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宁波姑娘杨倩东京奥运会上夺
得首金，并继续发力，与队友合
力，再下一城，引起轰动，尤其是
杨姑娘的家乡姜山，更是喜大普
奔。

奥运上的佳绩，历来是最好的
爱国新闻和话语题材，这也合乎常
理逻辑。而我被感动的，不只是杨
姑娘淡定从容的赛场英姿，不只是
源于同一片土地生发的同乡共情，
更有赛事之外、金牌背后的一些感
慨。

其一，作为运动员，杨倩是优
秀的，但“运动神经发达”之优秀
并没掩盖住她热爱美的天性，她依
然是那个“萌萌哒”“美美哒”的
女孩：当千万双眼睛聚焦扣动扳机
的一刹那，人们发现她的手指做了
美甲；面对记者镜头，她双手顶
额，曲成两只小兔子的耳朵。请记
住杨倩活泼睿智的笑容，记住中国
宁波女孩内敛文静的女性仪态。

女性爱美丽，作为运动员的女
性同样爱美丽。

运动员虽是以身体为主要对抗
载体，运动的某些项目和强度确实
会相对改变女性的部分体征，但这
不足以成为抹去女性特征和爱美天
性的理由。有人会说，杨倩的体育
项目和田径类有所不同，所以才能
相对保全女子之特征和女性美的姿
容。对此我并不认同——视频疯传
的那个曾经风靡一时、起跑前随着
音乐舞动热身的澳大利亚跨栏美女
米歇尔·詹尼克，并非孤例，即便
在我国运动员中也大有人在，无需
一一列举。

奥运要更高更快更强，也要更
友好更快乐更美丽。

其二，有一则段子这么形容杨
倩：好看就算了，还是学霸！学霸
就算了，还是清华！清华就算了，
还是冠军！冠军就算了，还是世界
冠军！世界冠军就算了，还拿两金
牌！

杨倩姑娘聪明是一定的，参加
高考，达到了清华大学所确定的体
育特长生录取分数线，入读清华大
学经济管理学院。其实，这就应当
是一则新闻，但这则新闻直到今年
夺得东京奥运会射击女子 10 米气
步枪金牌、夺得中国队的东京奥运
会首金，才成为了新闻背后的新
闻。

一直以来，体育生以“四肢发
达，头脑简单”被诟病，而杨倩作
为体育生，却以实力考进了学子们
都梦寐以求的清华。

在国际体育赛事中，运动员的
身份是多样的，他们可能是非体育
专业的学生，可能是职场打拼的职
员，有着自己的生活日常，也有着
自己诸多“非体育”的喜好，有不
可小觑的文化底蕴，是体育的“业
余爱好者”，他们在体育上的成长
和出彩，很大程度上依靠个人爱好
的力量来完成和实现，或许，这才
是运动员极限追求的乐趣所在。他
们的非职业性，保障了体育在人们
眼中的可爱可亲可参与。

本届奥运比赛中，就有一位奥
地 利 选 手 Anna Kiesenhofer， 以
75 秒的优势飞奔过终点线，超越
一众身经百战的专业体育明星，拿
下了 137 公里女子自行车公路赛金
牌，成为该项赛事的黑马。值得关
注的是，她是一位来“玩票”的数
学博士。

所以，杨倩的夺金，其可贵处
还展示了中国体育运动员与国际体
育“接轨”的这一可喜事实。在我
看来，杨倩的此番金牌背后意义，

也许更值得国人思考和关注。
说到杨倩的优秀，不得 不 提

她的心理素质。央视体育频道主
持人刘建宏如此评价杨倩：“像她
这种心理素质，这么沉稳，这么
淡定，这就是天赋。善待自己的
天 赋 ， 又 已 经 达 到 了 这 种 高 度 ，
今后她的前途不可限量。”刘建宏
进而打趣道：“我大胆猜测，可能
今后几十年里，她都会是射击行
业的中坚力量，不做教练也会做领
导。”

其三，在杨倩夺得双金之后，
几家本土房地产公司纷纷“豪横”
地宣布，要赠予载誉的家乡巾帼以
房产，以“资”鼓励。不过，我要
赞赏的倒是杨倩父母对此类豪举的
态度。据说，在得知有房产企业在
网上表达赠予意向和承诺后，杨倩
父母并无有得了飞来横财的惊喜和
急迫，反而冷静地认为：即使友善
赠予，也需事先知会，授与受，也
应当是一种慎重的约定。也许，作
为凡俗人家，能得了金牌又能得金
钱，得了荣誉又能得财富，自然是
值得高兴的事，谁会拒绝天降喜
事、飞来横财呢？况且，这横财是
如此光耀而明朗。杨倩父母这一番
表示，有善愿，有风骨。奥运金牌
是奥运精神和体育精神的载体，保
护金牌的纯粹，爱重奥运冠军的名
声，其不菲价值，唯善思虑有境界
者能见。

当然，无论这类赠予有无达
成，相信双方都充满善意。我更希
望，商家的赠予意愿里，包含了对
家乡女孩夺金荣耀的喜悦和庆贺，
更多的，是对体育精神的尊崇，是
对家乡学子与后生端正三观、勇于
拼搏、珍惜前程的嘉勉。

匆促感喟，一家之言。遥祝杨
倩，美与力量并存，不负精彩人
生。

杨倩三题
邱 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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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医院或诊所，常常能见到一
样出现频率较高的物件——锦旗。
有些科室还挂得满满当当，“妙手
回春”“大医精诚”“医术精湛”

“医德高尚”之类的金色字样覆在
大红色布帛上，鲜艳夺目，营造了
一种热烈氛围，给人一种强烈暗
示。

外出旅游寻觅餐馆时，人们多
半会选择人头攒动的那家。看病就
医，这锦旗也有类似“人头攒动”
的催化功效，能点燃患者的信任和
期待之火，所谓“信则灵，诚则
通”，这里面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
的东西在起作用。

病人或其家属为什么愿意制作
这么一面锦旗，医生又为何乐于将
之悬于醒目处示众？这里面真的是
一种纯粹情感的流动和溢出吗？也
许是，也许不完全是。

经熟人介绍，笔者曾去某医院
某科室某医生处就诊。几次下来，
该医生态度确实可圈可点，但医术
也就一般般。诊室里挂着好几面锦
旗，那些感情浓烈、言辞真切的话
语让我产生某种恍惚感，怀疑我们
面对的是不是同一个医生。不过锦
旗的号召力是显而易见的，与之相
邻的另一同科诊室要萧条得多，我

瞄了一眼，墙壁上也挂了锦旗，但
只有孤零零一面，与我就诊诊室煌
煌五六面的阵仗相比，气势上输了
一大截。与此相呼应的是，那位医
生枯坐斗室，显得形只影单。

在笔者的印象中，不光医疗行
业，在派出所、居委会或某某传达
室的墙壁上，都能见到锦旗的身
影，上面“拾金不昧”“乐于助
人”“见义勇为”之类的褒奖文字
不一而足。锦旗是有形的，也是无
形的，它展示了一种社会评价，即
所谓“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
碑”。看到锦旗，人们莫名就会生
出一丝信赖与好感。

锦旗大致属于一种“传统文
化”，似乎老一辈人对它更有感
情。时代在变，如今与锦旗同样功
能的媒介可谓五花八门、层出不
穷，尤其是随着自媒体日益发达，
各种“自嗨”“互嗨”此起彼伏，
令人莫辨真假。比如有些人喜欢在
朋友圈里晒各种成就、业绩，网络
交流时别人的一两句“赞美”“感
谢”，通过截图而转化为一种肯定
和荣誉。你还别说，这种信息发多
了，俨然也包装出不少名家、名
师、名人，让不明真相的领导同
事、服务对象刮目相看。

去年疫情期间，笔者追过一部
电视连续剧 《产科医生》，留洋回
来的肖程博士被“空降”为某医院
产科主任。有一回，他将患者专程
致谢给科室的锦旗扔进了垃圾桶，
这让产科“老人”魏副主任难以接
受，老魏气势汹汹地跑去兴师问
罪。然而，肖主任和风细雨地阐述
了自己的理念：治好患者是医生的
分内之事，患者送锦旗表达感谢可
以理解，但医院、医生将其作为一
种荣耀宣扬则不地道了。他的这个
理由或许说服不了魏副主任，但让
我心服口服——细细思量何尝不是
这个理呢！

锦旗自然有高尚、美好的成
分，但现实中也糅进了诸多杂质，
使得它成为一种工具，促成了某种
目的的实现和某种利益的交换。也
因此，锦旗的光环和成色难免暗淡
了许多，尤其是那些刻意为之的，
更令人讨厌乃至不齿。

笔者在教育部门工作，这两年
教育行政部门三令五申不得炒作中
高考状元、升学率，这可憋坏了某
些学校：有“甜”说不出，多难
受 啊 ！ 怎 么 办 ？ 他 们 想 出 了 对
策：假借家委会、学长学姐等名
义，炮制感谢信、成长感悟、致
学弟学妹书等，或明或暗地将成
绩抖搂出来，然后通过朋友圈、
公 众 号 转 发 、 接 力 ， 昭 示 于 天
下。更有甚者，还在评论区里自编
自导“带节奏”，竭力塑造出一个
光辉灿烂的形象来。

相比较而言，此等“妙招”真
还不如红彤彤的锦旗来得实在。

锦旗及其他
久 久

6 月 30 日上午，我参加了女儿
的毕业典礼。

女儿起晚了，等我们赶到学校
门口，有的班级已经在排队集合
了。她快速跑去教室，五分钟后就
穿着礼服，跟着队伍过来了。礼服
和帽子有点像博士帽，反正我大学
毕业时没穿过这样的衣服。老师
喊：“请家长牵着孩子的手，一起
进入大礼堂。”于是女儿牵着妈妈
的手，我跟随着。台阶到礼堂门口
都铺着红地毯，很喜庆。入场后，
发现孩子和家长的座位并非安排在
一起，我带着单反相机，于是跑到
前面的空位上。可惜这个 24-70 毫
米的镜头，拍不好舞台照。

典礼很隆重，颇有仪式感。先
是表彰各类优秀毕业生、校长颁发
毕业证书，接着是各种讲话：高年
级学生代表、毕业生代表、家长代
表、毕业班老师代表、初中老师代
表、刘校长。学生代表是女儿班级
的滕同学，一个学习优秀却喜欢玩
游戏的男生，在他身上班主任徐老
师可没少花功夫。二班的班主任邱
老师上台讲话时，语气哽咽，把我
也带哭了。接下来是文艺表演，有
独舞、独唱、歌伴舞、诗朗诵等，
滨海学校的师生们多才多艺，很有
文艺细胞。可惜女儿没有上台的机
会，后来她说本来她可以参加小合
唱 《明天会更好》，每个班上有两
个名额，但她放弃了，班上的万雨
鑫上台了。

开完大会开小会，一起回到本
班的教室。家委会提前组织了冷餐
会，买了寿司、糕点和水果，午饭
准备在教室里和孩子们一起吃。四
个任课老师站在讲台前讲话，徐老
师先开头。讲着讲着，她就流泪
了，那天我心一直很柔软，马上被
催泪了。我看到很多家长也流泪
了，很多孩子更是泪流不止，我记
录下了一些感人的镜头，这是我擦
干右眼后拍下来的。三个女老师讲
完，轮到教科学的张老师，他是个
男的，居然也哭了——那天的餐巾
纸是最受欢迎的。我站在女儿后

面，看她没哭，以为她没被感动。
好几次我陪她去看电影，我眼泪直
淌，快用了半包纸巾，她一点感觉
也 没 有 ， 还 反 问 我 ：“ 有 啥 好 哭
的？”让我常常感叹：如今的孩子
心太硬。谁知当她作为学生代表上
去给老师献花时，直接抱着徐老
师，放声大哭，惹得徐老师又不停
地擦眼泪。后来她和教英语的顾老
师拥抱，我也拍到了。女儿平时讨
厌镜头，一看到我举起相机，就皱
起眉头躲开，但今天她顾不上看镜
头了，很多镜头我是偷拍的。老师
讲完后，开始拍合影，我发现很多
人脸上留着泪痕。那天我拍了 400
多张，直到相机没电自动关机。女
儿和老师同学合影后，开始吃寿
司、糕点，很快就把肚子填饱了。
家长们看孩子们吃得差不多了，也
吃了点，很多人开始撤离了。我们
走得比较晚，我让女儿一起帮班长
幸怡同学收拾教室。这个女孩子一
直在默默付出，很有大姐范，作为
全校的文明少年，上台去领奖了，
这是很有分量的奖项。女儿去过她

家，还吃过好几次饭，初中不知是
否还会留在本校，两人最好能分到
一个班。

从下午开始，班级的微信群里
一直很热闹。很多家长说，徐老师
花在学生上的时间，远远超过了她
女儿，她女儿依依也抱怨哥哥姐姐
们夺走了她妈妈的爱。同年级四个
班，女儿班的住宿生最多，要管的
事情自然就多。徐老师从一年级开
始带班，当时她还怀着孩子，把这
帮孩子一点点带大，感情很深。教
数学的陈老师说，徐老师爱学生，
早已成为一种习惯，如春风化雨，
洒在平时的点点滴滴中。这种爱也
是一种信仰，已经融入血液之中。
比如葛同学，前两年她爸爸工作调
动，父母跟徐老师提出要帮孩子转
学。徐老师不舍得孩子离开，提议
让孩子住宿，周末如果不能把孩子
接回家，可以住到她家里。葛同学
父母听了，非常感动，决定将孩子
继续留在滨海，等到毕业之后再转
学到外地。

进入青春期后，父母和孩子的
沟通有了困难。徐老师鼓励孩子们
写日记，将自己的情绪宣泄出来，
缓解学习压力。女儿由此爱上了日
记，每天到家的第一件事就是写日
记。女儿心理素质不好，尤其是临
近期末考试，常常睡不好觉。徐老
师帮忙疏导和安抚，让她能从容应
对。有时还给她补课，帮她协调处
理同学间的关系，费了很多心血。
虽然转学才两年，徐老师还是有点
偏爱她。

等走出学校时，我发现雨下得
很大，就像今天的心情。这半天时
间里，我感觉流了去年一整年的眼
泪。孩子们绝大部分直升本校初中
了，师生们还是在同一所学校，我
衷心希望女儿能记住这些老师，永
葆一颗感恩的心。感触之余，我填
了一首 《卜算子》：

滨海倚南山，梅季时时雨。今
日孩童成主角，毕业学生故。

永记老师恩，一任时光度。续
读几年留爱心，校内常相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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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炎夏日，叫人想起井水想起
扇子，我居然还忆起老家的火柜
来。

东南风劲吹，潮汐有时平岸，
有时不平岸。海空万里，日月明
亮。这是海边人家享受的习以为常
的风光。天热很风凉，天冷须用火
柜御寒过冬。上代传下来的火柜

（家乡喊火具），后人都照老样子新
做。工序简单：用自种的树木做一
张无脚的床，再用海涂泥烧成的砖
块砌一口无顶盖的柜子。扛起木
床，按在砖柜上，榫头拍进，便是
一张火柜。

过了中秋，天气乍冷乍热，还
是生热火柜稳当，一直要热到翌年
的端午节。这历时大半年的取暖消
费，其实一分钱也不费。一日三厨
五顿烧下的柴火，直接倒进火柜，
捂好冷灰，火柜板就暖烘烘了。这
样的取暖床铺，再贫的家庭也做得
起、用得起。所以我们这一带村村
岙岙几乎每家有一两张火柜。有了
火柜，风大、雪厚、冰冻三尺都不
怕了。

天热了，扫净柜内冷灰，将柜
板升高，与边沿持平，就是一张开
阔平整的板床。这床板早已被坐火
柜取暖的人蹭得滴滴滑，无须铺席

子，人躺下去特别凉爽。咱们的火
柜冬暖夏凉呢。

妈说，我两周岁断奶后就由祖
母带着养在火柜里了。直到五岁的
下半年我有了清晰的记忆力，结识
了几个邻家小伙伴，想出去玩。路
面冰雪开融，大人在我们鞋子外再
套一双箬壳做的防湿鞋，减缓脚头
慢慢走，一时三刻渗不进水汽。

我们手拉手，晃晃悠悠走到大
溪坑边看风景。才望得对面山峰白
雪皑皑的当儿，人就冷得站立不住
了。回头看到晒场边有人家，先去

火柜里暖暖手。进屋一看，只有一
坛大灶和一张火柜。用手摸摸火柜
的温度，吓了一大跳——柜里蒙头
睡着个老太太。原来她没睡着，连
声喊：阿囡冻煞啰，快来坐着；老
话讲，冬冷勿算冷，春冷冻煞嗯

（小牛）。
有天上午太阳好，我们拐进了

祖堂边一条深深的屋弄。前面走着
五六个姐姐，都手提一只好看的小
兜。我们心照不宣，远远尾随。蹑
手蹑脚刚跟进一座院子，一个阿嫂
笑嘻嘻迎出来，招呼我们进屋。不
知谁转身就逃，大伙就跟着逃出院
子，站在路边大笑不止。后来问我
祖母，方知姐姐们在那里用钩针学
织饰巾，准备嫁妆。祖母警告道：
以后别乱走，当心被人家当小贼骨
头捉去。

一伙伴通了一条消息：她阿婶
家没有小孩，却有两张火柜。阿婶
邀请我们去吃中饭。那日上午天气
晴好就出发了。阿婶家在一座碾子
旁边，灶房间门开在路的转角处。
正好碰着阿叔扛着渔网要下海。阿
叔招呼道：我们的火柜装在灶房
里，好比码头上开饭店，吃饭吃点
心再方便没有了。快进去坐火柜
吧。说着就走了。

阿婶问我们，喜欢去后房间坐
新火柜，还是在这里坐旧的？我们
脱鞋，跳上了旧火柜。旧火柜边沿
很阔，色似铜茶壶，黄黑发亮。

“坐火柜”是句老话头，没听
说有躺火柜的。白天坐着聊天，没
铺垫被，随便丢只大枕头挨背，或
者丢条老花棉被盖身。这样，爬上
爬下最随意，脚不大干净也无妨。
晚上睡觉，在柴火上盖一层厚厚冷
灰，再镇一块砖头，使火柜保持微
温，很快进入梦乡。

阿婶烤了“弹涂狗狼”（海涂
捕来的一种小鱼，貌丑味美，宜闲
吃或下酒），盛给我们一小盆。我
们你看我、我看你，领会到应该慢
慢地吃，不可饿鬼似地开大口。阿
婶也把我们当作大姑娘了，聊起了
家常：你们的阿叔做得辛苦，他喜
欢交朋友，朋友也喜欢到这里来坐
火柜聊天。年里厢冷冻冻天夜长，
时常坐到深更半夜，他们自己下番
薯汤果，有时炒年糕。我故意躲避
着，我一露面，他们就不自由了。
还是让他们自由自在地闲歇着吧。

上学后，我意识到火柜的外形
太简陋，而且倒草灰、生柴火使房
间清洁不起来。把它装在后房里、
吃饭间、灶房间是对的；娶亲人家
的新房中也绝不能让人见到火柜
——火柜只有实用价值，难登大雅
之堂。但新娘子往往衣着单薄，挨
了冻就思念火柜了。可见火柜早已
融入我们海边山乡人家的生活。

我是存心要与火柜厮守一生
的。直到有一天，来了漂亮的空调
器，冷暖干湿随心所欲，一机挂墙
能用好几年。那么，咱们这款古老
的火柜眠床，连同它的所有故事，
都已成往事了。我老是记挂着，不
知家乡还有人家在坐火柜否。

火
柜

卢
纪
芬

现在终于弄明白，理想太丰满不行，思绪太复杂不行……想这想那，就不能参加奥运会射击比赛。也
是，很多事情我们老是完不成、做不好，为什么？就因为老惦念着中午食堂，有没有红烧肉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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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炙烤万物
野草似乎要燃烧起来 而那一块
被阿波罗忽略的土地
雨露缝补好龟裂
还积攒出一坛宝石蓝

在世界更多的地方
密密麻麻 人挨着人
梧桐树站在马路上 直喘粗气
太阳吐出舌头
吞下了一片一片黄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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