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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声中的青春岁月
■ 环境系 环 82 | 李李强

菁菁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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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我去宿舍的 5 字班女生把我

何明斌。五个人花了很长时间才彼

——⼀一场游戏⼀一场梦

带 到 2 号 楼 的 2024 房 间， 我 怯 生

此了解了对方的来历，何明斌的普

懵懂的少年从祖国四面八方聚

生地问她是否认识我一个未曾谋面

通话基本是讲三句话只能听懂一句。

到清华园，仍然未脱稚气的我们，

的师姐，没想到她本人就是，真巧！

头两天，五个人都是同进同出，食

面对中国最高学府校园里的人来人

一下子就感觉异常亲切！她一考上

堂、英语考场、开学典礼，和其他

往，流露出怯生生的眼神，怀着忐

清华，就举家搬到了省城，所以她

宿舍的同学基本没有多少交集。开

忑的心情、但也怀抱着曾经的豪情；

很急切地向我询问老家的情况，说

学典礼上，第一次见到了全班同学。

而此时，面对这菁菁校园，却突然

起那熟悉的街道和校园，我的眼睛

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杜鹏飞和赵勤。

觉到了一种渺小和不安……

突然就潮湿起来。

杜鹏飞是第一任班长，开学典礼上

1988 年 9 月 5 日清晨，我和另

送走师姐，一个阳光男孩走进

他和很多同学貌似已经很熟悉了，

外三个考入清华的老乡一起，坐了

2024 房间，满脸微笑着问我从哪里

赵勤也是，和一些同学说话时好象

近 40 个小时的闷罐车来到首都北

来，这是我在环 82 认识的第一个

他们在高中就认识了。开学典礼那

京，这是我们第一次走出江西省。

人——蒋斌，从小生长在北京的南

会儿，大家都是以宿舍为单位坐在

印象最深的就是车厢里的几个北京

方人。正好我的铺盖卷就扔在他的

一起。来清华的学生都想知道别人

爷们儿，他们开始说话特别牛气，

上铺，我就成了睡在他上铺的兄弟。

的高考分数，通过窃窃私语，我记

声音也大，和别人说起话来好像人

北京人就是自来熟，他告诉我他们

得好像是钟焕同学的考分最高，可

家都是土包子；后来旁边的人问我

北京的同学提前一天就报到了，还

惜钟焕在二年级就早早退学去了美

们是去哪一所大学，我们一说清华

把 2030 房间的张晓喊了过来。张

国，在环 82 只留下了一道美丽的痕

大学，这几个北京人脱口而出“我 X，

晓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那锃光瓦亮

迹。

这么牛逼啊”，此后再也没有听到

的额头和极厚的眼镜片。三个人说

英语摸底考试，对很多偏远省

他们大声说过话。

了好一会儿话，我才开始适应那卷

份考来的学生，无疑是一次晴天霹

出火车站，一眼就看到了清华

舌的普通话。说话间，来自内蒙的

雳。自己第一次被分在了群体最大

大学的校旗，它在诸多学校的校旗

高劲松同学怯怯地在门口问，这是

但也是最差的一级班，看到不少同

中格外醒目，因了那夺目的红色和

2024 吗？第一顿饭就是我们四个人

学进了二级甚至三级班，心里那个

振聋发聩的名气。上了校车，一路

一起去五食堂吃的，看着那白花花

难受，第一次感到了一种从未有过

上也不知道经过了哪些街道，只有

的大馒头和食堂师傅那油渍麻花的

的深深的失落，第一次体会到“天

一个感觉：马路真宽，人真多，车

衣服，第一次感觉爸妈做的饭菜有

外有天”这句话的含义。第一次无

也真多，尤其是自行车。经过一个

多可口！

机化学考试，几乎所有人都亮了红

多小时的颠簸，终于进了校园，从

下 午 躺 在 床 上 休 息， 班 主 任

灯，把大家郁闷坏了，来清华前谁

南门进来，南北干道带给我们极强

张洪涛老师和辅导员刘安波老师都

的自豪感；不一会儿就到了大礼堂

来看望新同学，我从上铺跳下来，

时 光 转 眼 飞 逝 而 过， 思 念 父

前，几个高年级的学生热情地帮我

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只知道他们就

母、思念同桌的你、思念高考后散

们把铺盖卷拎下车，送到环境系的

是今后罩着我的老大了！陆续地，

在各地的同学。逐渐适应了清华园

报到处。

2024 聚齐了江苏的蒋建国和广东的

的生活，融入了新的集体，每天奔

有过这样的成绩啊！

走在宿舍、教室、图书馆，全力追

小巧玲珑的布依族姑娘童玫、字迹

每个人都会做出最适合自己的选择。

逐心中有过的梦想，偶尔也会抛开

娟秀见多识广的北京女孩王敏、来

进入三年级后，我们每天投身

心头的压力，让自己整晚呆在宿舍

自天府之国的漂亮川妹子袁桅、能

于教室、实验室和课外发展的实践

里，放任自己度过一个不自习的夜

歌善舞的鲜族姑娘尹凤花、还有外

课堂中。很多同学开始进入课题组

晚……那时，经常想到的一句话就

隽内秀天资聪颖的林杉。她们住在

打下手，就为毕业那年能够进同一

是，一场游戏一场梦！

851 和 961 两个新斋的宿舍，也时

个课题组做毕业论文。当时就因为

接下来的一个月时间，思乡之

常邀请男生们周六晚上前去小聚。

听说核组 ( 现在的固体组 ) 有几台

情一发不可收，那时很多人从来没

记得那时主要的娱乐方式就是听磁

286 计算机，很多人都向往着能够

出过远门，第一次出远门就是到大

带，听当时流行歌星的专辑，真王杰、

去核组做毕业论文。我和齐兴育、

学报到。每晚自习结束后，几乎所

假王杰、齐秦、童安格……。

卢旭阳、王宪、蒋建国、王敏、林杉、

有人都会趴在桌上写信。班上选举

渐渐地，班里的活动开始多了

戴少艾等同学有幸一起进了核组。

干部，也不知怎地我就成了和老杜

起来，足球队也成立了，主题班会

那时核组的 Digger（挖金子）游戏

搭档的第一任团支部书记。逐渐地，

一个接着一个，张老师和刘老师也

排行榜也是全系闻名的，也正是因

每天的午饭和晚饭时间也开始互

从这样的活动中不断熟悉每一个同

为有那几台 286 电脑，每天的课余

相 串 串 门， 知 道 了 2025，2030，

学，带领我们熟悉班里、系里、学

时间，挖金子的音乐就在机房里此

2031 是同班的男生宿舍号。中秋联

校里的学习和生活。那时每天晚饭

起彼伏，以至于那时经常在睡梦中

欢晚会上见识了老杜的书法，于是

后所有的宿舍肯定是空的，直到自

都萦绕着那一段单调而重复的音乐。

2024 宿 舍 的 雅 号“ 彧 阁”、2025

习时间结束，大家回来后纷纷洗漱

在核组做实验的日子很单纯，我的

宿舍的雅号“胡庐”竟采用了老杜

然后上床看书、看信、写信，熄灯

导师白庆中老师正好在英国帝国理

这样的书法大家的作品。一曲《凯

后就天南海北地神侃，真正理解了

工大学做访问学者，我就得自己开

旋在子夜》，成了王敏、袁桅、张晓、

北京人把聊天称为“侃大山”是什

题、自己设计试验装置、自己写论文，

蒋斌和我的歌唱组合在今后的保留

么意思了。要是哪一天谁没去上自

同时因为这个自由人的身份，组里

曲目。逐渐认识了“胡庐”里黝黑

习，晚上十点同宿舍的人都会七嘴

谁有需要帮忙的，我都有时间掺和。

的东北汉子邵忠伟，一口京片子的

八舌地“质问”原因，搞得你跟犯

记得王敏那时设计加工的是一个高

赵勤，冬天睡凉席的李文广，敦实

了多大的错误一样。之后，“身体

压反应釜，当时怎么设计，到哪里

的胡国平，还有胖胖的赵斌。还认

不舒服”之类的说法都不能成为不

加工零配件，我都参与了讨论。第

识了 2030 宿舍里乐观睿智的何涛、

去上自习的理由，每个人都珍惜着

一天通电后，大家都离开了那间实

白净秀气的高朗、慈眉善目的李长

每一天的大好时光。真怀念那时念

验室，生怕有什么意外，因为要加

庆、后来变得“不很土”的柯细勇、

书的氛围！

到至少 3 个大气压的压力。这样的

内敛的钟焕、帅气逼人的王亚军；
2031 宿舍里才艺双全的杜鹏飞、上

思路在当时算是比较超前的，而现

成⻓长

在已经有很多人在使用同样原理的

海大男人王正达、能认出所有名车

——⾛走过咖啡屋

大反应罐处理有机成分比较高的垃

的曹崖峰、11 月还在穿凉鞋的陈文

“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

圾了。后来在临近毕业那段时间，

雄、前面说到的聪明透顶的张晓和

这样一句朴实的口号，激励着我们

我还自告奋勇和一个研究生一起去

腼腆的唐芸。

天天锻炼身体，天天钻研苦读，我

天津出了趟差，在海河大桥上因随

环 八 的 女 生 还 是 不 少 的，30

们开始了社会实践，开始进入到不

便问了一个摆地摊的人价钱，就被

个人中有 8 个女生：“面向大海春

同的课题组，和老师老生一起，攻

强卖了两个打火机，花了 50 元钱，

暖花开”的北京女诗人袁媛、戴黑

克“七五”、“八五”攻关难题。

当时差点就动刀子了。要知道，那

边眼镜酷似中学女教师的王海晶、

科技登山队、政治辅导员、文体代

时的 50 元钱够在清华一个月的生

总是满眼含笑很少说话的孙晓莉、

表队，面对着人生不同的十字路口，

活费了！打那以后，我对天津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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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说不出来的畏惧感。

对自由、对爱情的向往。逐渐地，

天想你，天天追寻着你的消息，我

我从三年级下学期开始，多了

我们开始发现，周末时女生们不再

们是相亲相爱的兄弟姐妹一家人！

另外一个身份——清华文艺社团的

像一二年级时那样时常到男生宿舍

什么时候，我们还能再次回到这个

军乐队大队长，后来又做了团长和

来串门了，90 年起女生宿舍已经变

挥洒了我们五年青春美好时光的家

辅导员。按照学校的规定，文艺社

成了“熊猫馆”，男生们只许远观

啊？

团的学生干部除周末外必须集中住

而不可随意出入了。女生们开始频

离开校园以后就没再睡过上

宿，不同年级不同队别都混住在一

频和清华的师哥们约会，当我们把

下铺。随着高晓松同学那首《睡在

起，俗称“集中班”，有点集中营

视线投向低年级的师妹们时，却发

我上铺的兄弟》的流行，脑子里经

的感觉，还一度实行过一段吹号熄

现我们并不是她们的菜。那时还时

常浮现出当年卧谈会的场景。那时

灯。从那时起，我除上课和在实验

兴结友好宿舍，当看见别的宿舍有

没有了白天的各种身份，就是宿舍

室的时间外，和环 82 班同学们的生

一些外校的女生频繁往来的时候，

里的老大、老二……像亲如一家的

活少了一些交集。不过我还是会时

我们心里也蠢蠢欲动起来。那时，

兄弟姐妹那样聊天。那时的我们也

常回到班里看看，后来系里也搬到

高劲松有同学在中央财经大学，蒋

猜过，女生宿舍卧谈会的内容是什

了我住的那栋楼，就方便多了。记

建国有同学在北外，有几个周末我

么，最后一致认决他们应该也在讨

得那时有几次半夜有直播的足球赛，

们就由老大何明斌带队和有关同学

论我们男生，于是大家就肆无忌惮

但系里的电视机锁上了，年级里的

一起前去洽谈。每次他们两人去的

地开始讨论班里的、年级里的、系

一些球迷就会找到我，想要到文艺

时候，另外几个人就在宿舍里翘首

里的女生。当然我们也谈理想，谈

社团的活动室看球。因为不能出声，

以望。那时没有什么通讯方式，只

人生，那时的我们又有谁能想象 20

所以那几场球看得有点压抑，不过

能等到人最后回来才知道结果。那

年后的我们会有怎样的一番人生经

我能“以权谋私”为同学们做点什

时的两次尝试均以未果告终，五颗

历？！

么，心里还是很安慰的。有时我回

年轻的心都承受着隐隐的痛。那时

记得那时最令人动心的一个约

到班里的宿舍，发现我的床上躺着

看着熄灯前女生宿舍楼前的缠绵，

定来自张晓：毕业十年后请全班同

陌生人，一打听才知道是班里某个

我们都故作潇洒地从旁边擦肩而过，

学吃大餐！那时说这话的豪情如今

同学来的老乡。对方一听说是我的

目不斜视。形单影只，一群老爷们

仍然历历在目。其实，只要大家聚

床，都急着要下来，我都说没关系，

去食堂吃饭的时候，就都对着认识

在一起，就是精神的饕餮盛宴！如

继续睡吧。那时的我们，不但床可

的在食堂饭桌上卿卿我我的一对对

今已经过去了 20 年，等待我们的

以允许别人睡，就是饭盆都可以互

挤眉弄眼，非把人家弄得兴致全无

仍然是一次美不胜收、妙不可言的

相借用的。这可能在今天的校园是

草草收兵去上自习了。

大餐，不是吗？！

不可思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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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学，走了这么久，你变了没

一双双，一对对，开始出入于

睡在我上铺的兄弟

有？ 20 年 了， 你 还 好 吗？ 当 年 我

食堂、大礼堂、舞厅，甚至熄灯后

——天天想你

们没有财富，也没有遥远的承诺，

的女生楼前。大学生之家的角落，

一个个熄灯后的夜晚，我们总

但至少可以相互拥有；心里一直想

荷塘月色的小径，荒岛上的长椅，

是有那么多话题可以谈及，可以爆

着，会有那么一天，不用再一个人

至今还能听到那山盟海誓的约定，

笑，那么无拘无束，那么淋漓畅快！

孤孤单单地回家；会有那么一天，

那你侬我侬的隐约传说！

1825 个夜晚，我们留下过多少耐人

不用迷失在走过的天桥上。会有那

在 日 复 一 日 的 忙 碌 中， 也 会

寻味的卧谈记忆，睡在我上铺的兄

么一天，我们会飞到天外的天；会

有那么些个空闲下来的时间，我们

弟，如今你是否还能记起？每次当

有那么一天，我们会拥有自己的空

都会沉默，都会出神地看着远方，

我伫立在窗前，总能想起你越走越

间；会有那么一天，我们会拥有更

远方有心中的梦想，也有心中的希

远的身影，你是否能够听到我内心

多更好的明天；会有那么一天，面

望。没有什么能够阻挡，少年心中

对你的思念，我亲爱的同学？！天

对我们的路，绝不后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