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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永
不
消
逝
的
童
年
梦
想

每个人都曾经拥有五彩斑斓的童
年。

这五彩斑斓里，有专属于那个年代
的游戏、儿歌、玩具、偶像、动画片⋯⋯其
中最美的色彩，是每个孩子拥有的不
一样梦想。为了这个懵懂的梦想，我
们甚至会付出超乎一个儿童的努力。
长大后，也许因为现实，梦想已经随
童年远去，但带着时代烙印的梦想及

追寻梦想的旅程，永远是生命中最美好
的回忆。

在“六一国际儿童节”来临之际，
本报推出六一特刊“致永不消逝的童年
梦想”，讲述各行各业的人童年追求梦想
的有趣故事。他们的童年梦想是在怎样
的环境氛围下形成的，为了追寻梦想，
他们付出了怎样的努力，发生了什么有
趣的故事？穿越时空，让我们一起聆听。

【编者按】

我 从
小 就 迷

足球。
1996 年

我 还 在 上 初
中，那一年是

奥 运 年 ， 开 幕
式上，患有帕金

森氏综合征的传
奇拳王阿里哆嗦着

点 燃 了 火 炬 。 那 时
我 的 心 情 却 是 低 落

的，因为那年 3 月国奥
队兵败吉隆坡，无缘奥

运。
再 往 前

两年的1994年，
著名的“红山口会

议”后，中国足球迎来
了“职业”时代，我每周最

盼望的事，从去趟公园变成
了先在电视前看一场甲A，再到
后山的土坡上踢一场“野球”。

国奥出征前还有人在说1992
年的“兵败吉隆坡”和“黑色九
分钟”，而我更愿意掩耳盗铃。

哈萨克斯坦队赛前被
“专业人士”们捧成中亚狼，

结果国奥以 4 比 2 战胜对手。第二场对阵
西亚劲旅沙特队，最后1比1的结果虽然可
以接受，但明显感觉沙特比哈萨克斯坦队难
对付多了，我心中浮起了一丝隐隐的担忧。
终于来到最后一场，与4年前相似的是对手
都是韩国队，赛前吉隆坡突然天降大雨，
转播一拖再拖，特邀评论员马德兴老师实
在没办法就聊起了围棋比赛。当日，马晓
春输给李昌镐，马老师祈祷这场足球赛国
奥队能为“体育抗韩”扳回一局，可结果却
事与愿违，这让我“恨了”马老师 20 多
年。比赛终于开始，却成了韩国队的半场演
练，在韩国队进第二个球后信号突然中断，
我呆呆地对着屏幕一片雪花的电视坐到半
夜，睡梦里还梦见国奥3比2逆转取胜。

第二天，我在学校听到一名同学说，
好像国奥 0 比 3 输了。我执意不信，还跟
他打赌说国奥必胜。在没有网络的年代
里，我熬到中午放学，冲到妈妈单位想找
一张当天的青岛日报，不巧报纸不知被谁
借走了，我放声大哭，这是我人生中第一
次也是唯一一次为足球流泪。

后来还是在奥运期间，我为看李对红
赢得手枪比赛金牌，暑期补课迟到被老师
狠批了一顿，想起之前因为放学踢球不回
家已经被罚过一次站了，那个跟我打赌的
同学讥笑我，我愤而又跟他打赌说 2000
年悉尼奥运会我一定会参加的！其实当
时想的是作为一名足球运动员参赛。

再后来甲A我就不看了，更不用说中
超了，而国足也离世界大赛越来越远。好
在我最终还是赢了那个赌局。2008 年，
我作为一名短跑运动员参加了北京奥运
会。那时，我又回忆起 1996 年的那个夏
天，我强忍睡意看男子百米决赛而睡过
去的那个凌晨，加拿大运动员贝利以 9
秒84的成绩打破了世界纪录。

前一段时间在一个偶然的场合遇见
了马德兴老师，说起 20 多年前那段往
事，我们哈哈大笑，后来加了微信好
友，发现他还在关注青少年足球。我不
禁感慨，我们那个年代，多少孩子的梦
都是从足球开始的！

（作者系清华大学体育部副主任）

梦想从足球开始
胡凯

我的儿童时代物质极度匮乏，但现在
想来，当时的精神生活还是很丰富的，童
年快乐又充满好奇。

大概是上小学二年级的时候，表姐夫
给我家送来一个西瓜。我当时从没吃过
西瓜，爸爸看出我很想吃就说：“龙儿，等
晚上家人都回来了一起吃。”随后，爸爸把
西瓜放在提篮里，吊在了房梁上。

爸爸妈妈去田里干活了，我想再看看
那个西瓜，于是解开了系提篮的绳结，但我
不知道要拉紧绳子之后慢慢放下提篮，提
篮一下子从房梁掉到了地上，西瓜摔裂了。

看着裂开的西瓜，我害怕了，知道
自己惹了祸。好奇终究战胜了恐惧，我
掰开西瓜想一看究竟，手指粘上了西瓜
汁，我一吮手指：真甜啊！

这股甜劲儿把我的“馋虫”给狠狠地

钓出来了，但我又不敢吃，也不知道该怎
么吃。看着红瓤上的一粒粒黑籽，我挑出
一颗，一咬，有些涩，不好吃。再掰开一小
块红瓤，放到嘴里：又香又甜，太好吃了！

我想到吃冬瓜、南瓜、香瓜都是吃皮，
不是吃瓤的，我就想把皮留着等家人们回
来一起吃，我只吃瓤，应该没有什么大事
吧。于是，我把红瓤吃得干干净净。

傍晚，爸爸、妈妈、姐姐、哥哥回来了，
看到一提篮的西瓜皮，他们都笑了。爸爸
听着我的想法笑着说：“不知者不怪！这
次不打你屁股。下次应该知道了西瓜可
是吃瓤的。”然后，爸爸把剩下的西瓜皮炒
成了一盘菜，全家人一起吃的，但我已记
不得当时这盘炒西瓜皮的滋味了。

小学四年级放寒假前，我和姐姐跟着
妈妈一起去上海的舅舅家。

舅舅陪我们一起逛外滩，看到巨轮时
我惊叹道：“舅舅，那条大船真大啊！”舅舅
问我：“应龙，这条船大概多长呢？”

我摇摇头。
舅舅说：“你动脑筋想想。”
我还是摇摇头。
舅舅指导我说：“应龙，船上的人多

高？你看船在水面上的部分大概有几个
人高？再看看船长大概有几个船高？”

舅舅真厉害！原来问题就是这样一
步一步地解决的。

舅舅只是小学毕业，但在全国电光源
行业里却是拔尖的工程师，别的工程师没
法解决的难题，到了舅舅手里常常是三下
五除二就能搞定。

“舅舅为什么这么厉害？为什么一步
一步就能从已知得到未知？大人们说外
甥像舅舅，这是真的吗？我怎么做才能
像舅舅那样？”这些问题后来在我脑海里
萦绕了好久。

好奇的问号多了，长大了，问号中
就装满了故事⋯⋯

（作者系北京第二实验小学副校长）

我的童年叫“好奇”
华应龙

我出生在云南省会泽县一个普通农
村家庭。小时候，为了养活我和妹妹，
父母不得不到城里务工，我也因此跟着
父母来到了城市。

我们住的城中村有很多人，大家的经济
状况都差不多，但彼此都很真诚。我常常和
邻居们的孩子一起弹玻璃珠、捉迷藏，一起

去拾荒老人家里看电视。一年
四季，巷子里因为有我们这

群孩子总是异常热闹。
小时候，我有个很

要好的朋友，我们的梦
想都是当发明家。有
一 次 ，我 们 自 己 削 木

头、装铁轮、安木板和方

向盘，动手做了一辆滑板车。这辆滑板车
在孩子们中间很受欢迎，一个人坐在上
面，一群人在后面推着跑，可以玩一整天，
我们也因此很有成就感。我们还自己动手
做电风扇，拆了捡到的坏手机电池做电源，
拆了坏收音机，取出里面的马达，改装成可
以充电的小型电风扇。正是从那时候开
始，我非常喜欢自己动手去解决问题。

作家三毛喜欢去拾荒，我和朋友也
是。不过我们拾荒是为了买自己喜欢又
做不出来的玩具。我们捡塑料瓶、废纸，
每天卖几角钱，就这样一天天积累，等到
钱存够了，再去买自己喜欢的玩具。这样
的玩具来之不易，我们对每一个玩具都十
分爱护。这段经历也让我明白，要靠自己
的劳动和努力去获得想要的东西。

童年还有另外一个伙伴，那就是书，
旧书摊是我和朋友常去的地方。妈妈虽
然没有上过学，却很支持我读书，每当我

说要买什么书，妈妈都毫不犹豫地给我
钱去买，而且告诫我要爱护书籍，说

“剪一字，瞎一世”。父亲虽然识字不
多，却在下班后坚持看书，不懂就查泛
黄的字典。也正是这样的氛围，让我养
成了阅读和独立思考的习惯。

父母每天起得很早，回来得很晚，却
从没有抱怨过生活，含辛茹苦供养我到大
学。这些经历也让我不断思考：有多少人
还在像我的父母一样艰难地生活？为什
么农民不能生活得体面一些？

带着这些疑问，我考入了山东农业大
学，而且在学校里开始创业，希望能够通
过自己的努力帮助更多农民脱贫。怀着
对专业的热爱和做农业的情怀，一入学我
就组建了“一世花开”创业团队，将家乡的
鲜花品种带到山东。通过大学 4 年坚持
不懈的追求和实践，我们的团队在山东临
沂、日照等地的 10 多个贫困村给农户提
供技术指导，解决农户所有生产和销售问
题，带动了1000多人脱贫，我个人也因此
被评选为山东省大学生十大创业之星。

也许，正是童年的经历和靠自己努
力改变现实的梦想，一直鼓励和支持着
我走到了今天。

（作者系山东农业大学园艺学院大四
学生、“一世花开”有限公司总经理）

城中村里的“小发明家”
邓应龙

我本来可能当木匠的。我大哥是木
匠。木匠在我老家又叫“博士”，小时
候，我常常跟在别的小朋友后面一起
唱：“博士博，做凳脚，前头走，后头
落。”大哥听到后就瞪我。大哥做木工活
的时候，我就围着他转，目不转睛地
看。大哥让我跟他一起拉锯，拉来拉
去，累人，还不如大哥一个人干。

我喜欢闻刨花的木香味儿，喜欢听大
哥讲的木匠祖师爷鲁班师傅把刨花抛进
水里变成鱼的故事。后来我吃那种薄薄
的长条形小鱼干时，总以为是刨花变的，
甚至能吃出木头味儿来。虽然我没成为
木匠，但我至今还喜欢做木工活，做不了
大的，就做点小的，自得其乐。

我本来可能当裁缝的。我大姐是裁
缝。大姐有一辆当时非常时髦的脚踏缝
纫机，还有一台更时尚的锁边机。大姐做
衣裳时，我就在她的缝纫机边转来转去，
看她怎么把两片裁开的布，放到嗒嗒作响
的钢针下缝成衣裤。有时大姐也教我踩
缝纫机。我最喜欢踩缝纫机了，脚一踩，
那缝纫机针就一上一下像鸡啄米似的嗒
嗒嗒响，好玩儿。有趣的是，我名字中的
萧字，从甲骨文来看，下面的“肃”字，竟然
是“绣”字的初字——一只手拿一支笔，在
画图案，原来跟刺绣、缝纫大有关系啊，都
是先画好图案，再制成衣服。

我本来也可能当理发师的。理发师
在我们那里叫“剃头佬”。我二哥就是“剃

头佬”。二哥学过很多手艺，没有一样学
成，最后跟我们那里最出名的“剃头佬”学
会了剃头。二哥给人家剃头时，我就在旁
边看他剃。那时候的推剪还是手动的，咔
嚓咔嚓响。二哥帮人剃头时，走村串巷上
门服务的时代已经过去，二哥就在家里开
了剃头铺。我终于没有成为“剃头佬”，
不过，我还是自己买了电动推剪，给家
里人剃头或请家里人帮我剃头。

我为什么没成为一名铁匠呢？我多
喜欢看人打铁呀，师傅用小锤，徒弟甩
大锤。叮！当！叮！当！简直像音乐一
样动听。炉里的煤烧得通红，师傅和徒
弟的脸总是黑的，怎么洗也洗不干净。
我喜欢。

我为什么没有成为“洋铁佬”呢？我
多么喜欢“洋铁佬”啊——能做煤油灯，能
做洋铁桶，能做打酒的酒令子，简直什么
都能做。我佩服得不得了。

我怎么就没成为说书人呢？村里来
了说书人，村里人像过节一般快乐，好吃
好喝地供着他，还泡一壶细茶，给他润嗓
子。说书人敲起鼓，打起板，说起“一支长
枪王伯当，二弟关公斩蔡阳，三气周瑜在
芦花荡⋯⋯”，我们听得如醉如痴。

我长大了，偏偏成了作家——这到底
是为什么呀？我只能在我写的故事中“化
身”为他（她）们，写好他（她）们的故事，给
现在的孩子们看。

（作者系儿童文学作家）

我本来可能当✕✕✕
萧袤

在我的童年记忆里，满脑子都是苍
翠的绿树和满天飞的球。

我们家有兄弟姐妹七人，我排行第
六，自小深得父母宠爱。我的父亲是海
南农场一所小学的校长，没上学时候我
时常当他的“小跟班”在学校里转悠。
每天听着上下课铃声，我竟不知不觉地
跟着进了教室，跟着哥哥姐姐们一起上
课，还听得津津有味。

那时才五六岁的我，根本没有上学
的概念，只是觉得好玩，因为学校里有
太多我喜爱的事物和游戏。其一是乒乓
球和排球。那时的孩子没有什么玩具，
学校的条件也非常有限，连个篮球场都
没有。而乒乓球和排球则是拉个网就可
以开打了。由于大伙儿经常有空就在一
起切磋球艺，我们学校还不止一次拿过
全农场的学校排球比赛冠军。其二，我
们爱玩捉迷藏，而且还是藏到树上。那
时，学校的树一棵挨着一棵。我经常两
脚一甩，鞋飞出去，像猴一样“噌噌”
地爬上去，屏住呼吸，抱住树枝，从树
叶缝中偷偷地四处张望，直到小伙伴们
认输了，我才得意扬扬地从树上溜下来。

运动的因子从小在我身上生根发

芽，让我享受到童年的乐趣和运动带来
的喜悦。学校宽松的氛围，家长的爱心
和耐心，让我们拥有自然、自由、快乐
幸福的童年。

父亲对我要求很严格。那时人们很
崇尚拾金不昧，学生们捡到东西都会主
动交给教师。有一天，我溜进父亲的办
公室，发现他的办公桌上放着一枚五分
钱硬币。正值酷暑难耐，我没多想就把
硬币揣进口袋，跑到外面去买了一根甘
蔗埋头啃起来。当满口甜汁还在齿间回
甘的时候，父亲发现钱不见了，马上把
我叫到跟前，问明情况，我这才知道那
枚硬币是学生捡到交上来的。结果可想
而知，我被父亲严厉地训斥了一顿。“小
孩子不应该随便拿别人的东西，不问自
取是为偷。”这个道理父亲要我谨记。

童年的这些经历，对我以后影响很大，
高考时填写报考志愿，我报了当时的华南
师范学院，随后走上了从教的道路直至今
日。让学生拥有完整的校园生活一直是我
坚持的教育理念，在学校里，不仅要有读书
声，还要有笑声、歌声和呐喊声，这才是校
园的味道，才是教育该有的样子。

（作者系广东省广州市执信中学校长）

校园的味道伴我成长
何勇

我出身农家，割过麦子，收过玉米，
16岁到县城上高中之前从未长久离开过
那座生我养我的豫北小镇，那里有山有
水，冬冷夏热，粮食一年两熟，逢节有集。

年幼时网络不普及、手机不智能，放
学后最大的娱乐除了看电视就是去河滩
坝堰撒野，我本人太老实，几乎是小伙伴
中唯一“不会上树，不会游泳”的“全
不能选手”，空有大个子但也摘不到桑
葚，抓不住鱼。那去干啥？当观众！看
小伙伴们快活，我也快活。看他们在洹
河里逮条鱼、抓只虾，在树上采一兜桑
葚、一把酸枣。坐在坝堰上，足濯洹河水

（河南安阳母亲河），嘴里吐出酸枣核儿，
怒射破水激起层层涟漪。

桑葚、酸枣只算副食，小伙伴收获
的鱼虾都小，也难烹饪，玩一会儿大多
又放回河里，看它们呲溜一下入水甚是
有趣。玩累了嘴馋了咋办？河岸边有农
户种的玉米，栽的红薯，还有秋黄瓜、
洋柿子，就着河滩挖个坑或用碎砖、石
块做灶，拖些粗笨浮木，薅把枯黄茅
草，掏出火柴，生火“造饭”。灶里只
剩灰烬时，用木棍拨出外表焦黑的玉
米、红薯，掰开甜香四溢，大家不顾烫

嘴、不顾焦黑，争食而尽。
父母去地里干活，小伙伴又都不得空

的时候，我就开始摸索着自己做一些所谓
的“小实验”。把菊花嫁接在月季上，看
能不能开出不一样的花；在院子里搭个

“实验室”，将各种能找到的物体食用碱、
盐、洗衣粉、尿素和水放到铁罐里用火淬
炼出“新物质”，弄得整个庭院臭气弥
漫；制造小热气球，给大的塑料袋系上蜡
烛就想着让它直冲霄汉⋯⋯

除了撒野和鼓捣所谓“小实验”，镇上
还有一个好玩的去处，而且是我的“专属场
地”。那是一个以卖教辅资料为主、其他杂
书为辅的书摊，因为书摊老板是我家亲戚，
所以我能享受免费借阅、“钻石 VIP”折扣
购书等特权，我是学校第一个拥有最新版

《现代汉语词典》的人，那本厚厚的词典也
充当我唯一的课外读物好长时间。

对文字的亲近，也始于那书摊上印制
粗糙的文本，在童年的孤独空当它们给我
温暖，给我广阔的世界。后来自己学新闻，
又到媒体工作，继续跟文字打交道，这或许
是对过往的怀念和延续吧。

（作者系本报记者）

洹河边的时光
黄鹏举

我小时候的梦想是发明很多好玩的
东西。读小学五年级时候，我接触到了
计算机，那个时候还是“✕86”处理器的
时代，表叔花重金买了一台“486”，开机
后显示器屏幕上密密麻麻的字母科技感
十足，我第一次见到就被深深地吸引
了。后来，我用 Basic 语言为爸爸所在
的学校做了带开机画面的启动盘，爸爸
的同事们觉得很神奇，都赞不绝口。

伴随我记忆的还有电脑游戏，打游戏
是在带局域网的电脑房，那个时候操作系
统不稳定，电脑问题很多。我常给电脑房
的老板修电脑，他有时还请我吃饭。

后来能上网了，刚开始的时候还用
56K带宽的调制解调器，宽带属于罕见
资源，那时县里面就一个电信的展示厅

可以上宽带，有四五台电脑对公众开放，
可以体验宽带服务。当时也是因为会修电
脑，我在县里的电信展示厅里面享受到了
不用交钱上宽带的待遇。后来，互联网的
热潮从美国硅谷传了过来，我也开始建立
自己的网站，做了一个教别人建网站的网
站，日浏览量达到了4万多人次，特别有
成就感。

我从小就觉得计算机是一个很有意思
的东西。人类用自己的智慧赋予计算机智
慧，让它们能了解洞察这个世界，变成人
类的帮手，拓展我们的认知。我读博士做
的是大数据方向的研究，这项工作总结起
来就是要让计算机算得快、猜得准。

首先说说“算得快”。我曾经带着几个
小伙伴一起研究智慧城市中智能交通的算

法，我们当时的目标是做出世界上最好的
移动物体路网索引算法，为了解决这个问
题，我们一年都没怎么休息，终于在底层的
理论上有了突破。我们把研究成果写成论
文投稿时候，评审专家特别惊讶，认为效果
不可能这么好，后来我们把代码给他们看
了，他们运行了一下之后就马上认可了。

再谈谈“猜得准”。我觉得仅仅实现
算得快还不够，如果能知道之后发生什
么，那对后续的规划就更有意义了。我想
到了一种类似磁场的概念——磁场中不
需要知道特定地方是哪些因素产生了磁
场，只需要知道相关物理参数就可以开展
计算。基于这个思想，我和伙伴设计的方
法比传统方法的预测精度提高了一个数
量级以上，这也算是为自己的博士生涯
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我相信技术可以让大家的生活变得更
美好，我也相信我可以完成儿时的心愿，
做出一些可以让人们生活得更美好的有趣
发明。

（作者系清华计算机系在读博士生）

电脑——我的好伙伴
沈弼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