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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前，4 位温州学子来到富阳学院求学
三年里，他们走遍富阳的大街小巷，这里成了他们的
“第二故乡”
如今即将告别富阳，
他们写了一封信给区委常委、宣传部长夏芬——

“感谢富阳，感谢学院，感怀青春！”
记者 邵晓鹏

“三年后的今天，我们即将毕业，我们将要怀抱着我们
的憧憬离开富阳学院，离开鹿山，离开富阳，以我们优异的
成绩投入大学的怀抱。我们不会忘记富阳学院——我们的
母校；不会忘记富阳——我们的第二故乡；更不会忘记那一
汪美丽的春江水！”富阳学院学前教育专业即将毕业的 4 位
来自温州的学子在一封写给区委常委、宣传部长夏芬的信
中如是写道。
这 4 位学生分别是来自富阳学院 14 学前教育五年一
贯制 1 班的董鑫、叶可可、左欣妮以及来自 14 学前教育五
年一贯制 2 班的温旎，他们的原创音乐剧《红苹果——当你
老了》在富阳区首届文明家庭发布会上成功演出，受到了与
会区领导和嘉宾的一致好评。在表演结束后，他们把一封
已经写了好几天的信送到了正在参加发布会的夏芬手中。
在信中，4 位学子讲述了自己在富阳的学习生活经历，表达
了见证富阳发展的欣喜和对富阳的眷恋。

为美丽富阳献上最美好的青春记忆
董鑫、叶可可、左欣妮和温旎都
是学前教育专业的学生，对他们来
说，
“《红苹果——当你老了》这场音
乐剧就是我们为美丽富阳献上的最
美好的青春记忆，同时也给我们三年
的富阳之行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红苹果——当你老了》原本是
一部哑剧，由区委宣传部指导，富阳
学院团委打造。在排练过程中，董鑫
他们发现，哑剧表演需要非常强的表
演功底，他们很难演出剧本要求的表
演张力。联系自己的专业学习，他们
觉得，如果配上音乐，把一些情景和
对话用舞蹈和歌曲表现出来，会不会
更能发挥自己的优势呢？
于是，在编剧何森以及富阳学院
教师团队的帮助下，他们开始将剧情
以音乐剧的形式呈现出来。这部剧
以红苹果为主线，讲述了父母在陪伴
孩子成长过程中所经历的生活过
往。剧中的很多剧情对于这 4 位从
温州来到富阳求学的学子来说深有
感触。
董鑫饰演的是剧中的爸爸，对他
触动最大的就是他在剧里送别考上
大学、即将远行的女儿的那段情景，
“之前，我从小到大都生活在温州，晚
上都是睡在家里，来到这里上高中，

只能在节假日才能回家。演到这段
剧情，我就想到了自己的爸妈”。
叶可可在剧中是舞蹈演员，负责
配舞，她跳舞的配乐是《时间都去哪
儿 了》这 首 歌 ，
“我记得有一次在
KTV，我就给妈妈唱了这首歌，现在
和着歌跳舞，我的脑海里想的都是妈
妈陪我长大的情景，将这些感情都融
入了舞蹈里”
。
演完这部剧，左欣妮想对自己的
父母说一句“对不起”。她在剧中饰
演的是女儿，
“ 有一幕剧是女儿在为
高考做准备，剧中的妈妈来端汤给女
儿喝，女儿很不耐烦，我就想起以前
没来富阳读书，我在家也是这样对妈
妈的”。和她有同样感受的是剧中饰
演妈妈的温旎，
“ 我演不出妈妈那种
既关心又担忧的感觉”。于是，温旎
去请教了自己的妈妈，
“她告诉了我，
当初我在家时，她是怎么担心我口
渴，又怕打扰我学习的心情”
。
“我们把心里话都唱出来了。”音
乐剧中的唱词都是 4 个人一起创作
的，一边排练，一边修改。而旋律则
是由温旎负责，
“ 很多歌唱都是运用
了我以前比赛过的歌曲旋律，进行了
改编。
”她说。

《红苹果——当你老了》表演现场（从左到右分别是董鑫、
温旎和左欣妮)

“阿拉富阳宁，富阳是我们的第二故乡”
在富阳的这三年，董鑫他们见证了
富阳的发展，
“ 三年来，我们不仅学到了
知识，也看到了富阳天翻地覆的变化，鹿
山新区拔地而起的现代化高楼，江滨西
大道风车沙滩，还有那越发清澈的春江
水，就连我们所在的鹿山农村也有了诸
多可以信步游览的乡村公园，这一切让
我们越来越舍不得离开。”他们在信中写
道。
“富阳是我们的第二故乡。”这句话
常挂在嘴边，在心中也确实是这样想的，
今年 18 岁的他们从小到大不是在温州就
是在富阳。
“ 除了寒暑假，我们几乎都没
怎么回家，特别是高三这一年，就过年那
会儿回去了一次。
”叶可可说。
他们 4 人在富阳学院鹿山校区，离富
春江不远。
“每次离校回校都能看到富春

江，感觉很亲切。”董鑫说，
“温州有瓯江，
但是瓯江边都是高楼大厦，商铺林立，而
富春江边都是自然风光，早上还有人在
江边晨跑，
看着很舒服。
”
左欣妮平时也喜欢去富春江边散
步。她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假期散步路
过秦望广场，看到好多大妈在跳广场舞，
“我也是学舞蹈的，看着她们跳得很嗨，
也忍不住跟着跳了”。跳的过程中，她发
现，
“阿姨们都很欢乐，很有精气神，对我
很热情”
。
在高三第一学期时，温旎的爸妈过
来看她，
“他们很喜欢山清水秀的自然风
光和古色古香的建筑，就一起去了龙门
古镇”。在那里，温旎带着爸妈看古建
筑，赏风景，品富阳美食，
“他们超级喜欢
龙门，还说今年毕业了来接我要住龙门

客栈”
。
刚 到 富 阳 时 ，他 们 听 不 懂 富 阳 话 ，
“宿管阿姨是富阳人，有时候她说着说着
就会问我一句，
‘ 你听得懂吗？’”董鑫回
忆。如今，他们都把“阿拉富阳宁”
（我们
是富阳人）当做了口头禅，说话也会带着
“个么”
（那么）这些语气词，
“我们回到温
州，同学聚会时，他们都问我们说话怎么
有了
‘外地口音’
。”叶可可笑着说。
对富阳的特色美食，他们也很钟爱，
温旎喜欢吃龙门油面筋，
“在龙门吃了正
宗的，和学校食堂的不一样，超级好吃。
还有龙门的米酒，特别好喝”。董鑫则对
新登烧饼情有独钟，
“第一次是同学带来
给我吃的，之后，只要他回新登，我就会
让他帮我带些来”
。

和叶可可都参加了学校组织的集训，
“从
早上 8 点练到晚上 8 点，身上的衣服就没
有干过，往地上一躺，就是一个湿的人
印”。辛苦的训练换来的是收获的喜悦，
“可以说，富阳学院啦啦操的天下都是我
们这批队员打下的”
。
初中三年，从小就学唱歌的温旎正
处于变声期，
“我一度以为自己的音乐梦
可能就此止步”。正当心灰意冷时，她来
到了富阳学院，选择了幼师专业。在高
一时，学业没有那么紧张，她一有时间就
往琴房里跑，凭着老师的指导和自己的
不断摸索，终于找到了唱歌的方法。她
还参加了学校的合唱队，在富阳区中小
学艺术节的比赛中得了一等奖，参加的
小组唱在杭州市取得了一等奖，校园里
的元旦汇演和一些活动都会看到她的身
影。
在富阳的这几年，虽然远离爸妈，但
他们都感受到了富阳的温暖。
“我后桌就
是富阳人，他经常给我们带吃的。”左欣
妮开心地说，
“ 刚到富阳那会儿，富阳的
同学们还会带我们在富阳逛，熟悉富阳
的大街小巷。”当然，后来他们就都可以
自己出校门走遍富阳，
“现在富阳的同学
们都觉得我们比他们还熟，特别是美食
店，
都要来问我们了”
。
“老师对我们也很关心，不管是学习

还是生活。”董鑫补充说，
“ 像我们班主
任，对我们每个人都很了解，有什么事也
是根据我们的特点来找我们商量，让我
们自己做决定。”
下周一，富阳学院将举办这届毕业
生的毕业汇演，董鑫他们 4 人都将在舞台
上表演。
“ 我们每个人都有好几个节目，
我和左欣妮是舞蹈，董鑫和温旎是唱歌，
董鑫还要主持。”叶可可说。这段时间，
他们刚好在富阳的各个幼儿园里实习，
“我们白天在幼儿园工作，晚上回来再排
练。我们都希望能把自己三年来的学习
成果展示给母校。”
毕业典礼结束后，他们都将离开富
阳，下学期他们将到杭幼师学习。
“ 但我
们还会经常回来看看母校，看看老师，看
看学弟学妹们。”温旎说，行李都已经陆
续打包了，
“ 该扔的都扔了，但是学习笔
记舍不得扔，都送给学弟学妹们了。还
有这三年获得的奖状和荣誉，我们都要
带回家”
。
即将离别之际，他们最挂念的还是
母校，
“希望下面每一届的学弟学妹都能
考出好成绩，希望老师们身体健康，希望
富阳学院越办越好，也希望富阳能发展
得更好更快！
”董鑫说道。

“富阳是我们青春开始的地方”
“其实我们代表的是所有来富阳学
院上学的外地学子，三年生活下来，我们
就是想给富阳留下些什么，留下我们对
富阳的感恩。”谈起写信的初衷，董鑫坦
然说，
“ 当然，留下最好的就是我们的优
异成绩和表现。”
“三年时间，占了我们现有人生的六
分之一，这里是我们青春开始的地方，也
是我们收获最多、改变最大的三年，对我
们来说特别珍贵。”左欣妮动情地说，
“在
这里我学到了很多，之前从来没有碰过
美术、唱歌这些技能，但现在我都会了，
而且还都不错。”
高一第一学期开学后一周就是中秋
节假期，他们都打算回家过节，但因为是
初次离家，没有经验，没有提前购买动车
票，
“后来是我们的学姐带着我们到富阳
客运站坐大巴，花了 8 小时才到家。”董鑫
回忆说，
“ 现在我们都很自立，不要说独
自来回温州和富阳了，甚至和爸妈出行，
都是靠我们带领。”
性格改变最大的是叶可可，
“我以前
只会埋头读书，现在待人很热情”。在去
年，她和左欣妮还参加了富阳学院啦啦
操队，作为主力队员随队一路过关斩将，
先后获得富阳区、杭州市、浙江省乃至全
国冠军。
在参加全国啦啦操比赛前，左欣妮

叶可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