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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韩两国最高领导人于 2018 年 4 月
27 日会晤并签署了《板门店宣言》后，
有关板门店的新闻成为了社会的焦点和热
点，引起了人们的高度关注。此时，我翻
开在板门店拍摄的照片和留影，情不自禁
地回忆起 10 多年前参观板门店的情景，
至今还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存留在我
的记忆中。

时光流逝，仿佛就是昨天的情景。
2002 年 10 月 18 日，我们在沈阳参加中
国晚报协会年会的人员，有机会到朝鲜板
门店参观。朝鲜，仅与我国一江之隔。我
们从父辈、电影、大量的文学作品中了解
到它那战火纷飞的过去。而“雄赳赳，气
昂昂，跨过鸭绿江……”的战歌，仿佛仍
在耳边回响，使人难以忘怀。每当想起这
一战歌，就心潮激动。乘火车从我国丹东
出发，经过鸭绿江，不用多久时间就到达
了朝鲜的首都平壤，这一神奇而又陌生的
国土。

板门店距离平壤 168 公里，位于开
城市郊东南 8 公里处的军事分界线上。
开城系朝鲜半岛第一个统一国家高丽
(918 — 1392)京都。开城荟萃于高丽时期
历史古迹和文物，并以高丽人参产地而闻
名于世。我们在开城短暂停留后，又乘汽
车前行。从开城前往板门店的公路不十分
宽敞，但还平坦，两旁有着稀疏的林木。
看着窗外的山野，此时，大家的心情似乎
平静，但有些迫不及待了。

板门店其实是一个位于开城与汉城之
间的小村庄。从前，这里有一个用木板搭
成的小店铺，为过路人销售杂货，板门店
因此而得多。就是这么一个不知名的小村
庄，在朝鲜战争时期(1950 — 1953)，交
战双方举行停战谈判而成为世界人民所关
注的地方。

板门店至今仍按原样保存着曾举行停
战谈判的会场和停战协定签字大厅。走到
距非军事区北缘不远之处，只见一所木质

结构的小型建筑。我们环顾屋内，显得
十分庄重肃穆。屋内仍保存着当年朝方
和美方首席代表及其他成员使用过的谈
判桌和椅子等，这就是当年举行停战谈
判的会场，仿佛在默默地诉说着昨天发
生的历史。在此，我们纷纷与朝鲜军人
合影留念，见证了那一重要的时刻。

紧靠停战谈判会场旁就是停战协定
签字大厅。接待我们的朝鲜人民军人员
说，当时，美方提议，在朝鲜停战谈判
会场旁边搭起一个帐棚，在这里签字。
但朝方仅用 5 天时间，建起一座建筑
面积 900 平方米的建筑，做签字大厅
用。我们看到，至今这座大厅仍保持着
1953 年 7 月 27 日曾使用的停战协定签
字桌、椅和旗帜，历史永远定格在了这
一天。当时签字的情景仿佛就在我们眼
前呈现，像电影一样一幕幕地在脑海里
浮想联翩。

走近板门店军事分界线，我们看到

了板门店会场区，以分界线为界对峙着
北南双方的哨所，各自站着双方的军
人。朝鲜导游介绍，贯穿板门店会场中
间的军事分界线，向东西两方延伸，割
断了朝鲜国土。军事分界线长 246 公
里，因划成这条军事分界线， 122 个
村庄和 8 个郡，被分割为南北两地，
514 个村庄遭到破坏，夷为平地。连接
北南的三条大公路、 24 条小公路、
197 条能走通牛车的路被切断。道路上
杂草丛生，一片荒凉，只有路基上生长
着高大的刺槐树，像历史的见证，年复
一年，增加着年轮。

由于军事分界线，许多村庄里的农
户，同父母、妻儿、兄弟等亲人离散，
杳无音讯，他们翘首盼望祖国统一早日
得到实现。据新华社近日报道，目前朝
韩正密切磋商，铁路公路等连续事谊，
希望能尽快实现，助推朝鲜半岛和平繁
荣。

板门店记忆
□白克信

鹊跃春枝 李海波 摄

我毕业那年 19 岁，在一所中学教音乐。那所中学在我们当地也算
名校，校长是我姨夫的哥哥，我托了姨夫的关系才进去的。

由于音乐课不是什么重要的课，我的日子过得天马行空。上完课就
溜到街上逛，常常偷偷跑到附近的山上游玩，喜欢写风花雪月的诗。我
活在自己的童话里，完全进入不了工作状态。一段时间以后，我隐隐感
觉到学生对我的不满，但依旧我行我素。

有一次，我经过校长办公室的时候，听到校长正在打电话。我听出他
是在说我，打给我姨夫的。他的语气里满是鄙夷：“你这个外甥女，根本就
不是个当老师的料儿，我敢说她这辈子也当不好老师……”瞬间，我呆站
在那里。要知道，我从小到大一直是学校里的佼佼者，没有人敢怀疑和否
定我。他的话，是我听到的有生以来最让我沮丧的话。这样一个岁数不算
小的校长，居然就这么简单地全盘否定了我。我才 19 岁，我的人生才刚
刚开始，他就料定我会满盘皆输。这个人，未免也太门缝里看人了。他总以
为我是“托后门”去的，所以从开始就带着鄙视的心理看我。

于是，我愤然离开了那所学校，去了另一所学校任教。我一改以往
的工作作风，脚踏实地，勤勤恳恳。不多久，“优秀教师”“模范班主
任”的荣誉纷纷向我涌来。我把工作做得风生水起，所以有很多去其它
学校观摩交流的机会，也因此会遇到原来的校长。每次见到他，我就故
意做出趾高气扬的样子，招呼也不打，在他面前走过去，丢给他一个不
屑的眼神。我要以牙还牙，回赠鄙视。

我并不以为自己有那么狭隘。他的鄙视曾经像利剑一样，刺痛了
我，留给我一道伤痕。我要用我挣来的尊严，一点点把伤痕抚平。他在
我心里，俨然成了一个假想敌，甚至是仇人。我在当地报纸上发表小
说，小说里写到的反面形象都带有他的特征：驼背，瘦高，总从眼镜片
顶上看人，看上去一脸阴险……我用真名发表。我知道，我的小说他一
定能看得到。每当这时，我会有一种复仇的快感。

多年来，我忘不了他鄙视的话，鄙视的眼神。直到前不久，在我外
祖母的丧礼上，我又看到了他，他来帮忙料理丧事。他已经退休了，人
老了很多，看人的时候依然从镜片顶上看，眼镜片后面有松弛的眼袋，
目光浑浊。当着那么多亲戚的面，他竟然有些低声下气地对我说：“那
年，你在我那儿教书，我没有好好照顾你。”我的心陡然一软，赶忙别
过了脸去，强忍住泪水。

那一瞬间，仿佛我苦心经营的坚强的城堡瞬间坍塌了。我一直以
为，我是在和他斗。其实，我是在和自己斗，和以前那个糟糕的自己
斗。他仅仅是那段糟糕记忆的见证。他的鄙视，何尝不是一种力量？一
种让我看到自己弱点的力量，一种让我奋起拼搏的力量。

我一直想到白浪河的对岸去看花，可总也
没有去。

白浪河，沿途都是那样平平稳稳地流着，
可到了南山下，哗然一泻，却撑出一个大大的
水荡，水荡就隔开了南北。荡南，是南山，山并
不高，在当地却显得突兀，也就叫做山了；荡北
的山坡上，建了一所学校，有好几年里，我就坐
在那所学校的一个窗口下，启窗，即能望见南
山。青山盈目，我心中总挂有一幅山水图卷。

我知道，南山上有草，有树，更有花。所
以，每年春天，第一次启窗，望向南山，我就
想到对岸去看花，可一直没有去。只能在此
岸，看到一些依稀的影像，对岸的花，是在心
里开着的。

春天里，首先看到的，是对岸的那一排垂
柳。隐隐的绿，鹅黄，翠绿，继而是纷乱飘逸
的柳絮，柳絮是柳的花，那样的细微，那样的
迷离，苏轼称之为“杨花”。似花还似非花，
叫人心里存着些疑惑。风摆垂柳，袅娜着春意
的盎然，柳枝抚着水面，倒映水中，也是春天
里的一团花。杨花点点，飘逸水面，化作一荡
萍碎。“细看来，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
泪。”苏轼，在杨花里，注入了亘古的离愁。

我没有离愁，年年的杨花里，我看到了渐
深的春色。

桃花，是开在南山的山坡上的。桃花开着
的时候，南山上挂着的是一片粉红的云锦。那
一年的那个春天，南山上桃花开着的时候，一
位女教师领着我们在学校所在的山坡上唱歌，
二部合唱。我们就面对着南山的桃花，唱着：
“老师，您好啊您好，您是春天的阳光……”
那阳光照在桃花上，桃花灼灼，熠熠地明亮
着，我们似在梦中。那样一个美好的日子里，
我们好想看到一位出嫁的新娘，“之子于
归”，那个春天，该是多么绚烂。

桃花，开得灿然，落得纷繁。桃花落的时

候，我看不见，待到我看见的时候，只是一
些大略的绿，许是“其叶蓁蓁”了。可是，
我能想象得出花落的那一番盛大景象。花残
了，风吹了，桃花就纷纷扬扬地落下，零落
如雨，是“桃花雨”。一地残红，碎着，梦
着，春已暮。一些花瓣，飘落到水面上，白
浪河成了桃花流水。“桃花流水鳜鱼肥”，
白浪河里没有鳜鱼，有的是一种大红的鲤
鱼。透过清澈的水面，能看到水底潜游的鲤
鱼，悠游自在着。没有人知道这些红鲤鱼是
哪儿来的，是不是这样的“桃花水”将其染
红的？那些红鲤鱼，会不会做着桃花般的
梦？只能在心里询问着。

可我知道，桃花落，春事毕。
跟着是夏天，是秋天。对岸的南山上，

所有的花儿都次第开放了。苦菜花、石菖
蒲、野菊花、紫荆花……拥挤着，盛大而浩
荡地席卷着季节的风韵，花事繁盛。这些
花，俗常，卑微，像那些山上的赏花人。赏
花人大多是一些农人：大人，孩子；男人，
女人。寂寂地，悠悠地，似时光里飘过的日
子，无声无息。人寂，花也寂，可我知道，
花是依旧开着的。总有一些事物在光顾，比
如那些风，它们轻轻地拂过那些花，花香就
四溢开，氤氲在空气中，使得季节里有一种
迷人的醉意。风的低语，是对花的浅戏；比
如一只蝴蝶，她在花丛中翻飞，姿态翩然，
徐徐，像风中飘过的歌音。蝴蝶栖落在花枝
上，草尖上，花草就有了一种颤动的韵致，
季节的琴弦在弹拨，花瓣是跳动的音符，最
美的乐音从花瓣上逸出。

我好想到对岸去看花，可是，我最终没
有去，只是在此岸望彼岸。那些花，都是我
心中的最美的彼岸花。

或许，每一个人，都会有他心中的彼岸
花。

彼岸花
□路来森

鄙视也是一种力量
□马亚伟

小说

我们是一家以销售为主的公司，有销售必然有竞争。而我们最大的
竞争对手，无疑就是同事之间了。

同事小郭，有点与众不同。她从不和大家争。
一次，新同事小刘跑的一家客户，是小郭早就接洽过的。甚至小刘

与对方交流时，对方明确告诉她：哦，你们那的小郭，早就和我们有过
接触了。这等于是给小刘提了个醒。

小郭知道了这事，竟是有些反其道而行之。
小郭主动去找了那个客户，对他说：小刘是新人，业绩刚在起步阶

段，应该给予她一定鼓励。所以她想请小刘跟他们谈。客户当然对此很
不理解了，按理，谁做到的单，就该是谁拿提成，这没人会放着有钱不
赚，让给别人啊。小郭解释了半天，对方才勉强同意，说：行吧，想不
到你们真还同事情深。小郭微笑地说着谢谢。

客户是理解了，我们做同事的还是不理解。
我开玩笑地说：小郭，你这样做可是违反了咱们销售的操作准则啊。
小郭笑笑，说，下不为例。
再一次，倒也不是小郭让，是另一个叫大李的同事抢了。
那个客户，小郭联系了好几次，从一开始的说不通，到慢慢地有些

松口了。还没等小郭再进一步去把那单子拿下来。大李横插一杠，去找
了那个客户，还对对方说，是小郭让她去的。

那单子，就这样被大李签了下来。
事后，我们和小郭都知道了这事。
我们有些气不过，说，大李怎么可以这样呢，太不象话了！我们还

说，这可一定要给领导反映的，这样的行为可不能任其助长，而且，这可是
个大客户，提成一定不少呢！倒是小郭，还是很淡定，似是与她毫无关联一
般。小郭一脸平静地说，大李要做就让他做吧，反正客户很多，这家给他了
我可以再找别家，说不定我再谈也不一定能谈下来。我们真有些气急，说，
小郭，你就是太过于宽容了。小郭笑笑，说，是嘛。

不过，说来也怪。
就算是小郭的单子，或是给了别人，或是被别人抢去。每次，小郭

的销售量，还是能高居公司前列。这足够让人感到意外，不过，我们也
都知道，小郭的勤奋。在我们还没出去的时候，小郭已经去与客户见面
了；在我们已经早早回家休息的时候，小郭还在卖力地与客户交流。

不知道，是不是小郭的勤奋得到了回报。
公司在新一轮的中层领导调整时，小郭有些众望所归地被提为销售

一部主管。
在宣布任命的那天，我们拉着小郭，说，小郭，今天你这顿请客看

来是逃不掉了。小郭说，没问题，你们想吃什么，尽管点。
那天，其实我们吃什么是假，重要的是想从小郭那儿套些话儿，她

怎么就那么能宽容呢。
果然，几杯酒下肚，小郭脸色发红，就开始说了：其实呢，你们不

知道，小的时候，我特别爱吃肉。一盘红烧肉上来，我就爱自己占着
吃。当然，那么一大盘红烧肉，我当然是吃不下的，但我还是不愿意与
别人分享。我是怕别人分享了，我就吃不到了。

后来，我发现，是我错了。因为红烧肉往往被我占着，家里人就不愿意
烧红烧肉了，那我一样也吃不到。于是，我渐渐学会和家人分享，家里又经
常有红烧肉上来了。而且，我还发现，大家一起吃的红烧肉，还特别的香。

跑销售也是这样。客户是跑不完的，这家不做那家做，同事要做，
就让他们去做。都没关系的。就像一盘红烧肉一样，大家一起跑销售，
那才更香嘛。还有，就是我们要团结，团结了客户才能更多的谈下来，
公司才有更大的发展，大家的收入相应的也能提高啊。

我们又给小郭敬了酒，这次，是因为心服口服！

一起吃的红烧肉
□崔立

正是艳阳高照、紫气东来的美好季
节，背上相机，骑着单车，兴冲冲地到郊
外踏青去。绿的麦苗、黄的油菜、白的梨
花、红的杜鹃，加上叫的鸟雀、飞的蝴
蝶、蹦的青蛙、游的鸭子，给人的第一感
觉是“卷帘花气入，高坐鸟声喧”；不
过，我是不愿仅仅局限于感官享受的，因
为在我看来，季节就是一张图文并茂的精
美报纸，春夏秋冬是它别具特色的四个版
面，我这次出行，就是要给春天“打扮”
一个姣好的“容颜”。

占据头条的理所当然是一望无垠的麦
苗。其实对于麦子，我们并不陌生，那绿
油油的叶给人以昂然向上的信心，那细尖
尖的芒给人以不断进取的力量，那金灿灿
的穗给人以热情饱满的希望；并且它们自
始至终和和睦睦，真诚相待，手拉手，肩
并肩，共同分享阳光和雨露，共同对抗病
害与寂寞，没有一棵甘心落后，也没有一
棵独领风骚。这伟大朴素的禀性，难道不
正是勤劳农民形象的真实写照吗？确定了
这个深邃的主旨，最好还得配上一幅传世

的压题图片，法国画家米勒的名作《拾穗
者》最是合适不过了，你看呀，那三位拾
穗的农妇既没有自衿的神态，也没有苦涩
的怜悯，但是她们敢于在恰当的地方，恰
当的时候，适度地弯下高贵的身躯，以自
己的热爱和虔诚，捡拾着劳动遗失的果
实，补充着土地另一种沉郁的心情。如果
在此处需要做个链接的话，已故诗人海子
对这种心情诠释得算是比较透彻，因为在
海子的眼中，麦子就是粮食，就是生存的
根基，他在《城里》一诗中写下了这样的
诗句：“我最爱煮熟的麦子”；同时他还
常常以“麦子”自况，在《四姐妹》一诗
中，他说他自己是“空气中的一粒麦子，
绝望的麦子”。

报眼的内容比较难于取舍，“碧玉妆
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的杨柳，
“润物有情如着意，滋花无语自施工”的
春雨，“绿杨烟外晓寒轻，红杏枝头春意
闹”的红杏等等，各有各的特色，各有各
的韵致，假若处理不够妥当，可能谁也不
会服谁，给读者的印象也很难过目不忘。

但是，这小小的问题难不倒我，因为视
野中那大片大片的油菜花，无疑是这明
媚的春光里最能吸引眼球的贵重黄金，
不信请随我手指的方向望去，那热烈的
亮黄，那浓郁的金灿，由缜密的花瓣到
精致的蕊心，由村庄的边缘到大地的深
处，一浪紧接一浪，一波紧接一波，铺天
盖地地迎面扑来，既让你躲闪不及，又让
你欣喜惊叫：大地一旦披上了绿装，就茂
盛了起来，葱郁了起来，显得生机一片；
绿装一旦戴上了金帛，就丰盈了起来，荣
华了起来，呈现富贵一片！

确立了这两大版块的具体内容，下
面的排版我更是得心应手。那一垄垄的
蚕豆，那一畦畦的莴苣，那一片片的云
英，仿佛就是一篇篇朴素而厚实的散
文，将它们有机地集中在一起，就可以
策划成一个主题鲜明的专辑，我连题目
甚至都给它起好了，就叫“春意融
融”；当然，在春天的版面里，诗歌也
是不可或缺的，紫燕、黄莺吟的是七
律，蝴蝶、蜜蜂留的是五绝，蜗牛与蚯

蚓用它们的身子写下的则是长短不一的
现代诗，细细地品读，既清新明快又朗
朗上口，无怪乎振翅高飞的白鹭、柳间
跳跃的黄鹂那么嫉妒呢！

需要强调的是，我本身是个职业的
报纸副刊编辑，为了让自己编排的版面
生动活泼，富有美感，我总要选择许多
不同类型的底纹，加在版面的条块之
间，以起到一种烘托、点缀、装饰、渲
染的艺术效果。在春天，这些层次分明
的底纹是唾手可得，田埂上吐出新芽的
小草、地垄里随意开放的野花、池塘边
漫不经心的蝌蚪，无论选择哪一种，都
会使这个版面美观起来，生动起来；可
是就在我沾沾自喜、准备签发的时候，
突然发现春天的版面里还少了一样东
西，那就是文章与文章之间相隔的花
边，赶紧爬到高处举目四望，那些罗列
有致的田埂和潺淙流淌的溪水，不正是
我孜孜以求的吗？将这告诉正在努力向
上拔节的春笋，春笋也情不自禁地张开
小嘴，羞赧地微笑起来……

给春天排版
□钱续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