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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让中国教育因你而改变

深秋傍晚， 寄宿的我拎着天蓝热水
瓶，在树木渐成黛色的校园里晃悠。 只要
过了 5 点半， 热水龙头那里就不会挤得
一塌糊涂。 再过半个小时，夜自修的铃就
要响了。

灌满热水的瓶子， 我要一路抱着回
去。 初一刚刚开学两个星期，它已经是第
3 个了。

第一个第一天就坏了， 新生们把 6
个热水龙头挤得里三层外三层， 大家都
很紧张，好像迟了就没有水。 因为被踩了
一脚，挤在外边的我，把新热水瓶放在一
边。 一个满头大汗的男生从人丛里挤出
来，站不稳，朝前踉跄了一下。 “嘭”，它很
轻很轻地倒下来，还好，没有水，瓶子没
有爆裂。 我打了水，第二天早上起来，拔
出瓶塞，一丝热气也没有。 室长熟门熟路
地拧开底盖，“哦， 瓶胆屁股上的尖头断
了，它专门管保暖。 ”原来，第一个热水
瓶，受的是不出血的内伤啊。

到小店里去买了第二个热水瓶 ，用
掉差不多 4 天的饭钱。 阿姨说， 灌水以
前，先倒一点热水晃一晃，温温瓶子再灌
满，记住喽！ 小心翼翼地用，一天一天又
一天，星期五晚上，同一宿舍的女孩结伴
去打水， 想着明天可以回家了， 脚步轻
快。 我轮到的水龙头最大，第一个灌满。
挤出人群， 得意地一放， 回过头去叫她
们，“哎，快点！ ”“嘭”，闷闷的爆破声，我
低下头， 热水瓶底下悲壮地渗出一大摊
水，热气袅袅……

晚上洗脚， 其他 5 个女孩匀了半盆
水给我。

回家的周末过得飞快，星期天下午，
我突然大哭，“爸爸妈妈， 我不要到松江
读书了。 ”热水瓶一个接一个碎掉，我刚
刚建立起来的独立生活的脆弱勇气，跟
着也没了。

爸爸一直送我到学校，一路上，我死
死抱住一个天蓝色热水瓶。 “它保证不会
碎！ ”爸爸很有信心地拍拍它，也拍拍我。
我用小刀在瓶颈上一笔一画刻上 “初一
（3）班郁雨君”，瓶底下，又刻了 4 个小小
的神秘的字———“上帝保佑”。

来来去去，天蓝色的热水瓶，都被我
抱在怀里。 放下来，轻轻、轻轻地，情不自
禁竖起耳朵听：“嘭！ ”天呢！ 还好，还好，
只是热气把瓶塞顶出来了……

三年初中，又顺顺当当直升了高中。
高一开了化学课， 开学第一课做稀硫酸
实验。 每个同学都把热水瓶带去，观察瓶
胆里的水垢（碳酸钙）和硫酸进行化学反
应。 我的天蓝热水瓶反应最强烈，化学老
师叫大家都来看：“老寄宿生啦！ 热水瓶
用了有年头了！ ”老师声音里透着赞许，
谁都听得明白，“老寄宿生” 就是从初中
直升本校高中的代名词。 新同学眼光里
透着羡慕， 他们新新的热水瓶里风平浪
静。 这真是一次有趣的实验，天蓝热水瓶
内胆灿烂如新，真正脱胎换骨。

爸爸的话神奇应验， 天蓝热水瓶现
在还在我家厨房里，里里外外都好好的。
“初一（3）班，郁雨君”几个字清清楚楚，
“上帝保佑 ”么 ，不见了 ，刻得鬼鬼祟祟
的，虽然心愿十分美好。

一个热水瓶竟有那么长的寿命 ，真
想再刷刷刻上 4 个字———“牢不可破”。

想来那段抱着热水瓶、怀着担忧、怀
着珍爱的少女的日子，也是天蓝的、温暖
的，留在心底里，有着牢不可破的珍贵。

我是农村孩子，从小生在农村，长在农
村，受教于农村，工作于农村，自然接触最
多的就是乡村教师。或许在别人看来，他们
清贫、平凡，甚至有点愚，但在我眼中，他们
却是最美丽的风景，就像清晨的微风、傍晚
的夕阳、秋日的旷野，给我温暖，让我感动。

刘老师———我小学三年级的数学老
师，脸色红润，说话不很清楚，稀疏的头发，
教我们时人已快 60 了。 一天，我们在课间
玩耍，一位慈眉善目的老人走入我们中间，
东问问，西问问，满面笑容，话语亲切，接连
几天都是如此。直到有一天，上课铃响时他
没再走， 而是从椅子上站起， 直接走向讲
台。 走上讲台之前，还向我们做了鬼脸，一
幅耍了小聪明胜利的表情，我们才知道，他
竟然是数学老师。我们上当了，孩子藏在心
中的小秘密早就被他窥破。 别看他课下嘻
嘻哈哈，课上却十分认真。每当有同学走神
或是注意力不集中时， 他就要我们趴在桌
子上，闭上眼，静静神，休息几分钟。我们第

一次知道， 原来老师和学生之间还可以这
样，原来上课还可以这样。

陈老师———中师刚毕业的他， 教我们
班语文兼做班主任。 身材敦实，相貌英俊，
青春飞扬，整个一大男生。 初见他时，正是
初一，他正抱着吉它。 时至今日，那乡村中
学黄昏的暮色中，碧绿的丝瓜架下，他一身
牛仔， 抱着红红的火一样的吉它弹唱的样
子，还是我心中最生动的风景。他爱我们近
于庇护，谁都不能碰我们一指头。 听听，这
就是他的老母鸡理论：老师于学生，就是老
母鸡，鹰来了，伸出翅膀护孩子，昂头啄老
鹰，鹰走了，让小鸡自由地撒欢。

他像一股风，带来了外面的阳光，他像
一股阳光，驱走了我们心中的阴暗。尽管他
只教了我们不到一学期的课， 就外出进修
了。 到了快元旦的时候，有人出了个主意，
找了个录音机，买了空磁带，让班上每个同
学对他说一句话，整整录了一上午。寄出去
的不仅是磁带，还有 70 多个孩子的心。 后

来，陈老师回来了，带着漂亮的女友，班上
顿时眼泪如雨， 早已分不出是谁的眼泪在
飞。 直到如今，逢年过节，他的家同学们注
定要去的，半年的时间，一生的亲情，在他
那里，在我们心里，三十一班（他担任我们
班主任时的班级名）是永恒的。就像一个同
学说的那样：我们毕业了，分散了，但三十
一班不会毕业，不会分散。

杜老师———青春朝气，长发飘飘，每天
清晨推门进来时都带来一缕芬芳阳光。 教
我们英文歌曲，和我们做英文游戏。她用实
践告诉我们，英语不光学，还能用；不是枯
燥，而是生动。我们毕业后，她嫁了军人，随
丈夫去了很远的深山。前些日子，收到了她
的相片，偎着一群孩子，笑容很灿烂，还是
那样美丽、幸福。

当然， 还有一个———曾经的我。 几年
前，我也是一名乡村教师，爱学生，爱事业，
爱笑，爱“跑题”。讲课文前总要讲一些作者
的轶闻趣事， 讲这首诗常常会跑到另一首

诗。 我给他们讲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
讲春林花多媚， 春鸟意多哀； 讲春风复多
情，吹我罗裳开。 此时一阵秋风撞开了门，
我边笑着关门边说 ， 这秋风也够多情
的———题跑得够远了吧。在我眼中，学生不
是学生，是弟妹，我会拍他们头，捏他们脸。
每天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刻， 是我最快乐的
时刻，总是嫌夕阳的脚步太快，下学的铃声
太早。

还有许多乡村教师，他们平凡、朴实、
执著，每天踏踏实实工作，平平淡淡生活。
学校是他们的家，教室是他们的田野，孩子
就是他们的禾苗。他们就像勤劳的农夫，在
这片充满希望的田野挥洒汗水，收获感动，
快乐躬耕。我不是诗人，不会用如花的文笔
吟咏；不是歌手，不会用深情的音调歌诵；
不是画家，不会用入神的细笔描摹。但是夕
阳下弯曲的背影，常常牵着我的心，萦着我
的梦，凝成一生的记忆，最美的风景。

（作者单位系河南省长垣县教育局）

最美的风景
□ 王自亮

心情是生活的佐料
□ 张峪铭

某孩子考研了， 某某同事的儿子出国深造啦……妻子的絮絮叨叨成了
儿子不耐烦的诱因。 我知道妻是用心良苦，想曲径通幽地输进儿子的耳朵。
可儿子天生犟头犟脑，不知就坡下驴。 他手不停地敲打着键盘，头都不抬地
说一句，真烦！ 那游戏中“吭赫、吭赫”的打斗声，让人心烦意乱。

一盘南瓜丝，一碟花生米端上了中午的饭桌。 儿子问，就这些？ 妻子没好
气地答，还要什么？ 儿子愣了一下，将筷子伸向他爱吃的花生米。 嚼在嘴里，
扑吱扑吱的，竟没有了平时的清脆声。 儿子吐了出来。 翻着眼说：“妈，你今天
的花生米怎么炒成这样？ ”妻嘟嚷一句：“没心情。 ”

“炒菜也要心情？ ”儿子有些狐疑。
儿子自从大学放假回家，一直趴在电脑上打游戏，那种痴迷，如牛虻叮

在牛背上，轻易不挪窝。 下午出去打篮球，湿漉漉地回家，丢下一摊脏衣，洗
完澡，又扎进了游戏中。 尽管他也带回了两本书，却不见其曾碰一下。

妻的循循诱导，儿子自然明白。 可儿子说，读书将一个人的许多能力都
读掉了，若只剩下读书能力还有什么用？ 妻说，你有什么能力也展示给我们
看看。 他于是琢磨着要办“天远家教”，并想好一句广告语：“天远，一定带你
走得远！ ”我们静观其行，不去掺和。 其实他也不希望你掺和，若不是要每月
的生活费，我估计早就闹独立了。 儿子只身上街印好了小广告，在电线杆上
贴了一些。

头一天，儿子有种稳坐钓鱼台的心理，可过了两天坐不住了，不停地看
手机，生怕漏掉一个家教信息，连外出打球时，手机也不忘带在身边。 心情一
天天沮丧，打球也不顺手，儿子说平时在球场上“叱咤风云”的，如入无人之
境，可那几天球传不准、接不好、投不中。 后来终于招到了几个学生，儿子特
兴奋，他说那球打得得心应手，百发百中，有如神助。

在胡兰成写的《陌上桑》一文中记载，江浙女人在养蚕时，丈夫体谅妻子
的辛苦，兄弟待姊妹也比平时客气，没有粗言暴语，亦不可说令她不顺心的
话。 因为“做一桩大事情要有好心情”。 我告诉儿子，人的行为是心理的投射，
无论做什么事心情很重要。 好的心情如春日阳光，夏日凉风，在这样的情境
中做事，人多了一份淡定与清雅，也多了一份愉悦和智慧；反之，心有挂碍，
脸有阴霾，做事就丢三拉四的。 糟糕的心情，肯定将事情办得糟糕。

“你妈妈炒菜也一样，不要以为烧菜放点油盐葱蒜，掌握好火候就可以
了，心情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佐料。 ”

儿子若有所思。
趁儿子高兴，我建议他用二十来天的余假，将厨房作为实践基地，以好

的心情佐料。 （作者单位系安徽省东至县第三中学）

有爱，才会有怕
□ 林 敏

每到年关将要回家的时候，总会不断接到母亲的电话，开始问什么时
间回去？等到了回去的日子又问是否能坐上车？ 当确定已坐上车，又问车上
挤不挤？ 走到什么地方了……那情景，犹如现场直播，搞得我不胜其烦。 直
到我安全到家，母亲才长出了一口气说，可算是到家了！ 都快让人担心害怕
死了！ 春运这么多人，恐怕你出什么事……

对于母亲这一做法，我很不解。 虽然我在离家近千里的城市工作，可现
在交通这么方便，买一张火车票或汽车票就到家了，有什么可担心？ 又有什
么可害怕的？

都说不养儿不知父母恩，这话我真算是体验到了，直到我有了儿子，直
到儿子要去千里之外的大城市上大学，我方体会到牵挂是什么滋味。 每次
儿子动身，我也是电话不离手，问候声不绝，怕儿子少不更事，会上当受骗，
怕车上人多，会把儿子挤坏，怕儿子年轻气盛，在路上惹事生非……那劲
头，比起母亲，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妹妹恋爱的对象是地质工作者，搞地质的多在野外工作，妹妹害怕他
在野外遭遇不测，终日都是提心吊胆地生活。 不时地打电话询问，问那里的
环境咋样？ 安全不安全？ 周围是否有野狼出现？ 如果有哪天两人联系不上，
妹妹就如同害了大病一样，吃不下饭睡不好觉的，嘴里会一遍又一遍地念
叨：这人，打过好多次电话，连个信也不回，会不会出啥事呀……那副担心
害怕的劲头，恨不得随时都跟随在对象的身边。 后来，那个即将做我妹夫的
男人移情别恋，妹妹没有过度悲伤，只是长长地出了一口气，以后，我再不
必担心害怕了！ 是的，有爱才会有怕，不爱了，还怕什么呢？

有天，跟一群朋友去喝酒，那天由于朋友们多年没见，心情高兴狂欢到
深夜，不由地就多饮了几杯，迷迷糊糊的，觉得被人推进了出租车，等下了
车，全凭着直觉走进了家门。 后来母亲说那天把她吓坏了，我一进屋就吐得
一塌糊涂，一身酒气及秽物，身上的西服和手里提着的包也不见了！ 母亲说
她不心疼丢失的东西，她庆幸我平安到了家。 正给我换干净衣服的时候，就
听到有敲门声，母亲纳闷，深更半夜的，谁会来呢？ 开门一看，是我的一个朋
友，他满脸焦急，一见母亲就急促地问：“人到家没有？ 打他电话想问问，可
手机关机了，我怕他出什么事！ ”他费了好多周折才打听到我家地址，听母
亲说我到家了，他才长长地出一口气说：“这下我就放心了！ ”事后，母亲说：
“在你们那帮朋友中，唯有这位为你担惊害怕的朋友，才是你一生的至交。
因为，有爱，才会有怕！ ”

看来，这句话对亲情如此，对爱情亦然，对友情也是一样，朋友，有人为
你担心害怕，你应该感到幸福。 因为，有爱，才会有怕！

（作者单位系河南省平顶山市韦伦双语学校）

沉朱李于寒水
□ 肖晨霞

在我们学校，老师办公室的安排有一个特别之处：在同班级任教的各科老师被安
排在一个大办公室里面办公。这样的布置，好处有二：一是上课时老师可以离教室近一
些，方便许多；二是大家同是任教于一个班级的，便于讨论班级里的事情。因此，在这间
大办公室里，“三教九流”都有，天文地理、古今中外，也就无所不包了。 大家在茶余课
后，聊起天来、备起课来，自然也就别有一番风味了。

有一次，我们急着下班签退回家，政治赵老师开导我们：“我们要让时间等我们，而
不是我们等时间，这二者的效果绝对不一样。 台湾作家李敖说过一个衡量工作是否认
真、是否到位的标准就是：‘被饭催’还是‘等吃饭’”。

我说：“平常上午第四节课的时候，学生们往往情绪都变得相对不稳定，急着下课，
急着吃饭，下次我们就把赵老师说的“被饭催”的概念讲给学生们听，应该有效果。 ”（后
来的实践证明也确实如此。 ）

有“老夫子”之称的关老师补充说：“这就是‘废寝忘食’这个成语在现实中的一个
生动的解释啊！ 不过哲学上的解释确实比语文上的成语解释更温情、更能指导现实一
些。 ”

就这样你一言，我一语，签退时间不知不觉就到了，我们恍然大悟：有事可干、有事
可谈，这样，时间才是过得最快的啊！

但你不能据此认为，我们的课余，我们的茶歇间，闲谈只是打发了时间，我们还可
以互相增长知识、加深对原有知识的理解呢。

有一天， 关注美容与美食的英语老师小张在浏览网页时， 给我们念了这样一段：
“李子美味多汁，清肝热，活血脉，据说有美容乌发的神效。 但是李子食用过多容易生
痰，容易损坏牙齿，体质虚弱者应少食。 根据前人经验，味苦的李子和漂浮在水中的李
子是有毒的，要小心慎食。 ”

正在埋头看书的刚毕业的中文系高材生小陈老师马上举出一段话来证明、并展示
给我们看：“每念昔日南皮之游，诚不可忘。 既妙思六经，逍遥百氏；弹棋间设，终以六
博；高谈娱心，哀筝顺耳；驰骋北场，旅食南馆。 浮甘瓜于清泉，沉朱李于寒水。 白日既
匿，继以朗月，同乘并载，以游后园，舆轮徐动，宾从无声，清风夜起，悲笳微吟，乐往哀
来，怆然伤怀。 ”（曹丕《与朝歌令吴质书》）

小陈说：“这是我在大学时烂熟于胸的一段文字，我现在才算更全面地明白了‘沉
朱李于寒水’这句话，原来是有科学依据的！ ”小陈的激动之情溢于言表。

我们佩服小陈博学的同时，也知道了以后买李子要选沉一点的生活知识。
我们惊叹未完，自称“理化兼通”的老贾老师，又给我们不温不火地补充了一句：

“水的温度越低，密度越大。 ”
“沉朱李于寒水”，沉“理”于“文”或者沉“文”于“理”，这样的知识更有味，这样的备

课更有趣，这样的聊天也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聊天了吧？
（作者单位系山东省淄博市淄川般阳中学）

师之道师之道

万花筒万花筒

五味瓶五味瓶 茶歇间茶歇间

王柱华/图文

接受素质教育的学生一定
是长跑赛的优胜者， 但面临在
入围赛被淘汰的风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