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被誉为“花鼓小镇”的郭河镇，女
演员在花鼓戏舞台上发挥了“半边天”
的作用。据《郭河镇志》载，1949年前
后郭河镇入志的花鼓戏女演员就有
32名。

旧社会称女演员为坤角。1940
年代，艺名赛云霞赵德新的戏班就有
2名“坤角”，分别是绰号大答毛、小答
毛的刘伏香、肖作君。她们跟随赵德
新戏班多年，直至全国解放。

家住埠湾街下头汪家岭的江汉名
丑余时喜是花鼓戏一代名师王成洲的
徒弟，也是王成洲的上门女婿，艺名赛
红云。他以种田为主，兼唱花鼓戏，他
领悟人性，带徒教戏有方。1958 年，
他收徒教戏，埠湾街后老台上的张末
姑、向德英成为余时喜的得意门生。
张末姑工正旦，向德英演花旦，成为方
圆百里的明星女演员。不少戏迷说，
台上有女旦，越看越想看。1960年秋

天，余时喜带班到红庙唱戏，先天下午
唱了《劝小姑》，群众要求第二天唱《吵
嫁妆》。余时喜连夜赶排。学徒聂翠
珍聪明过人，一学即会，第二天上场演
出，受到观众热烈鼓掌。

近几年来，郭河的花鼓戏女演员
也是人才辈出。特技女演员姜琼娥仿
川剧“变脸术”心灵手巧，动作神速，观
众目不转睛也看不出破绽。郭河花鼓
剧团女演员肖群琳在 2018 年仙桃市
第五届农民艺术节《绣花女传奇》饰柳
明月获一等奖。刘河村女演员那英既
演花鼓戏又唱民艺曲，是郭河镇群众
喜爱的女演员，也是郭河镇民间文艺
的传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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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届高中同学，现在都已
挤在“半百”人生的坎上了。

这些年，各种各样的中短期学
习确实多，接触到的老师也多，他们
或和蔼可亲，或严肃刻板，或风趣幽
默，或文静清新，可圈可点的，各人
用十个手指头也数不过来。

独有这样一个人，既是老师也
是邻家大哥，尽管只有几个月的师
生缘份，但这份师生情谊却可以延
续30多年，且时间愈久而愈深！

我们都叫你老师哥。
记忆中的你，小个头，浓眉大

眼，穿着随意，“T恤牛仔裤”的精装
标配，让你充满青春活力。

你一手拿教材，一手插裤兜走
进教室，极快地来到教桌前，左手放
教材，右手从满满的白粉笔盒里慢
慢抽出一支，根本不看书本不翻备
课，转身便在黑板上纵情演绎：

从“多情自古伤离别、今宵酒醒
何处”的凄婉惆怅，到“八百里分麾
下炙、沙场秋点兵”的大气磅礴；从

“争渡争渡，惊起一滩鸥鹭”的闲暇
舒适，到“溪云初起日沉阁，山雨欲
来风满楼”的淡定自如。

这一群只知道苦读书死读书的
学生，在这个满头乌发的班主任每
日绘声绘色的诵读中，突然发现：

粉笔在黑板上同样可以展示出
自己的刚劲与飘逸；

这些陈词滥调，原来是这样的
优美、迷人、生动，让人遐想，催人奋
进，“绕梁三日，余音不绝”；

枯燥乏味的高中学习里，同样
有清风拂面、鸟语花香；

萌动青春期里的表白，不再是
“为赋新词强说愁”，同样可以“羽扇
纶巾”、“口若悬河，舌灿莲花”。

在那个渴求知识却极难大规模
获取知识的年代，也是你，教会了我
们自己动手满足对知识的追求：三
五名热心同学连夜将借来的“精品
书籍”中的精华摘抄、刻写在蜡纸
上，然后，十指黑黑地油印出来；第
二天早早地把“战利品”放在每个同
学的桌子上，看他们一脸惊喜地伴
着墨香认真地品读。

绝无空洞说教，但有身体力行。
朝夕相处时间虽短，但受到的

熏陶却历久弥坚，受益无穷。
影响力到底有多大呢？有诗一

首佐证：
青砖黛瓦八字梁，高二学子求知堂。
两耳不闻窗外事，书山学海谁不忙？
朝伴轻纱晚花黄，妙龄青春无邪狂；
新诗旧词总煽情，引折一众多情郎。

高中的我们，“只争朝夕，一心
只读圣贤书”，知识面窄、看问题肤
浅；争论起来，观点却新奇激进！一
朝有机会听当班主任的你，纵横讲
述中华五千年的历史，中外成功人
士励志的传奇，心情澎湃、热血沸腾
之余，只感觉需要学习的东西太多
太多。

只可惜，这万人争过独木桥的
高考，让我们中的大多数名落孙山，
提前跨入社会，在迷茫中寻找人生
的奋斗目标；如今的我们，芳华不
再、两鬓斑白，可唯一未变的，还是
热血满满，豪气冲天！

我们在工作、生活、情感中的不
顺利、不舒心、不满意，可以在办公
室、在茶室里、在酒桌上向你倾诉，
向你宣泄；

你总是面带微笑静静地听，不
避污言秽语，不敷衍塞责；耐心分析
原因、讲解方法对策；完全没有老师
的架子，多的是挚友间的坦诚，直击
问题要害，提出改正、强化的建议；
聊天过后，还不忘时刻提醒、叮嘱几
句。

有几家的小孩子，喜欢看书写
心得、感受，偶尔也有稚气未脱的

“豆腐块”在报纸上刊载；你知晓渊
源后，一次次找机会点拨，拿身边成
功的例子鼓励孩子们继续大胆地练
笔，着实让孩子们有满满的成就感。

看似置身事外地劝说，却能一
直给予对方鞭策、鼓励；这是“随风
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境界。

有人因杰出贡献实现人生理
想，有人以富甲一方完成人生目标；
还有一些人，坚持用言传身教赢得
尊重，你，属于这类人！

此生能有一人，亦师亦友亦哥，
足矣！

感谢有你——我的班主任，我
的雷哥！

圆梦大学家庭贫困的你是否为
教不起学费而发愁，国家生源地信用
助学贷款专为有梦想的你而来，符合
条件的我市学子向市教育局申请，每
人每年可贷到 8000 元，全日制硕博
研究生最多可贷到12000元，在读期
间利息全部由国家买单。只要你是
在读的大学生，都可办理，建档立卡
贫困学生，无需进行家庭经济困难认
定。具体办理流程如下：

一、申贷条件
1.全日制本专科(含高职生)、研

究生。
2.学生本人入学前户籍、其共同

借款人户籍均在本市。
3.家庭经济困难，本人及其家庭

的经济能力难以满足在校期间的学
习、生活基本支出。

二、申贷政策
学生在读期间的贷款利息由国

家财政承担，毕业后贷款利息由本人
和共同借款人共同承担。

三、申贷额度
全日制普通本专科:每人每年申

请额度不超过 8000 元;全日制研究
生:每人每年申请额度不超过 12000
元。

四、办理时间
1.远程受理（针对续贷学生）：8

月3日一8月14日（双休除外），此时
间为市教育局网上审核时间。远程
受理学生无需到市教育局现场办理。

2.现场受理（针对新贷学生或无
法通过远程办理的续贷学生）：8 月
18日—9月30日（双休除外）。

五、现场受理地点
仙桃市教育局学生资助管理中

心（咨询电话：0728-3314899）。
六、办理流程
（一）远程受理流程（无需提交任

何资料）
1.工具准备：自备安装支付宝

APP手机。
2.网上申请：登录国家开发银行

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信息系统（https:
//sls.cdb.com.cn/），更新个人及共同
借款人信息，点击“申请贷款”。

3.身份认证：选择“线上签订合

同”-“同意协议书”-生成合同-“人
脸识别”。

4.完成申请：回到在线服务系
统，点击“我已完成身份认证，点击查
询”。等待市教育局审核。

5.市教育局审核:5个工作日内市
教育局进行审核确认-借款学生收到

“回执验证短信”（可登录在线服务系
统下载打印“受理证明”）。

6.高校审核录入回执：学生到
高校报到时，将“回执验证短信”
（或受理证明）交给学校，学校进行
资格审核。学校在 10 月 10 日前进
入系统录入回执，生成合同电子回
执。

7.贷款发放。国家开发银行预

计于11月中旬通过支付宝将贷款资
金拨付学生支付账户，支付宝按电子
回执金额将学生应缴学费和住宿费
划拨至高校账户。

（二）现场受理流程
1.网上申请（网址同上）: 网上申

请后，导出并打印《申请表》《家庭经
济困难学生认定表》，已经预申请和
续贷学生无需“认定表”。

2.现场办理提交材料:
续贷学生: 借款学生或共同借款

人任何一方签字的《申请表》1份；借
款学生或共同借款人任何一方身份
证原件。

新贷学生: 借款学生本人签字的
《申请表》1 份；《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认定申请表》（已预申请的不用提
供）；录取通知书（在校生为学生证或
学籍验证报告）；借款学生和共同借
款人双方身份证原件、户口簿原件。

3.现场办理签订合同-并领取
《受理证明》和“合同副本”。

4.高校审核录入回执:学生到高
校报到时，将《受理证明》上交高校，
学校进行资格审核，并在 10 月 10 日
前进入系统录入回执，生成合同电子
回执。

5.贷款发放。国家开发银行预
计于11月中旬通过支付宝将将贷款
资金拨付学生支付账户，支付宝按电
子回执金额将学生应缴学费和住宿
费划拨至高校账户。

仙桃市2020年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办理公告

●张泽雄（市公安局）

老 师 哥

摄影 晴霄

子夜时分，这条路来了船只，来
了大爹大婆，大包小包，锅碗瓢盆、
被子行李。淌水过来的还有农用
车、小三轮、鱼车。来不及转运的农
资饲料，也挤上这条攀高的路。与
此同时，来自四面八方的问候与关
切如眼前的雨帘，让各大城市与这
条路相拥一起。

不久前，这条路，有人走，有许
多人走，现在格外不同。连续的大
雨，道路早已被流水浸泡，远处的鱼
池，没去了周围的田界。鱼儿浩浩
汤汤，公路、旱地、稻田，甚至房屋
内，都有鱼儿跳跃。排涝的人们去
去来来，水位也在起起落落。

这条路连串着农家揪心的痛。
路的起始段，堤坡上下，被水浸

泡过的菜地早已没有了生气，餐桌
的落寞勾起了老农们把平常的目光
投向了这条不寻常的路段。

“今天又收获啦！”
“是呢！路上有宝哦。”
随着雨中声音的飘飞，可以依

稀分辨出农家言语里流露的竟是满
足的语调，双手提起的编织袋，鳝
鱼、泥鳅、鲫鱼挤着撞着，小龙虾铁
色硬壳举起的钳夹闹着示威，肆虐

的雨仍然轰轰烈烈，喷落的水花貌
似荷花……

丝网、地笼、濠子……我的正在
养殖的渔夫们！

路的两旁，掩映那稀稀落落房
屋的经济林大树一直摇摇摆摆。多
少年了，房屋依旧太平，清一色的老
人，身板不算硬朗却很倔强，问到子
女，习惯性享受地笑了，他们呀，上
海、广州、北京、杭州满天地飞呢！
路头熊婆一边介绍，一边还有屋顶
漏下的雨水，掉落在那褶皱茂盛、日
渐凹陷的脸上。树林并不宽，却很
长，围绕着村湾扭来扭去，像条龙伏
着。大雨连续地下，除了阵阵雨哗，
树林寂静得严肃。

这里的水涝说来有多少天了
——

从通顺河沙湖集镇段延伸下
去，30里，岔个方向，另一条水道与
通顺河呈“丁”字形直通往东荆河，
我们称这条水道叫改道河。人们熟
知的大院子闸，就建在东荆河大堤
上、改道河的尽头。九八加、一六汛
过后，为了进一步保障仙桃整个东
片地区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
政府拨款立项，在大院子闸内岸大

兴土木，兴建一座泵站。目前水下
工程已经完成，原计划今年上半年
水上工程竣工的，无奈一场新冠病
毒肺炎疫情席卷而来，工程停工，被
切断的改道河堤匆忙间，在轰鸣的
挖机簇拥下，形成一道围堰新堤。
可地基并不稳，雨水冲刷，渗漏、散
浸地段，长度达300余米，防汛填压
大军日夜轮番拼命，2020 的抢险，
个中艰苦呀！

外压，河水盆满钵满；内涝，种
养殖产地一片汪洋。问题是，大雨
仍然倾盆，为确保新堤，内垸排涝的
所有小型泵站被命令停排！

这条路人们走的更勤了。
水泥路成了水路，成了老百姓

脸上的晴雨表。这张表印在我的脚
下、也印着路旁的树林……

“今天水位怎么样？”
“我们还有没有希望？”
和群众一样，我穿着下水衣走

过这条路，连旁边淌在水里的树林
都屏住了呼吸。

“有的有的，办法总比困难多。”
我知道问候与搭讪，心是紧的，

也是齐的，前面总会有希望。就是
凭着这份执念，村里的干部群众一

条心地筑子堤、加月堤，展开生产自
救，给了这条路无以复加的厚重！

7 月 7 日，一个彻夜无眠的日
子。我接到命令，奉命组织群众连
夜转移，改道河新堤可能要分洪了！

但，人们挺过了天明，更让分洪
成为了传说。

若生命之中不曾走过弯路，又
怎么会懂得茁壮成长？不曾有过劳
作的艰辛，又怎么会知晓重生的喜
悦？

改道河沿岸保丰垸近4万亩良
田安然无恙！

7 月 15 日，这条路上的人们仍
然来来往往，路上的情景却在不断
变化，小船淌、下水衣泅、套鞋过
……当第一个人穿着皮鞋来到田间
地头的时候，干干净净的世界笑
了。我也笑了，分享着大家伙脸上
的喜悦。

忽然，一阵尖啸开始鼓捣我的
耳膜，路旁的树林打破静默，知了发
出了第一个欢快的叫声。哇！我知
道，明天开始入伏了。蝉鸣，唤醒了
我的思路，让我想着明天，想着农家
的艰辛与喜悦，想着……城乡一体
的未来！

●雷学锋（市政协）

赞北斗三号
百代梦遥探银河，今见卫星往来梭。
巡船揽月窥天象，精准度势密机合。

卄六研制方位准，五九穿超迷宫多。
遨游宇宙电波送，捍卫和平奏凯歌。

●李庆成（市孔子研究会）

梦里水乡吟（三首）

七律·题梦里水乡
仿佛梦中仙境游，微波澹澹吻轻舟。
云林覆海天湖耸，细雨润杉油碧流。
翠顶喳喳灵雀舞，野庄袅袅柳烟悠。
东坡赤壁千盅少，最憾无缘新沔州。

七绝·水上林海游
真如水上化活石，杉海参天叶更青。
航道潜伸肠九曲，游船疑似碧空行。

蓦山溪·梦里水乡行
徜徉曲径，弱柳含羞笑。泽国透馨香，翠生生，青青芳

草。波欢浪闹，奋涌绿杉宫。争相报，嘉宾到，枝舞雀鸣俏。
思飞穹昊，往事知多少。满目尽苍凉，有诗仙，扬帆借道，

放翁北进，獾蟒每侵扰。桃源妙，何足道，归梦魂牵绕。

●吴国荣（沙湖镇政府）

第一声蝉鸣

●印晓理（市作家协会）

花鼓小镇“半边天”

●李智敏（彭场镇共同村）

抗 洪
——献给战斗在抗洪一线的人们

庚夏连雨起洪魔，银河倒泻肆虐河。
良田精塘遭灾害，大街小巷变泽国。

堤坝昼夜先锋守，沙袋千斤热血托。
并肩奋战驱水患，骇浪人潮荡雄歌。

●田阳春（西流河镇振兴街八十号）

咏 柳
日照湖岸柳，
柳丝绽新绿。
迎面相逢吻笑脸，
转身欲离牵衣袖。

风吹河边柳，
柳丝飘左右。
舞姿翩翩迎风摆，
婀娜多姿展娇羞。
惹得情哥邀小妹，
回乡创业手拉手。

雨洒村头柳，
柳丝频招手。
扶贫干部进村来，
复工复产巧运筹。
种植养殖上项目，
帮贫助弱奔富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