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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可能，您就这样走了，秧苗正在拔节，田
野绿浪翻滚，您舍得下那一望无际的稻田吗？您舍
得下那海水稻田里正飘香的稻花吗？肯定舍不得，
袁老啊，稻田里还存放着您那么多的希望和梦想，
您怎么能够这么走了？

杂交水稻，听见这个名字还是在课堂上。老师
说，这个水稻推广了，我们就不挨饿了。真的吗？饿
着肚子的我们激动万分，有了杂交水稻就有粮食
了，我们期盼着。

当年的饥饿还历历在目，渴望填饱肚子，是每
个人每天的梦想。饥肠咕噜的夜晚，妈妈给我们讲
故事，相传远古人间没有稻谷，是神农氏遍尝百
草，找到了谷种，精心繁衍培植，才有了如今的水
稻。

这些美丽的传说也不能解难耐的饥饿，一直
到了 1976 年，我高中毕业下乡了。7 月初的稻田里
郁郁葱葱，一串串长长的谷穗随风飘荡，队里的老
农们说起今年的收成，个个都眉飞色舞，神采飞
扬。原来，田里种的正是袁老 1964 年研究，1976 年
推广的杂交水稻。

还记得 1970 年，云南通海大地震，领导要求撤
回，可这个神农氏的传人，怎肯离开试验的关键时
期。袁老冒险守候，得到了那棵名为“野败”的母
本，才有了后来养活世界 8 亿人口的杂交水稻。

从亩产两三百公斤到亩产上千公斤，这是一
个怎样的飞越，这是一个怎样的人间奇迹？不是奇
迹，这是袁老不管晨曦初露还是日落黄昏，不管风
吹雨打还是严寒酷暑，一年四季都奋战在田野的
成就；这是一个从二十多岁的小年轻到 90 岁的耋

耄老人，几十年如一日，一天不到试验田，就会吃
不好睡不香的辛勤付出；这是谁在耕耘的土地里
撒下的汗水越多，谁的收获就越大的真理。

“人就像种子，要做一颗好种子”。这是袁老，
稻田里追梦人的崇高境界。您牢记“中国人的饭
碗要牢牢端在自己的手中”，虽已 86 岁高龄，但没
有停下追梦的脚步。“老夫卿发少年狂”，您向一
个人们想都不敢想的高度发起进攻——试验海水
稻。您熠熠生辉的眼中满是憧憬，如果成功了，那
就意味着将有上亿亩的海水田可以耕种。那将收
获多少粮食，解救多少饥饿的人们，袁老的目光
凝视着地球上那些缺粮的地方。

命运，不会亏待敢于向他挑战的人。2019 年，
海水稻在山东潍坊丰收了，亩产达到了 600 多公
斤。紧接着，袁老将海水稻技术成功移植到新疆，
不久的将来，新疆的盐碱地戈壁滩成了稻花飘香
的沃土良田。风吹稻花千万里的美景，将出现在
人们的眼前。那不是梦，是一幅真实的图景像画
卷一样展现。

您一生创造了世界上前所未有的奇迹，您带着
联合国给您的荣誉，带着共和国勋章，去往了星辰，
化作那颗编号8117的“袁隆平星”；您是深邃的天空
里最耀眼的星，人们会在您的指引下前行；您追逐
的“禾下乘凉”和“杂交水稻覆盖全球”的梦想，不久
将在地球上成为现实，您在星辰上一定能看到。

举目远眺，稻田里一层层绿浪，是一首首挽
歌，那么荡气回肠，那么哀怨悲伤。大地回旋着
人们深深的不舍：袁老，稻田里的追梦人，您走
好，走好啊……

稻田里的追梦人
邓训晶

对不起
我原本以为留给你们的
是幸福、梦想和黝黑的帅
对不起
我原本一直努力的
是在世界面前展现出进取、
坚持和乐天派
我真不愿
因一次告别而举世成哀

对不起
我说过超百岁
对不起
我说过稻荫下乘凉的梦
请不要责怪
现在成了我还不了的债

请原谅我的突然离开
因为世间的聚散从来没有人
可以例外
只要太阳下的田间依旧灿烂
请相信，这就是我与你们同在

不要谈论什么功绩
没有比双手的创造有益于人
更荣耀的奖牌
不要谈论什么奉献
我只是欣慰曾经不负时代
此生没有枉来

感谢你们的鲜花
感谢你们的挂怀
但请不要悲伤
此去我已没有遗憾
因为我们的祖国
稻田依旧金黄
时代依旧澎湃

痴情田亩度平生，

三系杂交血汗倾。

高产稻粮千重浪，

稳端饭碗万年盈。

唯求天下无饥馑，

纵使耄龄仍赤诚。

亘古神农竞造化，

隆平昊宇一明星。

你把论文写在田野

田野里长出了惊奇

你把自己种在地里

土地里长成了惊喜

你决意与一粒稻子较劲

甘愿耗了青春献出终生

你一辈子只做一件事

解决了胃馕不再干瘪的问题

你以初心坚韧地经营土地

最终收获了人们心底的敬意

然而对你最好的致敬

是珍惜碗里的每一粒粮食

致敬袁隆平
赵宽宏

赞袁隆平
陈学新

来自天堂的声音
刘海泉

倾盆大雨下个不停。偌大的陶溪川大剧
院座无虚席，从一楼到四楼硬是挤满了观众。

严格意义上讲，《上镇》的首演，是景德
镇文化生活上的一件大事，过去未曾有过。

陶溪川大剧院室内的造型独特、新颖，
像极了景德镇的经典柴窑“镇窑”。置身于

“蛋形”的空间内，所有观赏区域均无死角。
现场灯光和音响都很唯美和现代，有一

种立体的感觉，像置身于经修饰后的巨大溶
洞。舞台底下一个庞大的交响演奏团队，头
顶上一束束光在空中变幻交错。

《上镇》，从今天的陶溪川文创街区创意
集市的一次偶遇说起，讲述了一个100年前
与陶瓷结缘的凄美故事。不少片场节篇令人
潸然泪下，触景生情。舞台造型构景均来自
现实。

建筑是静止的音符，陶溪川大剧院空灵
婉约。

《上镇》旋律动人，情节跌宕。一个宏大
的“上镇人”制瓷、守瓷、护瓷的故事，在
舞台上完美呈现；百年沧桑、家国变迁，深
深地触动着观众的心。

正如“走西口”、“闯关东”、“下南洋”、
“赶大营”一样，通俗地理解，“上镇”就是
去瓷都景德镇扎根，现在叫“景漂”。尤如剧
中主人为了青花釉里红中的“那一抹红”般
的执着，“上镇人”大都是为了这美轮美奂的
瓷器，从四面八方汇聚在景德镇营生，开创
了一段又一段生与死、水与火般的艰辛制瓷
历史。

“工匠八方来、器成天下走”。景德镇的
瓷业史其实就是一部中国陶瓷的创业史，同
时也是世界陶瓷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悲
壮凄美、波澜壮阔……恩怨、悲欢、情仇
……深深地交织在一起，串联成一幅血与泪
的英雄史诗。

一个城市、一种产业的命运一定同这个国家、这个
民族的命运息息相关。《上镇》也是演绎得刻骨铭心。

从农耕文明走来，千年瓷都，千年窑火，生生不
息，景德镇开创了中国乃至世界工业化生产的先河，分
工精确，日臻成熟。

景德镇百年，兴衰坎坷，沧桑巨变，在
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景德镇正焕发着
新的蓬勃生机和磅礴力量。

烈焰瓷都，瓷都烈焰。大器成景，厚德
立镇。

瓷器，china；中国，CHINA；瓷都的
兴衰史其实就是中国的兴衰史的一个缩影。
景德镇，这里确实很“中国”。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
正是一代又一代制瓷人的执着、担当，才有
了今天的“美景、厚德、镇生活”，意气风
发。

上镇，上镇，这里真的很“中国”。您
不妨考究考究！

我一直在思考，为什么称之为“上
镇”？却不叫做“来镇”、“走镇”、“去镇”，
或诸如此类。这里面一定蕴含着精神：即昂
扬着一种向上、崇上、争上的勇毅和格局。

这就是精神的力量。《上镇》表现得淋
漓尽致。

《上镇》从今天的陶溪川开始，穿越到
百年前，演绎了一场“一切为了瓷”、“为了
瓷一切”的颂歌，最后又回到眼前的繁华。
这不正是建党百年的历史耦合，有异曲同工
之妙。

新时代，新期待，一座与历史对话、与
世界对话的魅力瓷都正在冉冉升起，复兴世
界瓷都的伟大梦想正在徐徐展开。

开放包容、创新创造的“上镇”精神是
今天景德镇的文化根脉，融入血液，浸透内
心，挺直了的是脊梁。选择了就得无怨无
悔，坚定方向勇往直前。

互助担当、厚德挚爱的“上镇”魂魄是
景德镇向高质量发展的力量源泉，点燃动力
引擎，向着更高、更强、更好坚实迈进。景

德镇的明天更辉煌。
复兴千年古镇，重塑世界瓷都，打造生态家园，建

设旅游名城，来这里及在这里的今天的“上镇人”很自
豪，他们正在建设一座伟大的城市，兑现这里曾经美丽
的传说，续写新的传奇。

景德镇，这里很“中国”，您不妨来看一看！

这
里
很
﹃
中
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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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6月初，高考来临之际，整个社会就会进入一
个全民动员的“备战状态”。考生、考生家长就不用多
说了，考生们忙着做最后的冲刺，家长们停止了一切社
交活动，将重心放在孩子身上，就连一些不相干的人也
因为这场考试变得异常忙碌。电力工人在考试前半个月
就已开始了一遍又一遍地巡视，考试那天，更是人员车
辆24小时待命；交警则从天蒙蒙亮就赶到了考点附近
的路口，忙着疏导交通，以免影响考生通行；那一日，
公交车、出租车司机也都当起了义工，开着车将考生们
安全地送达指定考场。大家做这许多事，不为别的，只
为考生能以最好的状态投入考试。从这些细节里，我们
可以看出高考在时人心中的地位。

毫无疑问，高考很重要，它是众多考生成长过程中
的一个重要节点，是对过去十余年读书生涯的一次校
验。高考的到来，给了众多考生一个机缘，让他们有机
会重新审视自己、认识自己，并尝试着为自己规划未
来。人们常用“路虽远，行则必至；事虽难，做则必
成”来鼓励每一位高考生，愿他们将来都能有一个好的
前程。遗憾的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人们评价考
生只看分数，以成败论英雄，故而每次考试结果一出
来，总是“几家欢乐几家愁”。

重视高考本无可厚非，但一定要避免矫枉过正。按
理来说，与一时的结果相比，享受过程才是最重要的，
而现实情况却有点本末倒置。

很多人都将高考视为“鲤鱼跃龙门”的一块跳板，
想要通过它改变自己的命运，改变家人的生活轨迹，这
显然过分地夸大了高考的重要性。由于从小被灌输这样
的理念，考生们在考试的时候身上背负的压力太大，自
然也就很难保持平常心，一个不小心，遭遇“滑铁卢”
也是常有的事，反不及从容赴考更能实现心中所想。

高考是很重要，但也没有重要到“一考定终身”的
程度。对于考生而言，未来的路还长，人生还有很多的
可能性。一场考试决定不了一个人的未来。所以，考生
们真正应该做的只有一件事——但行耕耘，莫问收获，
尽情享受备战高考和参加考试的过程。

人生的每个阶段都值得被认真对待，高考亦然。经
历了小升初、初中升高中，就考试这件事而言，每一个
考生都已是身经百战的老手，高考虽有其特殊性，但说
到底，亦不过是对过去某个时间段自身努力的一次小结
而已。对待它，考生们应持有正确的态度：

首先，考生应当珍惜。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参加高

考。如果生活是一个闯关游戏，这些考生能走到高考这
扇门前，离不开家长的支持、老师的付出，亦离不开他
们自身的努力。考生们要珍惜高考的机会，认真对待每
一门考试每一道试题，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解答，不论
结果是否可喜，这一段经历值得被铭记。

其次，考生应当勇敢。很多考生深受“唯分数论”
的影响，未参加考试时跃跃欲试，考试临近时却紧张起
来，生恐自己考不好，让关心自己的人失望。这个想法
其实很多余。每一个高考生都是久经题海、卷阵的老
将，既然历经千辛万苦来到了高考的门前，那就不要犹
豫，不要退缩，去大胆地推开它，拥抱门外新的天地。
无论结果如何，这一关没有失败者。

最后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考生应该有一个健
康的心态。从备战高考到走上考场，中间的过程说长不
长说短不短，努力和认真是所有应届考生应该持有的态
度，而当考试成绩出来时，坦然面对才是考生们最正确
的选择，得意洋洋或是垂头丧气毫无意义。一次考试顶
多算是一块试金石，并不能决定一个人的未来，真正决
定未来的关键性因素从来都是人，而非其他，考生们应
树立正确的“高考观”，对考试成绩有正确的认知。

网上有一句话说得甚好：“若为梦想故，何必状元
名？”高考这件事，说白了只是人生路上的一道弯口，
而不是岔口。尤其近年来，随着高考改革的推进，综合
素养的权重不断提升，社会评价体系也日趋多元，考分
的高低已不是唯一衡量标准。

再者，人生本就是由一场场的考试组成，没有人能
一辈子考满分。有得意时的春风、失意时的愁容，方为
真实的人生。如果一个人总是患得患失，也就很难拥有
快意的人生。与其如此，不如放下功利心，尽心做好当
下事，好比“山不问结果，仍然傲然挺立，高耸入天；
河不问结果，仍然奔流到海，不舍昼夜”。面对高考当
如此，面对人生亦当如此。

但行耕耘 莫问收获
潘玉毅

每天端坐在电脑桌前，电脑病终究是犯了。
脖子痛，腰酸，眼睛干涩，整个人像电脑系统中
毒一样，像老牛拉车，行动起来，全都变慢了。

在朋友的极力推荐下，决定尝试一下针灸治
疗。在病房里，只见一排光着上身的家伙趴在床
上，身上插满了大大小小的针，惨不忍睹。

医生正在给旁边病床的上针。看着一针针地
扎下去，我仿佛听到了“哧”的一声，像扎在自
己的身上，整个身体都僵硬起来。再听着那家伙
不时的“哎哟”声，吓得我头发都快要竖起来
了，不敢再看。

听着银针在盒子里的叮当声，我知道到我了。
全身的毛孔大概都紧张得张大嘴巴了，肚子感觉
也被掏空了，中午吃的饭瞬间全被消化掉了。

医生摸了摸我的穴位，还没反应过来，好像
有东西咬了一下，一根针已经扎进来了，虽然不
是很痛，但心里却是七上八下。这里一针那儿一
针，到底会不会有用呢。而且扎错了穴位怎么
办，会不会要了我的命。更要命的是我居然还在
这个时候想起了武侠小说里的描写，什么穴位被
封不能动了；什么穴位被点变傻了；什么穴位被
插不能说话了。在胡思乱想中，上半身已经是遍

布银针山。
人总是喜欢后悔的，特别是在茫然无助时。那

时才会想起需要努力，需要拼搏，需要付出，才会
后悔平常的消极懒惰，后悔平常的得过且过。就
像我现在，就开始拼命后悔了。后悔从早到晚老
是对着电脑，不注意休息；后悔在周末，没有跟朋
友去爬山。结果，现在除了后悔，剩下的就是一个
残躯体了。于是，我对自己说，等病好了，一定加
强锻炼身体，坚决把这坏毛病改掉。

好了伤疤忘了痛，这总是我们的通病。当我们
回到正常生活时，曾经的痛，曾经的苦，曾经的后
悔，却又统统忘记了。当我舒服地坐在电脑前，双
手上下翻飞敲打这些文字的时候，脖子暂时不痛
了，腰暂时也没有酸，当时的后悔，当时的痛，当时
的决心，又统统地被抛到电脑的回收站了。也许，
等到脖子又痛得上不了网的时候，那时，我又该后
悔又该下决心努力根除病毒了吧。

可是，心中的病毒一天不除，再多的努力，
又有什么用呢。因此，抛弃我们的惰性和顽固，
像电脑格式化一样，把自己来一次格式化吧，从
头到尾，干干净净，真正重新开始，努力开拓新
的人生。

给自己来一次格式化
李晓琦

渔舟唱晚渔舟唱晚 （（廖逸兰廖逸兰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