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曹高芳

转眼间大叔向华离世已经
一年了！去年11月16日晚饭后，
我给在泰安的四叔向和回电话
(他15日晚打来电话时，我正忙
于陪同专家未来得及问其何
事)，获知大叔向华于15日凌晨
因病突然去世，非常震惊与哀
伤。因为，10月29日即半个月之
前，我和大哥刚刚去泰安探望
他，老人虽已八旬，但当时看来
依然精神矍铄，但想不到这竟
成了诀别！

一
曹向华，一个催生我的梦

想的名字，一个让我自豪骄傲
的人！记得在我童年的时候，有
一次，母亲对着相框里一张一
寸的黑白照片告诉我：这是你
的一个叔叔，叫曹向华(与我父
亲系叔伯兄弟)，他在泰安的大
学(实际上是泰安师范学校)教
书，是大学教授。

大学，多么光芒的字眼，多
么让人憧憬的神圣殿堂；教授，
多么高级的学衔，多么让人崇
拜与向往的高尚职业！照片里
眉清目秀的叔叔，无不折射出
青年才俊的温文儒雅！虽然在
那个年代，知识分子被称之为

“臭老九”，但他依然让幼小的
我对其的敬意油然而生！后来，
我还单独向自己的小学老师请
教过，泰安是否有所大学？老师
可能是为了鼓励我学习吧，当
即作了肯定的回答。从此，我就
萌生了一定要发奋学习、长大
也要当大学教授的“朦胧”志
向。当然，在学校及各种场合，
我也经常和同学伙伴们夸赞与
炫耀自己有个叔叔是大学里的
教授。

梦想，是一个人内心强烈
的渴望，具有无穷的力量！在自

己以后的学习、生活与成长、发
展中，从小学到中学到大学再
到硕士、博士，无论是天真烂漫
的儿童还是初生牛犊不怕虎的
少年，无论是意气风发的青年
还是到略有所成的中年，读大
学、当教授的成才追求一直激
励着我扎实奋斗、执著进取。世
界就是这样的奇妙，人生就是
这样的诚信！十余年的努力、数
十载的拼搏，自己考入了大学，
成为了大学的教授，担任了学
院的院长！追忆起来，自己今天
这所谓的成绩，还要感谢虽然
一直没有谋面但却给予了我动
力与信心的向华大叔的“示范”
与“激励”！

二
2000年年底，我在滨州工

作时，曾经托在电业局工作的
同学查到了向和四叔家里的电
话，并和他取得了联系。去年下
半年，我又通过泰医的一位领
导获悉了四叔的手机号，当即
与其联系，还和向华大叔通了
电话。2016年春节，本来已经与
四叔沟通确定好，准备正月初
五赴泰安专程看望大叔和他，
但因故没有成行。10月29日，借
到泰安参加全省学术研讨会之
际，我联系了在老家的大哥一
并去泰安看望大叔、四叔。这是
我第一次与他们见面，但没想
到与大叔也是最后一次面见！

上午11:50许，四叔驾车陪
同我和大哥一块去了大叔家
里。大叔住在市区一栋上世纪
八九十年代建设的老式专家楼
里，行动虽然不便，但他已早早
地在客厅里等候我们。与其会
面的时间，包括谈话、午餐、留
影，前后不足2个小时，但这宝
贵的百分钟(可惜也没有录音
录像)，却让我获知了解了我们
家历史变化的“前世后缘”及相

关的一些有价值的“史料”。
上世纪30年代，在济南做

生意的祖父，将二祖父 (即向
华、向和叔叔的父亲)、三祖父
从老家博兴县曹王庄带到了省
城。后来，向华、向和叔叔他们
均在济南出生、生活与成长。所
以，向华叔的个人简历填的是

“济南人”。上世纪50年代初，他
曾由我父亲(当时任济南市私
立惠元小学校长)陪伴回老家
曹王待了一段时间，还帮着家
人做过拔草、种地等农活。上世
纪80年代中期，他也曾和其他
几位叔叔因事回过老家。

大叔依然清晰地记得当年
在泉城时，其伯父(即我的祖父)
对他的教育与关照，还由衷地
感激作为文化人的向棋大哥
(即我父亲)给予他的指点与帮
助，感叹其早逝。

大叔攥着我的手，询问了老
家里特别是我母亲生前的一些
情况，了解我的工作及女儿的学
习发展状况，让我与其儿子曹磊
弟弟、女儿姗姗妹妹通了电话，
叮嘱我们这一代今后一定要加
强沟通联系，相互帮助。

虽然越谈兴致越高，但由
于担心影响大叔午休，加之我
要赶去主持下午的研讨会，13:
30左右，简单会面之后我们即
依依不舍地匆匆离开……

三
据了解，新中国成立后，

向华叔考入了山东师范学院
(今山东师范大学 )物理学专
业，无疑当时属于数万挑一
的“骄子”！毕业后留校工作，
后来调入泰安师范学校(后与
其他高校合并成立泰山学院)
担任物理教师。目前的《百度
百科》依然展示着他数十年
如 一 日 默 默 奉 献 的 感 人事
迹：1 9 6 5年担任自然教研组

长三十多年来，一直奋斗在
教学第一线，在物理学科方
面积累了丰富的理论基础知
识和教学经验。近年来在省
级以上学术刊物发表论文10
篇，在省以上学术会议或单
位交流并获奖 1 4篇次。他的
夫人因病长期卧床不起，但
他从没缺过一节课。担任班
主任 1 6年之久，重视学生的
思想品德教育，对学生无微
不至的关怀。1 9 9 0年被评为
泰安市专业技术拔尖人才，
1 9 9 4 年 评 为 山 东省特级教
师，1 9 9 5年评为山东省劳动
模范。

从上述高度概括的评价中
可以看出，大叔是一位对待工
作兢兢业业、精益求精的良师，
也是厚德载物、乐于奉献的佳
人！在上世纪90年代，省级的特
级教师、劳动模范，应该是当时
给予全省各类教师最高级别的
荣誉。作为中等师范学校的一
名普通教师，能够获此殊荣，自
然是优秀之优秀，自然是教之
楷模、师之典范！

如同我国著名科学家钱
学森先生既热爱自己研究的
航空工程、飞机设计也喜好文
学一样，向华叔作为物理学领
域的专家，也酷爱文学艺术并
颇有成就。那天，我看到客厅
里摆放了他在文学艺术领域
荣获的诸多奖杯与证书，其中
包括在其77岁高龄时(2013年)
还被中国诗词名家研究会授
予了“德艺双馨诗坛名家”的
荣誉奖牌。

古人云：“物艺相通”，即物
质生产与精神生产要相互、相
济与相融。一个有科学创新的
人，不但要有厚实的科学知识，
还应具有较高的文化艺术修
养。大叔正是该思想与理论的
有效实践者啊！

作为高校的管理人员与教
师，我要以大叔为榜样，强化服
务意识，努力转变教育教学理
念，将教书与育人有机地结合
在一起，认真做事，踏实做人，
为培养更多更优秀的德智体美
全面发展的高素质人才而奋
斗。

我我的的叔叔叔叔曹曹向向华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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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鹏飞

我的父亲是一位地地道道的
农民，一辈子都在莱阳南部这片
小山村的黄土地上生活农忙，没
有干过大事情，更没去过大城市，
一生都在与庄稼，与豆腐打交道。

父亲是家里的老大，那时候
爷爷家里也穷，也不注重孩子的
教育，父亲高小毕业就开始下地
干活挣工分养活一大家子人。父
亲结婚晚，据说也是因为家里穷，
拿不出一点像样的彩礼。后来是
母亲的出现，只因父亲心是特别
善良的，于是母亲嫁到了这个破
山村。婚后父亲依旧为大家庭默
默付出。也为小家庭倾心付出。

父亲一生和和气气，善从
心底发出，从未跟村里人红过
脸，尤其农忙季节，左邻右舍有
谁让帮忙，父亲肯定是马上放
下自家的农活，先去帮助别人
干活，不管自己的农忙进程，为
此母亲跟父亲生过很多气。但
依旧如此。

说父亲与庄稼打了一辈子的
交道，毫不为过。玉米花生小麦大
豆地瓜白菜等，父亲都是能手，每
一步细节也很熟悉。就喜欢土地，
就喜欢看着玉米长高，看着小麦
成熟，看着花生落果、白菜卷心。
我小时候不理解这种感觉，把外
出打工外出买卖做生意看得很
好，反而轻视父亲这种对土地对
庄稼浓厚感情的行为，现在回想，

真的为那时自己的肤浅，为自己
年轻向外飞的心羞愧。这是农民
最朴实的心。

提起做卤水豆腐，父亲绝对
是三里五村的做得时间最久且
不间断，原料最真，口味最好吃
的卤水豆腐的缔造者。三十二
年！是的，三十二年！记忆里，每
天的傍晚时分，父亲都得去离家
约五百米的村里老水井挑水，一
根木扁担，两个铁水桶，一次两
桶，五次十桶老井水。劈好柴，备
好料，晚上八点睡觉，夜里十二
点准时起来，用下半夜五个小时
的时间把泡好的豆子经过机器
推磨，人工加压挤压，烧开豆浆，
卤水点豆腐等程序一点点加工，
最后变为口味很好的卤水嫩豆
腐。早上一大早天蒙蒙亮，满村
小巷里，就可以听到父亲那厚厚
的长长的嗓音。那嗓音，三十二
年，基本没有间断过，不管夏天
多么热，还是冬天多么冷，父亲
的嗓音都在，都在那里，在那个
小山村，在每一个小巷小胡同
里。那嗓音，让我和弟弟铭记在
心，刻下了永远不可能忘记的痕
迹。是的，父亲没有睡过整宿的
觉，没睡过完整夜里的觉，当我
和弟弟都在梦里的时候，父亲已
经开始工作了，三十二年……

感谢父亲！
感谢您用您恒久的朴实勤

劳，给我们留下了巨额的无可替
代的精神食粮！

我我的的父父亲亲
刘宗俊

一直以来，人们对秋天
美的赞叹，大多集中在秋天
的风和秋天的成熟上。诚
然，秋天的风没有了夏天的
紧绷和燥热，而是通体的爽
快和高远。伴着秋风，高粱
像是喝醉了酒的壮汉，赤着
脸，低下了头；玉米捋着紫
褐色的胡须，露出金黄的牙
齿高兴地开口大笑；黄豆崩
开了黄色的衣襟，串串豆荚
像是穿着黄马甲通体泛黄
的萌娃子；花生、地瓜也不
再羞涩，苹果、柿子也不再
矜持，纷纷从土地中、绿叶
间摇曳出自己的果实……
这个时候，无论你行走在秋
天大地的任何一片田野，驻
足，静听，定能听到秋天果
实丰收的交响乐，耳畔仿佛
听到秋天阵阵哈哈声回荡
在山谷、大地间，秋天醉了。

秋天的美远远不止这
些。秋天最美的时候是深
秋，最美的景色是色彩。如
果你愿出去，在山上，在路
边，在乡下，在城里，只要
你愿看，一睁眼，映入你眼
帘的，定是一幅色彩的景，
一帧帧彩色的立体画，由
不得你不看也由不得你不

夸赞。你看，红绿相间，辨
不清的各种颜色相杂；有
成片的，有成缕的，还有星
星点点的；单是绿就有墨
绿、深绿和浅绿；再说红，
也红得不同，有玫瑰红、桃
花红和紫色红，这种色彩
的美分不清，道不出；这种
色彩的组合看似随意，却
又不尽然，是绝妙的搭配，
又是自然的巧合。你只能
说美极了，再也想不出更
好的词、更贴切的句来形
容、来表达；也只能说秋天
的天使，不小心把手里的
调色盘掉落人间，染出绝
色的美景和美图。

整个的秋色图令我们陶
醉，单个的秋色景也令我们
神往。路两旁的银杏树，树叶
黄得真，黄得纯，黄得圣洁，
远远望去，像两条黄灿灿的
缎带，荡在宽阔笔直的马路
间飘舞。法桐的叶子，由绿而
黄，而褐，而枯，短短的几天
变幻着三种色彩，在城市的
道路间讲述着色彩的故事；
榉树或粉红或鹅黄的花枯
了，大片大片地掩映在绿叶
间，仿佛开出的褐色的红，不
由让人想起“是什么不重要，
关键是与谁在一起”的这句
话，枯与绿在一起，枯又有了

新的生命。
爬山虎的叶子经霜一

打，害羞了，有了片片红晕；
紫叶藤一身的绿也经不住
霜的诱惑，不仅叶红、柄红，
连同枝条和树干也红，真是
红得彤彤，红得干脆；杏梅
还是那样的紫红，毛白杨还
是那样绿，霜越重，叶越是
紫、越是绿，即便严冬来临
结的冰掉在地上，也丝毫不
改其紫，不变其绿。绿、红、
黄，是秋之色彩的主色调，
三种色调和着，绘出精美的
秋的景色图。这时，最最怕
的是忽来一场突如其来的
冬雨，一次凛冽的北风。真
想把这秋天的美留住。

秋天的美不比春天的
差，虽没有春的灿烂，却有
着春所不具有的斑斓，真的
是“秋日胜春朝”。大地，无
时无刻不美；树木，也无时
无刻不为大地的美，奉献着
自己。春天，奉献着绿意，给
人以生机；夏天，奉献着绿
荫，给人以乘凉；秋天，奉献
着色彩，给人以惊艳。一生
都在奉献，绿得累了，绿得
终了，最后把自己绿的另一
面奉献给生它养它的大地，
装扮着她，美丽着它。

醉人的秋！醉人的美！

美美在在深深秋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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