的猜谜中拉开帷幕的。我的
名字的谜面是“潜水护花”，现在想来仍觉得非常贴切
和有意思。

物理对我来说算是较弱的科目了，幸好我们班的
物理是杨莹老师教的。杨老师经常耐心细致地给同学
们解答问题，直至完全理解为止。

不管是玉树临风的数学老师李俊、幽默的数学老
师曹瑞彬，还是慈祥的英语老师赵德训、多才多艺的
音乐老师徐翠琴……都能从他们身上感受到对学生
发自肺腑的爱。虽然离开启中这么多年，但回忆起他
们的谆谆教导，依然让人满怀感激。

启中的同学

启中同学的风采自然不必多说，到处都是学神学
霸或者传奇人物的故事。毕业的启中人，有被誉为“世
界第一才女”的第26届国际中学物理奥赛金牌获得
者毛蔚、有菲涅尔奖获得者陈宇翱、也有爱奇艺的高
级副总裁杨向华……更有众多平凡而普通的你和我，

●
寓言故事 陆继权

脚踏实地、不懈奋斗，诠释着厚德博学的精彩。
初中时曾经的同桌黄庆妍同学毕业后就读于苏

州评弹学校，目前为江苏省评弹团演员、国家二级
演员，至今依然活跃在舞台上。今年五月有幸在北
京长安大戏院观看了他们获国家艺术基金立项资助
的原创作品《大浪淘沙》。虽然得靠字幕我才能听
懂，但吴侬软语婉转悠扬，和着缠绵的琴声，将传
奇故事娓娓道来，在初夏的季节，给我们带来了丝
丝江南风情。

高中同学中最佩服的是蒋凌宇同学，那时候几乎
每次都考全班第一名。蒋同学的字写得很漂亮，他不
仅成绩好、性格好，而且应该属于天资聪颖的那类学
生，因为没有看见他特别刻苦地学习，运动玩耍的时
候也经常能看到他的身影。更难能可贵的是，不论班
里哪个同学有不明白的问题问他，他总是会十分耐心
细致地讲解。值得庆幸的是，我的座位就在他的前面，
所以上学的时候没有少麻烦他。更荣幸的是，我能和
他考入同一所大学，又当了5年校友。

高中女同学中成绩最好的当属刘韬韬同学了，她
个子小小的，戴着眼镜，梳着长长的辫子。上学时好像
只知道学习，我们之间似乎没有特别多的交流。她一
直是我学习的榜样和追赶的目标，虽然我从来没有追
上过。

二十多年后，同学们在全世界各地各自做着自己
的事情，在各行各业有所成就，虽然相隔千里，没怎么
见过面，但是仿佛从来没有分别过，不少人迄今依然
保持着联系。

启中的影响

算上初中三年和高中三年，我在启中待了6年时
间，最好的青葱岁月都在启中校园里度过。和众多的
同学一样，启中的教育极大地熏陶和影响着我。

工作之后，我有幸参加了地球空间双星探测计划
和探月工程（嫦娥一号、嫦娥二号）有效载荷数管分系
统大容量存储器的软件研制工作，参与了空间科学先
导专项首发星——暗物质粒子探测卫星“悟空”号有
效载荷数管分系统的研制工作，目前正在参与我国首
次火星探测任务的有效载荷总体的工作。

工作十六年来，虽然自己只是在平凡的岗位上工
作，没有什么特殊业绩，但秉承着启中人踏实严谨的
作风，经手的工作从未出过任何差错；对工作、对家
庭、对生活、对朋友，必真诚厚道、谦卑诚恳，因为那

“厚德博学”的校训是支持自己每一步的信仰。
毕业二十四载，我的心从未离开启东中学。每年

我都会在回乡探亲的时候带家人回母校看看，虽然现
在的校址已不在我上学时的校址，虽然现在的校园已
经找不到我上学时的记忆。虽然我现在工作和生活的
城市离母校千里远，但是，不论多久多远，启中永远是
我心中的家园。想到启中，我永远心存感激；想到启
中，我永远激情满怀；不论身在何处，总记得自己是启
中的孩子。我将始终铭记母校。

最真长忆是离情
陈向阳

在这个银杏叶被染黄的深秋季节里，我接到了母
校启东中学九十周年校庆的邀请函，三十多年前在启
中求学时的一幕幕又浮现在我的脑海里……此前曾
有老师和校友让我给母校组织的“我的启中我的梦”
征文写一篇文章，还说我们这一届写的人特少。他们
大抵知道我曾算“文青”一枚，希望我写点什么，追忆
远去的青春和在启中的青葱岁月。而我终未动笔，表
面的原因是俗务缠身，其实更多的是“近乡情更怯”，
怕写不好对不起母校和老师们。参加了母校的校庆活
动后，感动之余想写一点文字，也算弥补一下遗憾吧。

1986年7月的一天，父亲从新港镇上回来，还没
到家门口就高喊：“向阳，启东中学来信了！”我连忙从
家里奔出去，从父亲手中接过信，撕开一看是启东中
学的高中录取通知书，还附了报到注意事项和学校简
介，其中有一句话我迄今还记得：学校占地95亩，是
江苏省九十五所重点中学之一。当时给我的感觉是启
东中学好大好牛啊！开学的时候，是哥哥骑着自行车
送我去的。办完入学手续后，哥哥带我去学校东南角
的江海百货商店买了一些必要的文具、洗涮用品，为
了省钱，给我买了一只能同时盛饭和盛菜的大号搪瓷
碗。我记得第一次用它吃饭时，因为碗实在太大了，还
被同桌吃饭的同学取笑了呢，我自己也被他们笑得挺
不好意思的。就这样开始了我在启东中学的三年高中
生活。

我们高一（2）班的教室在高中部教学楼一楼西头
第二间。班主任是冯瑞娟老师，兼教我们政治，说一口
好听的带着无锡口音的普通话，40岁的样子，个子不
高，当时想这样的女老师肯定好对付，但后来的事实
证明我完全是误判。冯老师严厉起来时，能让我们这
些男生怕得大气都不敢喘。那时候晚上有两节夜自修
课，主要是学生自己做作业和复习白天的课堂教学内
容，任课老师一般不来教室的。班主任冯老师则会经

一音一世界
秋夜圆月，城东古宅，清风入弦，琴声寥落，幽雅

了一个月夜。让人想起的是王维的诗境：独坐幽篁里，
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亦或想象静寂
的江南古镇，但目送，落花流水，在音和意远的琴声中
沐浴畅怀，从容品味春天的背影。

其实，那晚听众不少，梅庵派传人洪晨先生前
来讲演，吸引不少风雅之士。据说，在北京城，弹
古琴已是四大俗事之一，启东亦如此，大雅成大
俗？在众人尊崇的目光里，洪晨先生称有些紧张：

“我的恩师龚一先生是启东人，第二次来启东，感觉
文化氛围越来越浓了。”

原来如此，启东竟出古琴大家！梅庵派源出诸
城派，王燕卿创立，曾在南京大学东校区（今东南
大学四牌楼校区）梅庵教授琴艺，故得名。其传艺
徐立荪，再传龚一，又传洪晨，这般的师承关系使
梅庵派结缘启东这片新土，而徐立荪亦有后人生活
在启东。“梅庵派的贡献是优美、圆润的运指方
式。”洪晨先生讲解道，“现在学古琴的人，运指方
式都是梅庵派的，譬如揉弦，带有弧度的运指，使
琴声更为婉转悦耳，更有内涵韵味。”

那晚，洪晨先生提到了《流水》：“不弹《流水》，等

于没弹过古琴。”1977年美国发射了“旅行者1号”探
测器，携带了一张喷金铜质磁盘唱片，含有一个90分
钟的声乐集锦，包括地球自然界的各种声音以及27
首世界名曲，所选乐曲中，管平湖先生弹奏的《流水》
这一曲几乎未剪辑，7分钟，自然成曲。遗憾的是，当
晚洪晨先生没有亲自弹奏《流水》，而是让他的女弟
子陈筱煊演绎。结束后洪晨先生送我一张精致的古
琴专辑《出和雅音》，有《关山月》《秋风词》等14首古
琴曲，可惜没有《流水》。

数日后，逛市区新干线音像，竟然淘到龚一大师的
古琴独奏专辑，唱片上注明：“龚一，原籍江苏启东，
1941年出生于江苏省南京市。知名古琴演奏家……”
专辑的第一首曲目便是《流水》，为清代四川青城山道
长张孔山的谱本，他对原来的琴曲进行了加工，增加了
许多“滚拂”的技法，模仿流水湍急的自然景象，人称

“七十二滚拂流水”。听龚一先生的演奏，清澈而悠远，
幽深而苍茫，回声阵阵，琴音袅袅，令人称奇！

“伯牙鼓琴，志在高山。钟子期曰：善哉，峨
峨兮若泰山！志在流水，钟子期曰：善哉，洋洋兮
若江河！”“高山流水”让人倍感温馨的一个典故。
然而，聆听《流水》，不必老是惦着知音。“高山流
水觅知音，骗了大家几千年，俞伯牙与钟子期根本
见不上面，两人相差了一百年。”洪晨先生说，
“《流水》表达的就是流水……”

仁者乐山，智者乐水。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往往
寄情于山水，创作了许多描绘山水的艺术作品，古琴
曲《流水》就是这样一首富有表现力的乐曲。所以，聆
听《流水》，不妨想象自己徜徉于山水之间，想象关于
流水的不同景象：滴滴清泉，潺潺溪流，滔滔江河，茫
茫大海……

如今流行的《流水》琴曲，大多出自张孔山一脉，
即刊于《天闻阁琴谱》中的《流水》，也即管平湖先生
演奏的版本，乐曲共分九段。第一段是引子，三两散
音，松沉旷远，旋律时隐时现，恍见高山耸立，草木葱
笼，云遮雾绕。忽闻淙淙水声，音乐转至第二段，那是
古琴清澈的泛音，活泼的节奏，如见松根清泉，幽涧
寒流，晶莹剔透，玲珑作响。第三段是第二段的变化
重复。第四段是如歌的旋律，婉转悠扬，绵延不断，此
时的流水已出山汇流，渐成江河，波涛起伏。第五段
是第四段的变化重复；第六段为张孔山创设的一段，
所谓“七十二滚拂”，其“猛滚、慢拂”作流水声，又在
上方奏出一个递升递降的音调，两者结合，如滔滔江
水，汹涌澎湃，息心静听，“宛然坐危舟过巫峡，目眩
神移，惊心动魄，几疑此身已在群山奔赴、万壑争流
之际矣。”第七段，高音区迸发出连珠式的泛音群，轻
盈飞溅，恰如轻舟已过，余波激石。第八段，变化再现
了前面如歌的旋律，热情奔放，段末复起流水“滚拂”
之声，前后呼应，令人回味。第九段：江河浩荡，朝宗
归海，杳然徐逝，尾声再起清越的泛音，让人沉浸于

“洋洋乎、荡荡乎”的幽思中。
龚一先生传承的应是《琴砚斋琴谱》中的《流

水》，是演奏时长较短的一个版本，不到6分钟，有些
重复的段落省略了。他主张去粗取精，删除古琴曲中
冗长重复的乐句和段落。

据传，张孔山道长九十多岁时，只身离观云游四
海，从此不知所终。想象他仙风道骨，走四方觅知音，
或是彻底回归自然，在高山流水中结束自己的人生
之旅，那是怎样的一种境界呢？而遥想“旅行者1号”
上的《流水》，以永不停止的飞翔永不停止的吟唱融
于太空，只有起点，没有终点，让琴声回响于宇宙，不
由得让地球人倍加感怀：寄蜉蝣于天地，
渺沧海之一粟。聆听这样的古琴曲，会否
明白瞬间就是永恒？人生之旅会在这样的
感怀中愈加淡定而轻盈。（扫码看更多）

恃宠的小花狗
这只小花狗聪明伶俐活泼可爱
它毛色漂亮顺从主人给家庭带来欢快
男女主人宠爱得超过自己的小孩
小花狗得意了从此骄横起来

小花狗对每个上门人狺狺狂吠
气势汹汹情状让人非常惊骇
当主人吆喝“小花不得无礼”时
小花狗立即温顺低头像委屈的小乖乖

一出家门小花狗完全改变了主人前的状态
狗头昂得已看不见脚下的泥块树柴
还给邻里带来无比痛恨的殃灾
小花狗成了当地咬牙切齿的魔怪

它常常无故的把羊栏中羊羔咬死
它常常把公鸡母鸡追杀饱餐或出卖敛财
它甚至能把飞的麻雀鸽子拔下几根毛来
它快乐因为满足自己嗜好的情怀

主人对乡邻反映小花狗的劣迹不予理睬
还责怪邻里们心胸过于狭窄
一点没有作为人的气魄
咬就咬了吃就吃了这又何足道哉

由由此主人反而加倍对小花狗的宠爱此主人反而加倍对小花狗的宠爱
撸着狗毛亲着狗嘴紧紧搂在怀撸着狗毛亲着狗嘴紧紧搂在怀
赞赏它是一位天然的狗才赞赏它是一位天然的狗才
将将来一定大有出息可当统帅来一定大有出息可当统帅

小小花狗更加肆无忌惮为非作歹花狗更加肆无忌惮为非作歹
变本加厉咬人鲜血直流自认倒霉总无奈变本加厉咬人鲜血直流自认倒霉总无奈
不过有一天当村人们忍无可忍时候不过有一天当村人们忍无可忍时候
小小花狗尝到了种下苦果的悲哀花狗尝到了种下苦果的悲哀

村村人们设计了陷阱让小花狗栽人们设计了陷阱让小花狗栽
把它装进了放有玻璃片的麻袋把它装进了放有玻璃片的麻袋
再给它一顿不轻不重的棍棒再给它一顿不轻不重的棍棒
然后宰了煮熟了作了下酒菜然后宰了煮熟了作了下酒菜

●
聆听古典 木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