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

长征副刊 E-mail:czfk81@163.com２０１９年９月２０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戴墨

社址 北京阜外大街34号 电报挂号 6043 邮政编码 100832 查询电话 66720114 发行科电话 68586350 广告许可证京西工商广字第0170号 广告部电话 66720766 月定价 20.80元 零售 每份0.80元 昨日（北京版）开印3时58分 印完5时08分

12

绿野清风（中国画）
苗再新作

风雅颂

情至心处诗最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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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有人说，完美的心算像闪电一样
快，此言不虚。

2019年 4月 21日晚上 8点，中央电
视台演播大厅正在向全世界直播一档
叫 《挑战不可能之加油中国》 的节
目。节目的主角是吉林延边朝鲜族自
治州财政局干部吴美玲，挑战项目
是：看、听双脑闪电心算。共两组 20
笔三位数，电脑 5秒念完，同时进行看
心算、听心算，音落答案出。之前的
纪录是由日本的笹野健夫创造的，每
组数字在屏幕上停留时间为 0.25 秒。
今天，中国的吴美玲要向更高难度的
珠心算发起挑战。

根据挑战规则，挑战只有两次机
会。第一轮吴美玲在听心算时出现了一
个数字失误。第二轮紧接着进行。依然
是 20笔随机设定的三位数，现场观众
和评委还没完全看清显示屏上的数字，
吴美玲已写出听心算和看心算的答案。
经过比对，两组答案完全正确。主持人
激动地宣布：挑战成功！

现场观众的欢呼声还没有停息，
只听吴美玲平静而自信地说：“今天既
然到了这个舞台上，我就是要挑战。
再突破一下自己的极限，速度上再快
一点，视觉上再加一点干扰，我愿意
再试一下！”

现场观众见证了那让人惊叹的一
幕：挑战之后，吴美玲翻开自己的题
板，和正确答案完全一样。吴美玲以
0.24 秒 20 笔三位数的双脑心算成绩，
挑战成功！现场掌声雷动。
“这个挑战，是在珠心算基础上一

次质的飞跃！小吴顽强拼搏、勇敢挑战
的风采让我们看到了军人的影子。”一
名评委掩饰不住内心的激动，问吴美
玲：“你挑战的目的是什么，力量来自
哪里？”

吴 美 玲 从 容 而 又 深 情 地 回 答 ：
“1997 年 8 月 1日，14 岁的我作为解放
军代表队 4名队员之一在北京参加全国
比赛，取得了团体冠军。22 年后，我
一个人站在这里面对挑战。”此时吴美
玲的声音有些哽咽，待平静后，说：

“我作为解放军珠心算队第一批 8名队
员之一，教练带领我们科学而又严苛的
训练，给我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入
伍第一天就看到训练室墙上贴着的队
训：刻苦学习，奋力拼搏，为军添彩，
为国争光。为了这个目标，我们在教练
的精心指导下付出了全部智慧和意志
力，训练的过程一辈子都刻骨铭心。尽
管这次挑战只有我一人上场，但我的身
后站着教练和队友在为我加油鼓劲。我
是为解放军珠心算队的荣誉而战！这就
是我的力量源泉。我永远忘不了当初培
养我们的王卫达教练。”

二

走进陆军勤务学院，一栋粉墙红瓦
的西式小楼矗立在高耸的水杉和芳香四
溢的香樟树的环绕之中，显得古朴典
雅。大门两侧分别悬挂着两块精制牌
匾，一块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珠心算
队”，一块是“国家珠心算选手培训基
地”，东西两侧花坛各竖立着一块形状
独特的花岗岩石，上刻“妙珠神算”和
“弘扬国粹”，凸显出这里的不凡气象。

在陆军勤务学院军队财务审计系珠
心算队，学员分别来自浙江、吉林等10
个省份，有汉族、满族、朝鲜族等 6个
民族，年龄最大的 17岁、最小的 8岁。
建队 25年来，夺得国内国际珠心算项
目比赛几乎所有冠军，实现了“为国旗
争光、为军旗添彩”的初心和梦想。

走进珠心算队荣誉室，放眼望去，
奖杯奖牌金光闪闪，证书证章炫目耀
眼，这些金灿灿、红彤彤的奖牌证书彰
显着珠心算队建队以来的光荣与辉煌。

王卫达生于 1961 年，浙江慈溪鸣
鹤镇人，祖祖辈辈以务农为本。他家有
个邻居是生产大队的会计，打得一手好
算盘，算账、报数既快又准。每到农村
年终分红时，大人们坐在椅子上听结
果，孩子们围着会计看他龙飞凤舞地拨
弄算盘珠子，王卫达每次都看得很入
迷。渐渐的，这个 6岁男孩有了一个梦
想：我将来也要学会这手绝活！

孩提时代的兴趣与梦想，往往跟一
个人未来的事业和成就息息相关。1980
年，王卫达考入浙江省慈溪师范学校，
毕业后他主动申请回到母校——慈溪
市鸣鹤镇中心小学任教。他白天忙教
学，晚上在灯下仔细研读珠心算，并
把心得体会教给自己负责的珠心算课
外兴趣小组的学生们。不懈的努力换
来了收获。从 1986 年起，王卫达带领
他的学生在宁波市和浙江省的比赛中
初露锋芒，将多枚全国比赛的奖牌收
入囊中。

1994 年，原军事经济学院谋划成

立珠心算建制队，在全国挑选珠心算教
练和选拔优秀队员。王卫达这个颇有潜
力的慈溪市青年教师很快进入了大家的
视野。当时的王卫达虽然只有 30岁出
头，但在浙江珠心算领域已是名声大
噪：全国优秀教师、浙江省特级教师、
省十大杰出青年、省人大代表、有突出
贡献的青年专家，一大批荣誉的光环环
绕在王卫达身上。当时，市教育局和分
管副市长开出了优厚的留人政策。最
终，有着从军梦的王卫达还是选择穿上
军装。1994年 7月，王卫达成为原军事
经济学院军队财务系副团职教员，从事
珠心算教学工作。

三

有了名师，接下来就是挑选队员、
组建队伍、展开培训、备战比赛。

为找到适合小队员训练的最佳方
法，王卫达投入了全部精力。王卫达注
重学习哲学、脑科学和心理学、教育
学、思维科学等，潜心领悟理解，以此
为依据，经过转移和嫁接创新，科学指
导珠心算训练。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王
氏训练法”。
“王教练非常注重队员的针对性训

练。这来源于他的专业眼光和对每个
队员特点的研究，制订相应的提高方
案与实施计划。”首批队员小吴说，
“当初，我的其他几项成绩都好，就是
在做账表算时，对于位数大的，我就
会分解来算。教练发现后，指出我这
样算的弊端，鼓励我一定要把整数算
出来，不要分解。即使开始有点难、
出点错，也要坚持，只要掌握了技巧
就会事半功倍。当时离比赛时间非常
近了，我按照教练的要求加班加点训
练，后来比赛成绩很好。”

珠心算队实行全程淘汰制，训练成
绩决定着队员能不能参加全国和世界比
赛。王卫达舍不得放弃每一名队员，努
力扬长避短，尽量把短变长。第三批队
员徐美多回忆说：“刚到队里时，王教
练看我做乘算的方法不对，测试成绩一
直没有长进，面临被淘汰的可能。他详
细分析了我的弱点，对我讲授了一种与
我之前完全不同的且更快的算法。开始
我不适应，心里很抵触。因为改变训练
方法意味着一切从头开始，需要下更大
功夫、花更多时间，我心里打了退堂
鼓。教练看出了我的心思，一边表扬我
的强项，一边指出问题，并挤出宝贵时
间给我‘开小灶’，让我在短时间内掌
握了方法要领。后来在教练的鼓励下，
我更加发奋努力，实现了乘算的二次蜕
变与飞跃，弱项变成强项，在两次全国
比赛中我连续打破并创造了乘算纪录。”

王卫达把目标瞄准世界强手，在知
己知彼的基础上，搞好选手搭配，模拟
实战环境强化训练，做到训练场与赛场
无缝衔接，所带团队屡创佳绩。他还研
究撰写了《论珠心算精神》等专著。

辛勤的耕耘换来了丰硕成果。建队
25 年来，王卫达带领珠心算队队员走
出国门、冲出亚洲、奔向世界珠坛之
峰，创造了一个个辉煌战绩，留下了一
串串闪光足迹。

王青、朱庆瑛、元红花、陈冉冉、
徐美多、王桐晶……都是响当当的世界
冠军。全队先后有 5人次荣立一等功、
23人次荣立二等功、18人次荣立三等
功、23人次获嘉奖。2011 年，珠心算
队被财政部确定为“国家珠心算培训基
地”。2017年，王卫达光荣当选党的十
九大代表。

与中国珠心算队优异的比赛成绩
相关联的是，2013 年 12 月 4 日，在阿
塞拜疆首都巴库，包括珠心算在内的
四方面集成的《中国珠算》被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批准，列入《人类非物质
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由于在珠算和
珠心算领域的突出贡献，教练王卫达
被认定为这个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
选手朱庆瑛、陈冉冉被认定为这个项
目的代表性传承人。

四

珠算作为向世界申遗成功的中华
传统文化，解放军珠心算队已将其技
艺传承发挥到了极致，代表中国巍然
屹立在世界珠坛之巅。如何把珠心算
的特殊功能与未来作战联系起来，渗
透到战场情报、侦察、测绘、密码等
领域，尤其在强电磁干扰环境下、在
高技术设备被损毁情况下发挥珠心算
的独特作用，成了王卫达不断思考和
追逐的新的梦想。

王卫达说，抗美援朝战争我军以劣
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的敌人，说明人的
因素的重要性。现在我军高科技装备多
了，更需要高素质的人来掌控。官兵的
心理素质、记忆力、专注力对抓住战
机，对战斗胜负仍起重要作用。

新时代，应该怎样把传统技艺融合
到提高战斗力上来？这是摆在珠心算队
教练面前的一道新考题。

令人欣喜的是去冬今春，陆军勤务
学院展开了“珠心算功能向战斗力迁
移”的第一波次攻关。经过军地联合、
共同探索，珠心算功能将对步兵射击、
炮兵计算甚至导弹操作手的心理稳定、
注意力集中和精确发射，发挥重要作
用。那一道闪电，将在强军兴军的广阔
天幕下绽放更加夺目的光彩。

追赶闪电的人
■王文毅

那一支疲惫的队伍

踉踉跄跄踏进陕北

腊子口的劲风还在袖口萦绕

马家军的马蹄声还在耳畔震响

可边塞小镇却用三碗剁荞面

款待了远来的毛泽东

而另一个横刀立马的彭大将军

巨手一挥

便切掉了讨厌的跟踪者

叫切尾巴也可以

这可是条硕大的尾巴

一千七百多匹战马

甩动起被解放的尾巴

横空扬征尘

在吴起镇参加红军

于是吴起，这个战国时代的名将

就这样为两万五千里长征

画了一个硕大的句号

成为胜利的同义语

哦，吴起

黄土高原的一隅

风尘扑面的岑寂

长征组歌中欢乐的旋律

如今彻底摆脱贫困

披一袭翠绿新衣

一层层山峦举着果树

吴起感怀
■高洪波

核桃，苹果，板栗

向远方输送着欣喜

在肥沃的川田里

蔬菜瓜果在大棚中

尽情舒展身躯

羊角蜜的脆，西红柿的酸

栗子南瓜的甜

组成美味香吴起

德国鸢尾花伴红色地肤

加拿大美人樱携玩具熊向日葵

幻化七彩新吴起

我用惊讶的眼睛看吴起

你用贪吃的舌头尝吴起

他用相机和手机拍吴起

吴起无语，无语吴起

如历史飞逝的波涛

将旧的光景冲洗殆尽

为新的时代凝神聚力

走进吴起镇的那一刻

注定走进无边的浩叹

从红色革命冲天一炬的壮勇

跨入绿色革命浩荡无垠的惊奇

七十年斗转星移

七十年踏尽崎岖

七十年砥砺前行

七十年日新月异

沧桑酸楚满目疮痍的吴起不见了

悲怆无助恸心裂肺的吴起消逝了

走西口的歌声依然缠绵

歌声中多了几许亮丽

古老的黄土高原华丽转身

把浓郁香醇的绿色信息

向全世界快意传递

哦，吴起，雄起崛起了不起

多想从你们脚下，分得

金子般的三五里地

你们到达了陕北，你们足足拥有

两万五千里财富

尽管我知道，你们本钱很少

同志们，你们最初的草鞋，其实

都是仿金的

你们这一路，拥有

太多的饥饿、蒺刺、伤口、寒冷

以及失败，以及胜利

道路这么细长又这么坚韧

你们把什么都捆起来背到了陕北

这样的长路，能不能，割下三五里地给我们

你们一提麻绳鞋带

云贵高原的全部山峰，皆会长起趾甲

你们一刺脚底水泡

黔滇川所有大河，就都暴涨三寸

你们坐下，松开绑腿，中国所有的道路

都会流出血水

山花因此有了颜色

请分三五里地给我们

我们将用一里做成雪山，再用一里

做成草地

其余的，做成乌江、金沙江和大渡河

然后我们要轻轻放平我们的肋骨

让肋骨垂成十三根铁链，然后我们

我们就艰苦卓绝地爬过去

同志们，我们不只是想分得你们的光荣

重走长征路
■黄亚洲

也可以用你们道路两旁的荆棘，做成花冠

以军帽的方式

让我们这些后来者的前额，扶正

初心与责任

多想分得三五里地，让我们

走完一段脊椎

这是我脊椎般的祖国

森林以长矛的名义存在

江河以枪膛的姿态伸展

我自己，即便是躺在担架上，由战友抬着走

我也要从伤口，一遍遍抚摸

骨裂的山脉

相信我们，我们是作家和诗人

只要分给我们三五里地

我们就会像你们一样，收获

两万五千里财富

键盘，会吹响每天的军号

鼠标，会争先恐后泅过乌江

我们会以想象力完成增值，让岷山的白雪

在硬盘里铺成广阔的稿笺

让打印机，连绵不断，吐出

绷带和光荣

请分给我们三五里地

三五里风沙、三五里泥泞、三五里

痛出眼泪的饥饿

三五里滋生蝇虫的溃烂

你们不知道，这短促的三五里地，对我们

是何等的重要：它无论接续在

哪一个年龄段里，都是

人生的焊点

我们远不是完人

在长长一生的伸展中，我们需要一个

精心嫁接的疤痕

剥削压迫，黑暗恐怖

穷困笼罩的旧中国，潦倒摧残芸芸众生

水无法忍受，山不再沉默

革命被激怒了，拍案而起

天呼地应，南拥北簇

一声呐喊，一粒播撒的火种

一面红旗，一团燃烧的烈焰

呼啦啦卷起红色巨澜

那时候，革命就是这样

作为一项拼搏奋斗的事业

仰视初心
■张庆和

随时会有流血

会有牺牲，会有陷入泥淖的尴尬

以及尴尬之后的悲壮

所以革命，要谦虚，要谨慎

要义无反顾

勇往直前地寻找出路

这是植入革命肌体，世代相袭的基因啊

不能回车，不可删除

如一棵树，虽四季交替

却无法改变苍翠本色

如一座山，历风侵雨蚀

却无法消减巍峨雄姿

又如汹涌江河，愈坎坷曲折

奔腾咆哮，愈风景无限

中秋了，我在超市转悠。见到各式
各样的月饼，便起意买些。老婆挡住，
说，不买了吧。

老婆没有说不买的理由。但我隐隐
觉得，回不去了，那童年的中秋。

在湖南老家，当年孩子们有三盼，盼
端午，盼中秋，盼春节。盼春节自不必
说，运气好会盼来一两件新衣服，至少会
有一双母亲纳的新鞋。走亲戚拜年也会
得些压岁钱。端午和中秋虽没有压岁钱
可得，但能盼到些好吃的。

童年的记忆里，老家的中秋通常是
吃糍粑的。快到中秋时，爹娘会蒸糯米，
糯米蒸熟后，倒进一个干干净净的大木
盆里，再使劲地捶，直到把糯米捶成黏团
状，根据需要做成大小不一的糍粑。

如果说蹲下来看爹挥槌击打糯米做
糍粑是升起希望源头的话，那么最精彩
的盼头就是站在灶旁看娘在锅里煎糍粑
了。娘会先往灶里放些软柴禾，再往锅
里倒圈清油，娘倒油的水平堪称一绝，一
圈下去，刚够“面锅”，再用锅铲匀两下
子，就开始把糍粑贴锅而煎了。

原本煎糍粑也不需要多少时间，但
对急于吃上糍粑的我来说，时间也是有
些难熬。
“娘，糍粑熟了吧？”我踮着脚尖扒着

灶台，眼望着锅里，张大嘴巴问娘。
“还得焖一会儿。”娘边说边沿锅洒

了些水，盖上锅盖，转身到另一个房间，
打开柜子寻些白砂糖。

看娘又放了些水，我想，这得多久才
能吃上呀！不行，得烧把猛火。于是，我往
灶里塞柴禾，还把鼻子眉头都弄了一层灰。

这下好了，火烧起来了。等娘回到
锅灶旁，揭开锅，期待中淡黄的糍粑被烧
得黑黢黢的了。

我知道犯了大错，也不管吃糍粑了，
赶紧跑远点，远到娘打不着的地方。跑到
认为很安全的地方，再看娘追过来了没有。

没有，又开始想着糍粑的味道了。
慢慢地往回踅，眼睛却紧紧地盯着厨房
门，时刻准备着，一旦看到娘从厨房追出
来，就立马转身。现在想，当时才七八岁
的我，就懂得“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之
妙，不算笨。

把目光从门口投到锅灶，见娘又开
始重新切糍粑，切成一小块一小块，重新
调整好火候，重新煎糍粑。一句话，就是
推倒重来。

又往回移了几步。身子倚着门框，
眼睛一会儿瞅瞅娘，看有什么突然性的
举动，一会儿瞅着锅里，凭以往娘煎糍粑
的经验，当锅盖揭到第二次时，就可以用
锅铲把糍粑盛到碗里了，当然这个时候，
娘就开始招呼家人吃糍粑了。当时的
我，通常是不需要招呼的，而且娘也会首
先把盛着糍粑的碗放到我跟前。

那次，我没有勇气离糍粑太近，只是

站在门口，一只脚搁在门槛上。这个姿
势有两个好处，如果娘想想还是要教训
我一下子呢，我搁在门槛上的脚可以迅
速收回，拔腿就跑。娘曾讲过“好汉不吃
眼前亏”的古训，那时候掂量着应该用得
上。如果娘不记儿过呢，跨过门槛去吃
糍粑也会很利索。对于当年那个进退有
据的姿势，我至今都记忆犹新。

娘把煎好的糍粑端到八仙桌上，招呼
我过去吃。“娘，是我往灶里塞了好多柴
禾，糍粑才烧黑的。”我心头一热，关不住
嘴巴地冒出这么一句。“怪我只是想着找
白砂糖，忘了给你说不要往灶里塞柴禾。”

那次的糍粑吃得特别香，一种岁月
无法替代的香。

我长大了到大西北参军。一次打电
话跟娘说，我可能中秋节前后回家探
亲。娘知道我最爱吃糍粑，肯定也没忘
记我那次为了能快快吃上糍粑而猛劲儿
烧火的事。娘早早地就把糍粑准备好
了，就等我回来，亲手煎给我吃。

赶上部队野营拉练等事情，直到腊
月，我才获假回湖南老家。当娘剥去三
层塑料袋，取出几块糍粑要煎给我吃时，
一看，长绿毛了。再嗅，霉味扑鼻。
“怎么可能呢，一遇到好太阳，我就

拿出去晒呀。”娘喃喃道。娘开始用水
泡，再用牙刷刷洗那绿毛，折腾了老半
天，绿毛是少了很多，但霉味还是很重。
“看来是吃不成了。”娘看了看糍粑，又看
了看我，遗憾得像是做错了事的小孩。

见娘那样子，我的鼻子好一阵发酸。

记忆深处的糍粑
■吕政保

乡情一缕

温暖乡愁，深情凝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