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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刊文文 化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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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的胡子
□夏旭志

老师的胡子

不小心失踪了

好在胡子的诗还在

喂养了我和我们的想象力

一茬茬的过往

宛若似有若无的蝉鸣

闪电无法理解倔强

有些段落要靠朗诵，反复咀嚼

（作者系江苏省诗词协会会员）

一辈子的事
□胡有奇

老师

活在学生的眼睛里

却在学生心中种下种子

让梦成真

语文老师总是用汉字筑长城

让一笔一画都活得有尊严

数学老师总是用符号串联人生

赶着数字翻山越岭

历史老师总是悠悠地牵着毛驴

让人在过去的镜子中洞悉自我

音乐老师总是在五线谱中潜伏

把喜怒哀乐演绎得天花乱坠

美术老师总是给生活描上色彩

穷乡僻壤亦能生机盎然

……

老师，常常就是一辈子

退而不休，还爱指点江山

还是两袖清风同不正之风较手劲

还是学医生总想给社会摸脉开方

谁让他当过老师呢

（作者系四川省作家协会会员、达

州市诗词协会副主席）

40 余年岁月如梭，蓦然回首，总

有那一抹温暖的身影伴我前行——我

的张亚丽老师。

当年，好不容易才上学的我，因为

比别的孩子大，也深知上学机会来之

不易，所以特别听话懂事，张老师自然

选我为班长，当“小老师”一样培养，教

我像她一样站在讲台上，领着同学读

课文、写生字、讲故事……也许从那时

开始，从教的种子便在我幼小的心灵

生根发芽。

那年“六一”儿童节，学生都要穿

上节日盛装上街表演庆祝。可我因为

家贫凑不出一件好衣裳，只得难过地

退出。张老师得知后，第二天就给我

送来一条花裙子——那是她用女儿生

日收到的两块花布料连夜给我赶制

的。我在村镇的大街小巷舞动着，指

挥着表演的队伍，心花伴着花裙子一

起怒放。那年的“六一”成为我印象最

深刻的童年记忆……

张老师从不吝惜对我的夸赞，即

使我远离她身旁，在外求学，也总能从

她的鼓励中汲取温暖的力量，青春期

迷茫的我能够勇敢自信地走过来并顺

利考入师范院校，离不开张老师在远

处默默支持和关注。

毕业分配到县城学校任教后，碰

巧与张老师同一批住进教育小区家属

楼，我有空就去她家解烦恼。有一年

冬日下午回家，发现早上走得急忘关

电源，电褥子着火了。虽然火势不大，

但满屋的浓烟根本无法驻足。当我带

着孩子无助地站在寒风里望着浓烟

时，我的张老师来了！她帮我收拾屋

里屋外的残局，带我们母子去家中休

息……手足无措的我像孩子一样享受

着张老师母亲般的照顾，阵阵暖流涌

遍全身。张老师如待女儿一样对我时

时关照、刻刻牵挂，这份恩情我永生难

忘，更难以报答。

新冠肺炎疫情肆虐时，我不幸感

染。在隔离治疗最煎熬的时候，我年

迈的张老师再一次护佑我。她在微信

中心疼地呼唤我：“不要怕，要保持良

好的心态；我爱你，你要好好的，要坚

强，很快就会痊愈的……”一句句语重

心长，一声声唤我振作，我怎能向病魔

低头？又怎能辜负如母恩师？不能出

门的张老师还费尽周折，四处托人给

我买来各种营养品，病情好转时就吃

到了张老师买给我的橘子，那种甘甜

是我今生最难忘的美味。病愈出院

后，张老师还不断叮咛我……

恩师啊，我已年过半百，却还要您

操心，还要您引导。您不只是我的启

蒙者，更是我亲如母亲的恩师，一路伴

我成长，引我向光而行。

（作者单位系陕西省岐山县中心小学）

恩师为光 人生引航
□张晓蕾

作为教师，谁不会“说话”呢？

学好、说好普通话，是教师的基本

功，能成为普通话过关的教师，与我

成长路上遇到的那些教我“说话”的

先生密不可分，那些人、那些事让我

终生难忘。

1983年，我在江苏省如东县东阳

小学上一年级，沈莲芳老师教我语

文。她满头银发，皮肤白皙，很有诗

人气质。她讲课时一口流利的普通

话，教我们读字母、读汉字，声音像歌

曲一样动听。我想：原来上课是如此

生动有趣！听校长介绍，沈老师是如

皋师范毕业，难怪如此了不起。现在

想来，一年级的正音训练，对于我是

多么重要。

五年级时遇到黄建明老师，他身

材挺拔，动作潇洒，充满青春活力。

他特别喜欢用流畅的普通话带着感

情朗读课文，我们都被迷住了，跟随

他进入文学的美妙境界：我们感受到

草原上蒙古人的热情奔放，体会到凡

卡渴望亲情、向往自由的心理，进入

卖火柴的小女孩的悲惨生活……黄

老师还要求我们将这些经典作品熟

读成诵。当时我们背得昏天黑地，但

现在想来，这对于我亲近文学、爱好

文学有着积极的影响。后来听说黄

老师也是如皋师范毕业，我就想：如

皋师范一定是个了不起的学校。

在一所村小，我们能遇上多位好

老师，又是多么幸运呀。也是在他们

期待的目光中，我考进了如皋师范，

成了一名中师生。

在师范读书时，“三字一话”是基

本功，必须勤学苦练。师范开设了以

讲好普通话为教学目标的语音课，教

我语音课的是徐晓华老师。听同学

说，徐老师是江苏省普通话测试员，

还是文学评论家，这让我十分惊讶，

心里对她多了一分仰慕和崇拜。

第一课，长发披肩、面容清秀的

徐老师迈着轻快的步子走进教室，她

和蔼地问我们：“同学们，你们知道什

么是普通话吗？我们为什么要学

习？”听了她如同电视播音员的声音，

同学们窃窃私语却答不出来。徐老

师严肃地告诉我们，普通话是师范生

的必备语言。然后，她阐明了学习普

通话的意义。听她抑扬顿挫的声音，

我想起教过我的沈老师、黄老师等。

“学高为师，身正为范”，自己讲不好

普通话，怎么对得起学生呢？我一定

要学好普通话。

接下来，徐老师为我们一个个正

音。如皋师范的新生来自南通市 6

个县，方言各不相同，改起来十分艰

难。比如我说话“前后鼻音不分，平

舌音与翘舌音不清”，徐老师希望我

好好训练，“不要讲起来一口如东

腔”。望着徐老师那期待的眼神，我

不禁心里一颤：不学好普通话，怎么

对得起老师呢？

于是，我开始抓住一切机会练习

普通话。语文课上主动诵读古诗词，

我的语文老师何平还不断鼓励我。

何老师是南京师范大学的高才生，他

引领我们积极阅读四大名著，组织课

堂讨论，展示读后感悟。我还记得，

有一次我抽到的题目是：每当我走过

定慧寺门前。这个题目怎么说呢？

开始我思路混乱，说得一塌糊涂。我

不服输，下课请教何老师。何老师建

议我扣住一点，如教育与宗教的关系

进行深度阐述。他拍了拍我的肩膀，

语重心长地说：“你要多读一点书

呀！”我脸红了。

第二天晚上，当我经过精心准

备，在同学前面侃侃而谈，讲得声情

并茂时，无意中一抬头，发现淡淡的

灯光下，何老师正站在教室后面微笑

地看着我，露出肯定与赞赏的神情。

那种感觉真好呀。

哦，那些教我“说话”的引路人，

他们用充满诗意的语言，引导我一步

步走进教育的殿堂。而我，正在用他

们的方法，带领更多学生成就梦想。

（作者单位系江苏省如东县双甸中学）

教我“说话”的先生
□陆建胜

我出身农村，20世纪80年代末就

读村小。那时候，村小朝气蓬勃，校长

姓张，是村里的民办教师，个子高高

的，腰板挺直，一张黝黑的长方脸。平

素严肃的面孔，一说话就展露微笑。

有一天打闹，捡起地上一块小石

头，砸向一溜烟飞跑的同学，结果不偏

不倚砸到了学校大门口的小杨树上，

树皮砸烂一块。恰好校长走出校门，

看到这一幕，一脸严肃地朝我走来，我

一脸惊恐，不知所措。他走到我跟前，

捏捏我的脸蛋说，“树皮烂了，能长住，

脸砸烂了，可长不住啊！赶紧回家吃

饭吧。”本以为校长会狠狠地训我一

顿，却未料想到是如此亲切的劝导。

多少年过去，这件事我记忆犹新，尤其

是校长微笑的脸和温和的话语。

张校长多才多艺，教全校的音乐

课。上音乐课，他先小声唱唱歌谱，然

后一句一句教我们唱。我听母亲说，

张校长不曾学过音乐，不过勤奋好学，

懂了一点音乐知识。一次，他教我们

唱《谁不说咱家乡好》。课上他对我们

说，这首歌他在收音机里听了，感觉很

好听，就想教给我们唱。于是一连几

天，一边听一边记歌词，一边学着唱，

竟然学会了——跟着收音机记歌词、

学唱歌，无法复读，想必困难重重。然

而为了教室里的欢唱，他觉得一切付

出都是值得的。

或许张校长没什么高深的教育理

论，只是怀着一颗朴素的奉献之心默

默耕耘。但这份责任心却成就了最朴

素最真诚的教育。我们四年级时，教

我们的是村里高中刚毕业的大姐姐，

教学管理都十分严格，不仅按成绩排

座位，还对犯错同学罚款处理。没多

久，我们被“罚”的钱悉数退还，座位也

重新按身高排列。而这正是由于张校

长得知后“批评教育”了她。

还有一件事令我对张校长心怀感

激，当年小升初，公布乡镇中学分数线

后，我差0.5分，全家人遗憾不已。一日，

张校长来到我家，笑呵呵地说：“我来是

告诉咱家一个好消息的，兴伟考上中学

了，我相信按他的成绩不可能考不上中

学，所以就去乡里复查成绩，结果兴伟的

语文、数学两门总分少算了10分……”

母亲听闻，激动的泪水夺眶而出。7年

后，我成了村里走出的第一个大学生。

而今回想，假如没有张校长的信任和认

真负责，我可能就与乡镇中学失之交

臂，而考上大学的希望更是渺茫，如若

这般，我的人生轨迹又该是怎样呢？

现在回老家，时常在村上碰见张

校长，尽管年事已高，但他腰板挺直，

精神矍铄，仍然昂扬着教育者的精神。

（作者单位系广东省深圳市龙岗

区平湖中心学校）

挺直腰板 守望乡村
□王兴伟

乡村教师
□闵永祥

一落进大山

你就是种子

被粗野的风霜泡过

被纯朴的雨露浸过

你总会扎根、发芽

脚下虽土地贫瘠

阳光也充满愚昧

但你站在三尺讲台

时刻忙碌四季耕耘

一片绿林仍旧开花

书本翻来覆去

学生一届接一届

那些欢笑的时光

结出满枝的桃李

香遍一山又一山

直到你压弯了腰

山民才觉察，你的白发

实是那些岁月的缩影

随便取一个日子种上

就会收获一茬茬希望……

（作者单位系贵州省贵定县第五中学）

小“王国”里的大先生
□陈卓珺

今年清明的第二天，我的小学班

主任赵学文因病离开了人世，而他和

他给我们营建的小学“王国”却让我始

终怀念。

我成为赵老师的学生是有缘的。

1976 年秋，我的两个双胞胎小哥背着

书包上学堂了，而没有了玩伴的我只能

每天跟着小哥一起去学校，一起回家。

不同的是他们进教室上课，我独自一人

坐在教室门外傻等。风里来雨里去，这

样的情景持续了两个月。赵老师看着

心疼，就跟我父母商量，让我作为跟读

生坐进教室听课。这样，我与两位小哥

哥同一个班就读，成了赵老师的学生。

我和赵老师关系的特殊，不仅仅在

于他是我们三兄弟的班主任，而且还因

为他是我父亲的学生，他儿子又成了我

的学生。在我印象中，赵老师比我年长

近20岁，个子不高，长着一张超越年龄

的脸，显得成熟而精神，温和而严厉。

回想10多年在校学习经历，小学5年的

成长期是最自我、最完整的，接受的教

育也是最有“素质”的。这些，或许就源

于我们遇到了人生中的“大先生”。

只有初中文化程度的赵老师以勤

补拙、谦虚好学，善于现学现用、活学活

用，尝试用有趣有味的方式让我们爱上

学习、爱上读书。当时刚刚恢复高考，

赵老师因势利导，给我们描绘未来“四

个现代化”的情景：一按开关按钮就可

以大规模生产，由此告别“日出而作，日

落而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传统农

耕，美好的画面让我们心动不已。他还

经常绘声绘色地讲述车胤囊萤、孙康映

雪、孙敬悬梁、苏秦刺股、董遇三余、匡

衡凿壁等古代勤学故事，勉励农家子弟

通过勤奋学习改变命运，走出大山，走

向更广阔的天地。有时为配合观看电

影，就灵活调整教学内容和课时，把原

本教材后面的相应课文提前来教学，作

为学生的我们自然感觉很爽，而这样的

做法类似现在的长短课设计。

在我们村校，一班一老师，一师一

王国，语数自（自然常识）、音体美等学

科都由赵老师一身兼。他相信“书读百

遍其义自见”，注重阅读能力的培养。

当时几乎没有什么课外书，他把好词好

句摘录出来，印发给我们诵读。有一次

在课堂上要求用“不过”造句，由于没有

生活经验，我怎么也理解不了“不过”的

含义，赵老师便在课后给了我一些例句

让我品读。我还清晰地记得，四年级上

学期的一个下午，赵老师特意安排了两

节课时间，任务是自由默写汉字。一开

始头脑里好像满满都是汉字，一二三

四、甲乙丙丁、春夏秋冬、赵钱孙李等，

天南海北，俯拾皆是，当等到写上四五

百字的时候，就感觉吃紧了，发现自己

肚子里的货还是太少，只得搜肠刮肚、

翻箱倒柜，上穷碧落下黄泉，我总算勉

勉强强过了 1000字，但这已经是班里

的最好成绩了。

当时的村校生活可谓春风荡漾、

阳光灿烂。草木蔓发，春山可望，我们

举着红旗，带着干粮，唱着“小鸟在前

面带路……”爬山越岭，登上海拔 800

多米的仰瓦山，在高高的山顶上纵情

欢乐。“儿童散学归来早，忙趁东风放

纸鸢”，课余时间赵老师带领我们一起

做风筝、放风筝，硕大的“蜈蚣”迎风扶

摇而上，我们的尖叫声、欢呼声回荡在

田野山坳。那些年小孩进电影院看场

电影只需要 5 分钱，但对于我们身无

分文的小学生来说也是一种奢望。赵

老师总是想办法圆我们的电影梦，一

边跟检票的人说着好话，恳求通融一

下，一边像母鸡带小鸡一样，前簇后

拥，左拖右拉，我们五六个小朋友就从

检票通道硬生生挤了进去。

小学阶段虽没有惊艳时光，却因

为有了麦田的守望者，芬芳了流年，温

润了岁月。我时常想象，退休后的赵

老师同样会一遍遍念叨我们、张望我

们的情景。年初，我几次筹划去看望

赵老师，但一直没有成行，想不到现在

已是阴阳相隔，成了永远无法弥补的

痛，徒留“时光总是匆匆，来日并不方

长”的伤感。

至今我还保存着一本 40 多年前

的作文本，有恩师批阅的痕迹。还有

一张 1981 年 6 月拍的小学毕业照，有

恩师青春的身影。前几年我主持编写

了《远去的村校》，有恩师的工作足

迹。唯有这些，尚可留念。

（作者单位系浙江省磐安县教育局）

生而有幸生而有幸生而有幸生而有幸生而有幸生而有幸生而有幸生而有幸生而有幸生而有幸生而有幸生而有幸生而有幸生而有幸生而有幸生而有幸生而有幸生而有幸生而有幸生而有幸生而有幸生而有幸生而有幸生而有幸生而有幸生而有幸生而有幸生而有幸生而有幸生而有幸生而有幸生而有幸遇遇遇遇遇遇遇遇遇遇遇遇遇遇遇遇遇遇遇遇遇遇遇遇遇遇遇遇遇遇遇遇““““““““““““““““““““““““““““““““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
特
别
策
划
·
幸
遇
﹃
先
生
﹄

“一个人遇到好老师是人生的幸运，

一个学校拥有好老师是学校的光荣。”

在每一个人的成长路上，总会遇到各

种各样的老师。他们或多或少地帮助和

影响了我们。这其中，一定有能“塑造学

生品格、品行、品味的‘大先生’”，有“做学

生为学、为事、为人的示范”的良师。

人生有幸遇良师，岁月无声留真情。

那些引我们向上、向善、向美的先生，总是

值得我们长久以真心尊崇与回报，用文字

记录与怀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