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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6月22日 文文 化化 让中国教育因你而改变16版

人间至味是书香
读书几卷，兴味无边。花渐阑

珊，书香依旧，真乃人间至味。

悠远的童年

悠悠童年，有大把大把的时间，

却没有多少书刊。夏日的晌午，我们

在玉米地的篱笆外，云天为幕，绿地

为席，读几本《山西少年》《儿童文学》

一类的杂志，还有《祥林嫂》《不怕鬼

的故事》《草原英雄小姐妹》等连环

画，从封面到封底，翻来覆去地读。

习习野风的味道、烂漫野花的味道、

湿润泥土的味道……总在空气中浮

动着。几本书被我们借来借去、传来

传去，开始卷边缺页，直至面目全非，

最后不见了踪影。

戏曲《皮秀英打虎》《秦香莲》《打

金枝》的戏词工工整整抄写在小本子

上：“老爹爹且息怒暂把气消，父恩情

女儿我终生记牢……”与小伙伴咿咿

呀呀地唱，用母亲的绿头巾当水袖，

我如醉如痴地沉迷其间，似乎高低起

落的唱词就是一本经典的书籍。一

遍遍地看着父亲贴在四壁上的年画，

仿佛从中能飞出新的故事来；不知道

爷爷说的白起偷袭车辋谷的传奇算

什么，反正花样的故事总能从爷爷烟

袋锅里冒出来，一圈一圈荡漾开去，

弥漫在我朴拙的童年；母亲花 8 角 5

分钱买的蓝色塑料封皮《新华字典》，

实实在在是那些年我手上最厚的

书。我用指尖蘸着求知的流年一页

一页翻着，对未来的想象延伸到村庄

之外辽远的书香世界，那里是梦想的

星辰大海。

滋养的青春

书叠青山，灯如红豆，当我以优

异的成绩考入晋城师范时，才终于见

到书香弥漫的图书馆，那是我向往的

精神圣殿。踏上通往图书馆的青石

板路，四季的风漾着阳光，木叶纷纷

的午后盈满诗情，美丽如斯。

我借阅的第一本书是女作家李

汉平的小说《梦·泪·梦》，这是一本激

励青年人奋斗的书，对于题记的话

“在梦里忘却泪，在泪里寻找梦，这就

是充满痛苦也充满希望的人生”记忆

犹新。接下来就是《红楼梦》《秦牧选

集》《唐诗三百首》《宋词选》等，还有

那些排着队从室友手中借来现在大

多已经忘却了书名与情节的小说。

“从邻家的花园里，丁香为我送

来了芬芳”，如这般漂亮的诗句，我都

会摘抄到粉红色的笔记本上。桌上

参差的书籍各色杂陈，让我手不停

歇，深感自己不及沧海一粟。当我揽

尽芳华，在书堆中尽情感受春暖秋

肃、任性体味喜乐伤悲；当图书室石

阶上斑驳的树影路过了我的几度春

秋，我惊讶地发现，虽然自己算不得

有什么惊人的变化，但是站在乡村中

学的讲堂之上，我可以侃侃而谈。书

籍的滋养带给我充足的文化自信和

职业光环，原本欣赏了一片白云，它

却带给我一片蓝天，那是丰盈的馈

赠、唯美的风雅。

书卷的日常

春去秋来，时代巨变，数据信息、

高速互联成为寻常，生活节奏快如走

马，能够怀抱一颗赤子之心，置身于一

片静谧的阅读时光已属奢侈。无论是

“一卷在手”还是“一屏万卷”，拥有了

浩如烟海的书籍，却没了大把大把的

读书时间。不过，敏感、脆弱、痛感还

未钝化，我依旧愿意端坐在书堆中央，

沉潜在白纸黑字之中，享受阅读的清

幽，用书香氤氲填补生命的缝隙。

与学生共读《不老泉》，探讨生命

的成长与秩序；与书友共读《繁花》，

感受令人眼花缭乱的市井气息；灯火

阑珊时独对书窗，读苏轼的乐观，读

李清照的才情，读麦卡勒斯的孤独；

用读《卡拉马佐夫兄弟》的方式纪念

陀思妥耶夫斯基诞辰；读“满地都是

六便士”，却抬头看见了月亮……蓦

然回首，“书卷多情似故人，晨昏忧乐

每相亲”，原来读书一直是我寻找生

命气脉的日常。

有人说，书是一剂良药，可以拯

救绝望，治愈创伤；有人说，书是随身

携带的精神避难所，熙攘在红尘之

下、生活之上，其精神内核可以让人

对抗平庸、驱赶迷茫；我说，影摇书案

上，思入经笥中，人间至味是书香，书

是上天恩赐的福祉。

当阳光斜进窗户，在四序流转

之中，阅读赋予我升腾的力量。那

些平平仄仄、长长短短的文字，便是

我对人生深深浅浅的叩问和思考。

当翻开一卷诗书，站立三尺讲台，引

领学生穿越典籍，向更远的征程跋

涉，便会看见更大的世界，奔赴更美

的星海。

（作者单位系山西省晋城市城区

凤鸣小学校）

□闫进平

古代的书院很难进，一般规模较大的书院也就是30多个学生。这样

稀缺的名额，自然不仅仅是学费决定的，甚至有些书院会给学生发放“奖

学金”，让他们安心学习，以期将来能够考取功名。因此，书院会设置入学

考试，有些入选的还是“复读生”，就是参加过科举但没考上的学生。

书院讲究“严进严出”，对在校学生管理非常严格。书院的山长是

德高望重的宿儒，山长为学生请的教师也是一方名宿，甚至有主持过科

举考试的考官。据说，朱熹当年到岳麓书院讲学，前来听讲的人熙熙攘

攘，马匹把饮马池的水都喝干了。

许多文学作品中，山长会收留一些家庭条件比较差的学生“勤工俭

学”，比如带着书童的梁山伯。其实，大部分穷苦学生，能像范仲淹那样找

个寺庙读书、居住就算运气不错了，怎么可能还带着书童呢？ （萧楚白）

书院不是想上就能上

识知冷

我的父亲叫“穷哥”
□刘 乐

人生边上

物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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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 井
□陈 裕

在我的老家，每个村庄都曾有

过一口老井。

老井是全村人生命的源泉，是

整个乡村的灵魂。忘记了老井的

乡村人，等同于失去灵魂的躯壳，

即使走得再远，也是虚浮于世，没

有了根。

一口老井就是一段悠长的岁

月，这样的岁月承载乡村人的喜怒

哀乐。老井旁总会有家长里短的

闲语甚至粗俗的玩笑，但更多是彼

此间的无私帮衬。老井滋润着一

代又一代乡村人，大地母亲毫不吝

啬，它用土地丰盈我们的生活，又

以井水润养我们的身体。

老井的水滋养了少年，少年的

心里便有了闯荡四方的勇气。不

管飞得多高、跑得多远，老井的清

甜始终沉积在心里。累了倦了，老

井那深暗的底色、持重的秉性、包

容的胸怀，总能在回忆里赋予生命

一些色彩，那色彩里生动了略有失

落 的 心 境 ，鲜 活 了 继 续 奋 斗 的

意志。

老井的水浸润着中年，中年眼

前纷扰的世界不再眼花缭乱。人

生的起伏在中年的行程中屡见不

鲜，而老井的意象会在回念乡村时

丝丝缕缕地熟稔，让疲惫的生活变

得安逸、恬淡。

老井的水也是暮年时的牵肠

挂肚。人们常说落叶归根，老井就

是乡村的根。乡村人记挂着老井，

记挂着根——从黑土地上繁衍出

来的乡村人，怎能忘记养育自己的

村 庄 ，怎 能 忘 记 供 养 生 命 的 老

井呢？

受老井的恩泽，村里的人善

良、质朴、纯真。婚丧嫁娶时，人们

早早过来忙活，热火朝天的场景就

像一幕田园大戏。这幕大戏没有

主角配角之分，每个人都是主角，

演绎着淳朴的民风。没有导演、编

剧、剧本，也没有事先的彩排、预

演，乡村的大事小事都会按部就

班，家与家之间谦恭礼让，户与户

之间同气连枝，人与人之间手足

情深。

一口老井，方寸之容，却深怀

锦绣，土地河流都受它的眷顾。老

井的甘露在灶锅里沸腾，炊烟弥漫

乡村，火苗熨舒眼神；老井的气息

萦绕在门堂，有如一缕缕春风，吹

平了满含愁绪的眉头。

老井已经很老，青苔在井壁泛

着光，垒起的砖墙斑驳得不成样

子。老井的四周台阶业已破损，村

民商量着给老井穿件“新衣裳”。

于是，铲平老井表面的土石，挖下

一米见方的凹槽，然后灌入水泥固

牢，码上青条石做台阶，立上石柱

做围栏，老井在日月里有了新的

模样。

每次从老井里汲水，我都不由

自主地与它对视，白亮亮的水面如

一双慧眼。老井看得见村庄的变

迁，它知道谁家小伙娶了媳妇，知

道谁家女儿远嫁他乡——因为不

论谁家有喜事，都要给老井披一披

喜气，大红纸写满老井的祝福。

岁月无止，老井也有老的那一

天。人们发现老井不再如往常予

取予求，它喘息着有些不堪重负，

井水慢慢变浅，就像暮年的老人。

最终，老井消失在时光里，悄悄地

被岁月掩埋，成了时间里的过客。

对于乡村的诸多回忆，我始终无法

忘却老井，与父母闲谈时总会提到

它的过往。

离开老家多年，家家都有了变

化：新房舍、新院落、新生活，唯一

不变的是乡情。回到村庄，乡亲都

主动打招呼，话语里满是深情。我

们都是喝过那口井水的人，不管多

久未曾见面，沉淀的乡情也不会

改变。

（作者单位系辽宁省营口市老

边区金彦学校）

弦歌

我的
画廊

孔子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导师，

他在创建仁礼之学的过程中提出了

“君子”这一理想的人格范式，使如

何“做人”成为中华传统思想的主

题，使“修己以安人”成为儒学的精

髓所在。

在孔子及其弟子留下的《论语》

中，“君子”出现了 100 多次，是诸用

语之首。孔子对君子的品性、行事、

戒惧以及在不同场合的作为都有全

面而立体的表述，以此为弟子和后

人确立了做人的目标。

多年来，我一直致力于推动君子

人格的养成，对“君子”内涵进行了长

期而系统的思考和研究，提出了君子

“六有”理论框架，即“有仁义，立人之

基；有涵养，美人之性；有操守，挺人

之脊；有容量，扩人之胸；有坦诚，存

人之真；有担当，尽人之责”。我出版

的专著《君子人格六讲》，用讲历史故

事的方式展现了古今30多位堪称君

子的典型人物，希望能够给学校德育

以借鉴，给教师以示范，对改变德育

的“说教”面孔和“灌输”方式发挥一

些作用。

在中央民族大学任教的30余年

里，我看到一批一批的青年学子健

康成长，毕业后在各个领域发挥着

主力军作用。我深知，在培育君子

人 格 的 事 业 中 ，教 育 起 着 关 键 作

用。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一个民

族是否有希望，要看是否重视教育，

要看青少年一代是否健康成长、是

否具有健全人格。对于青少年的培

养，主要责任在教师，我们应当和必

须要求教师率先成为君子。

君子之德就是师德，是一名教

师的基本资质，然后才是专业能力

和教学方法。有大批的君子教师在

岗，才会有大量的君子学生出现。

孔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

游于艺。”韩愈说：“古之学者必有

师，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可

见，在我国悠久的教育传承中，教师

始终把立德树人放在第一位，教师

也始终遵循着修德进业、以身示范

的教育传统。

近年来，国家教育行政学院研

究员从春侠在宣传和推广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方面做了一些公益工

作，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她组织教

育系统团队编写《师者论语》，就是

身体力行倡导像孔子一样做教师、

做君子，这是一件非常重要而且迫

切的事情。从春侠汇聚了一批教

育工作者并达成广泛共识，即《论

语》应成为教师必读书，希望《师者

论语》的出版能够引发和带动更多

教师走进《论语》，涵养君子人格。

当广大教师普遍捧读《论语》，

当“讲君子、学君子、行君子”成为学

校普遍风气时，社会道德建设也会

随之出现新的面貌。一大批师者君

子的出现，不仅是新时代教育之大

幸，也是民族之大幸。我越来越坚

信，这一天在全体教育人的共同努

力下，必将能够实现。

（作者系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

宗教学学院教授）

师者君子
□牟钟鉴

开卷有益

父亲名字里有个“平”字，大家

都叫他“平哥”，不过因为方言的原

因，听着更像“穷哥”。

父亲确实挺穷的。

年少时，父亲是家中长子，有 5

个弟弟妹妹，一家八口都住在一间

土房子里，长身体的时候一天只吃

一顿。婚后，父亲给人盖房子挣钱，

母亲种地顾家，有了3个女儿。

父亲也有机会不穷的。

最初他只是个普通工人，和泥夯

基、垒砖砌墙。乡野的土房一间间塌

废，小平房一栋栋垒起，父亲有了自

己的建筑工队，成了包工头。村里谁

要盖新房，给一笔钱，把自家地承包

给父亲，父亲带着工队盖好毛坯房就

行。作为包工头，原本只用监工，但

是父亲闲不住，总是拿着铲刀、抹泥

板跟着工人一起上工，也总是自掏腰

包买些烟酒、时蔬改善大家伙食。父

亲从不问主顾多要钱，等房子盖起，

把建材、工资、伙食等开支一算，钱所

剩无几，跟之前自己当工人差不多，

既操心又担责任。好几次母亲数着

工钱，对父亲抱怨：“你总说都是乡

亲，老辈种地卖粮、攒钱盖房不容易，

我们就容易吗？辛苦大半年的……”

父亲赶紧抿一口酒，给母亲碗里夹一

筷子菜，然后低头默默吃饭。

一些包工头在集镇上买了房，

“穷哥”这个包工头却总是坐在房梁

上，把一砖一瓦写进大地的诗行。

后来，父亲竟然在村民的投票下当

了村长，母亲调侃他：“从商不行，从

政说不定能飞黄腾达。”可是当了村

长的父亲，天天骑着自行车满山跑，

处理的都是些鸡飞狗跳的事情：李

家的猪拱了张家的地，王家的桑叶

不知被谁偷摘了……

我那时上五年级，每天要走一

个小时山路去上学。走着走着，脑

子里蹦出主意：拦住过往车辆，告诉

他们我爸是村长，让我搭便车。在

伙伴艳羡的目光里，我轻轻松松来

到学校，有时还会炮制此法，放学路

上去摊子上要一些吃食，享受父亲

村长身份带来的便利。没过几天，

父亲知晓了我的行径，他罚我跪在

家里，跪到膝盖麻了，跪到村里一盏

盏 灯 都 灭 了 ，父 亲 才 准 我 起 来 吃

饭。我一边吃一边哭，父亲说：“你

年龄最小，家里都宠你、让你，你也

是个读书的料。乡亲信我，我才当

这个芝麻小官，不敢拿别人一分一

毫。你倒好，把机灵都用在歪门邪

道上，书都白读了！”父亲说了这几

句便没再苛责，但他失望的眼神像

细雨一般，丝丝渺渺洒向我小小的

心田，让我愧意横生。

从政的“穷哥”也没有飞黄腾

达 ，任 期 到 了 就 没 有 继 续 做 村 长

了。母亲笑他：如一只头顶红冠的

雄鸡在天空扑腾几下，又落回房梁，

不久又跳上另一个房梁。父亲给别

人盖了大半辈子的房，自己却带着

我们租房，从山脚换到村里，从村里

换到镇上，就是为了让我们三姊妹

能离小学更近一点、离初中更近一

点、离高中更近一点。总有人说父

亲是穷折腾，折腾来折腾去，把钱都

花在女儿身上，没有儿子养老；也总

有人劝他出门打工，挣几年钱回村

盖栋自己的房子。可父亲总是默默

地添砖加瓦，垒起别人的家，也为我

们三姊妹垒起离开乡村的跳台。

于是，“穷哥”就这么一直穷着。

可是“穷哥”真的穷吗？我不觉

得。作为父亲，他给我太多了，足够

我享用一生。

（作者单位系湖北省武汉市英

中高级中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