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师说新语师说新语

告别熟悉的城市
你一路跋涉
现实与理想之间的差距
没有击退你的热情
你用寂寞砌成了墙
溢出书声琅琅
连山都在笑
你用自己的青春年华
换取几缕感激的目光
岁月抚过的脸庞
已看不到你青春的模样
你用辛劳的汗水
浇灌出满园芬芳
你爱的目光
是温暖的力量
守望心灵的成长
（作者单位系湖北省鄂州市鼓楼小学）

诗歌诗歌
目 光
———献给那些扎根支教的老师们
□ 余敏

教育幽默教育幽默
“发”字组词

语文课上，老师请同学们用“发”字组词。
甲说：“发落。 ”
乙说：“发黄。 ”
老师说：“请你再组一个。 ”
乙又说：“发病。 ”
老师说：“你再组一个。 ”
乙说：“发麻，发烧。 ”
老师说：“你不要组消极的词。 你为什么不会

想发展和发财呀？ ”
乙说：“老师，我只是发愁，每天那么多作业。”

伏尔泰是哪个国家的
语文课堂上，老师问：“伏尔泰是哪个国家的？ ”
下面有个声音弱弱地说：“是中国的……”
老师一脸惊讶。
见老师疑惑， 他补充道：“他不是福尔康的弟

弟吗……”

我们性格里都有林黛玉和薛宝钗， 我们永
远都会在两种性格之间矛盾。 林黛玉带着不妥
协的坚持死去，薛宝钗懂得圆融，跟现世妥协活
下来。 我们要有内在自我的坚持，在外又能与人
随和相处，能在这两者间平衡，真是大智慧。

———蒋勋

我反对愚蠢， 不是反对天生就笨的人，这
种人只是极少数， 而且这种人渴望变得聪明。
在这个世界上，大多数愚蠢的人都含有假装和
弄假成真的成分。 ———王小波

阅读是一种心情需要 ， 应该伴随人的一
生，所以在人生的每一个阶段，会随着年龄、阅
历、生活境况的不同，变换自己的阅读趣味。

———杨红樱

一切最高的奖励和惩罚都不是外加的，而
是行为者本身给行为者造成的精神后果。 高尚
是对高尚者的最高奖励，卑劣是对卑劣者的最
大惩罚。 ———周国平

中国教师报千校阅读行动联盟
千校阅读行动联盟，一个学术性的高品质交流平台，因你的加入而精彩。

期待有你！

爱读·睿智·行动

2012年度爱读人物·学校评选启动
关键词：爱读·睿智·行动
评选对象：热爱阅读的学校、校长和教师。
评选流程：
2012 年 9 月~11 月，评选报名阶段，通过自荐和他荐等渠道，学校、校长、教师提交报名材料；
2012 年 11 月~12 月，入围学校、人物产生和网络投票阶段，由中国教师报进行首轮评审推出入围学校和人物，相关网站设立投票平台，由网友对入围学校、人物
进行投票；
2013 年 1 月，评审阶段，由中国教师报组织相关专家对入围人物和学校进行专业评审，结合网络投票结果产生最终结果。
奖项设置：年度爱读教师、年度爱读校长、年度爱读学校。
咨询热线：010-82296726 82296735
电子邮箱：jsshzk@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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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学校的
素质教育平台

□ 赵 洁

如果再从宏观层面对普通高中教
育做个分析，其发展现状和趋势更加令
人担忧！

现在，普通高中可分为“超级中学
（在校生 5000 人以上）”、“示范高中 ”、
“一般高中”三个档次，再以 2010、2011、
2012 三个年度的在校生数为基础进行
比较分析， 就会得出一组发人深省的数
据———超级中学仅占普通高中、 示范性
高中总数的 8.5%和 16%，而超级中学在

校生数量却占普通高中总数的 31.2%，占
示范性高中总数的 36%。 由于生育低峰
期的原因，在 2010、2011、2012 三个年度
中， 高中在校生数量以每年 6 个百分点
的速度减少， 而超级中学的在校生数却
以每年 4.5 个百分点的速度增长；2012
年度统计的生师比为： 全市高中 11.7∶1，
示范性高中 13.3∶1，超级中学 20.6∶1。 由
此又带来了我的一些思考：

思考一：高度封闭的“军事化”“集
中营” 式的管理成了学校的唯一选择。
在超级中学背景下，生均教育教学资源
大量减少， 诸如最基本的生均占地面
积、生活空间等。 学校为了维持教育教
学秩序的高效运转，不得不采取军事化
管理方式，因此，“级部式管理”“天下第

一操”“读秒式一日常规”“实验班”“强
化班”等一系列新的管理模式也就应运
而生了。 不言而喻，在这种管理制度下，
学生、教师都失去了应有的“自由”，都
不可能成为“正常的人”，而成了“机械
式”的执行者，成了“流水线”上的产品
和操作工。 难怪学生坦言：“不管是在教
室上课，还是上学、放学的路上，或者吃
饭，到处都是人，总有种喘不上气的压
迫感。 ”

试想，对学生而言，如此重压之下
何谈个性、兴趣发展？ 何谈求异、创新思
维培养？

思考二：“‘挟高考’以令‘基教’”成
了“超级中学”的潜在“霸气”。 在此请允
许我引用《现代教育》所列举的一组数

字 ：“河北衡水中学仅去年 （2011）就向
北大清华输送了 70 人。 从 2008 至 2011
年，衡水中学共考入清华、北大 278 人。
2008 至 2010 年， 西工大附中和西安高
新一中两校考入北大清华的学生接近
全省名额的六成 ，2011 年更是超过六
成。 被誉为河南“北大清华梦工厂”的北
大附中河南分校 ，2004 至 2010 年共有
129 名考生考入北大清华。 ”可想而知，
当这些超级中学的学生在名牌大学“成
班”“成级”的时候，大学的一些教学规
则也不得不为此而让步。 我甚至不敢想
象，一旦这些高考命题专家的思维被那
些超级中学的教学思维所渗透的时候，
我们的高等教育乃至基础教育的发展
又会是个什么样子！

“T 检验”带来的思考（四）

重庆市垫江县永平学校的徐
代文老师 ，1982 年参加工作 。 他
30 年如一日， 辛勤耕耘在农村教
育第一线。 新课程改革以来，徐代
文更是以前所未有的热情投入到
了工作中。 然而，农村学校缺乏素
质教育的平台， 新课改如何在农
村学校开展？ 这成了徐代文心头
最大的困惑。

在一次 “梦想课程 ”的培训
课上，徐代文眼前一亮。 “梦想课
程 ” 自始至终充满着游戏互动 ，
主动挖掘学生需求 ，引导学生大
胆设想。 这让徐代文的心里立刻
敞亮起来 ，他找到了自己多年苦
苦寻觅的素质教育方法 。 于是 ，
他率先将 “引导员教学 ”、“游戏
教学 ”这些很多年长教师不愿尝
试的教学方法引入课堂。 在实施
“梦想课程 ”的过程中 ，徐代文深
深感受到来自他和学生们的改
变：课堂活跃了 、学生快乐了 、老
师幸福了……

加入“梦想教师”大家庭的徐
代文 ，是位勤奋 、好学的 “学生 ”，
“梦想中心 ”还未建成期间 ，徐代
文就开始在学校普通教室里为孩
子们带去一节“梦想课程”。 在他
的带动下， 学校其他几位老师也
开始尝试上起了 “梦想课程 ”。
2011 年， 徐代文受邀参加了真爱
梦想在珠海举行的“梦想课程”研
讨大会，与来自全国各地的“梦想
教师”交流教学经验，2011 年春季
学期结束时还获得了真爱梦想基
金会颁发的教师奖励基金。 2011
年、2012 年徐代文连续两年作为
“种子教师”参加到真爱梦想举行
的暑期支教活动， 与支教小组成
员一起将“梦想课程”素质教育实
践经验分享给更多同行。

徐代文说 ，“梦想课程 ”让他
年轻起来了 ，不仅能熟练运用电
脑教学 ，而且还经常借助微博分
享自己开展 “梦想课程 ”的故事 ，
与同行们一起交流教学心得。 他
的微博昵称是 “老牛如虎 ”，名如
其人 ，徐代文正在探索素质教育
的道路上幸福前行。

（作者系上海真爱梦想基金
会媒体经理）

（3 年里，她通过“梦想课程”
找到了职业幸福，并带动更多的教
师同真爱梦想一起推动中国素质
教育进程。 前不久，她潜心撰写的
论文———《“梦想课程”实践中为什
么有幸福———追寻教师职业的幸
福》获得了四川省第十三届教师优
秀论文评选一等奖。 请关注下期
“黄老师的幸福感”）

咨询报名热线：
010-82296735 82296726
18610378011

◆会员尊享
1. 学校读书沙龙内容优先刊发。
2. 教师读书心得优先刊发。
3. 阅读活动开展有特色的学校，记者将深入采访，全面报道。
4. 优先享受教师专业写作公益辅导。
5. 可成为中国教师报战略合作伙伴，享受本报提供的学校定制化服务。

◆报名条件
1. 校 长 有 引 领

教 师 读 书 的 强 烈 意
愿。

2. 师 生 阅 读 活
动开展有一定基础。

语 丝语 丝

物语物语

赵新芳教育生活禅（69）

《中国教师报 》：读了 《发现高效课
堂密码》，各位老师对“高效课堂 ”有了
什么新认识？

马祥勇：《说文解字》 上说，“教，上
所施，下所效也；育，养子使作善也。 ”教
育绝不能只剩下分数———哪怕你有能
力让所有的学生都考上名牌大学 ，但
是，没有对生命的尊重，没有师生之间
情感的共鸣与交融的课堂, 绝不是我们
所追求的高效课堂。 教育是帮助受教育
者发展能力、健全人格的事业 ，关乎世
道人心，这是以人为本的基本前提。 教
育不仅应该是有效率的，更应该是有灵
魂的。

以此为核心价值追求的高效课堂
模式， 力主通过课堂实现教学方式、评
价方式的改变，继而转变师生的生存状
态， 转变师生的成长方式， 让 “学”和
“教”充满快乐体验。

张海英： 追求生命活力与课堂效率
的统一，是高效课堂的终极追求。 “动手
做、动脑思、动眼看、动耳听、动嘴议、动
身演”，此“六动”可以界定为高效课堂
“生命狂欢”的基本形式。 在谈到“学习快
乐率” 时， 于春祥特别强调：“快乐的缺
失，往往起源于课堂上学生‘预习权’的
被剥夺。 在课堂上要想产生快乐，就必须
充分满足学生预习和表达的欲求。 ”

分析合作学习时 ， 于春祥提出了
“伙伴效应率”和“课堂动车组”两个概
念，在他看来，合作不仅仅是一种教学
模式，更是人格修炼的重要途径 ，他甚
至从国家战略的高度对合作学习进行
了由浅入深的分析。

于爱景 ： 高效课堂是在新的课堂
观、效率观基础上诞生的 ，它与传统课
堂单纯以分数为旨归，甚至不择手段地
追求分数的效率观大相径庭，主张在课
堂上要演绎“生命的狂欢”，生命活力与
课堂效率的协同共振才是高效课堂的
价值所在。 高效课堂的秘诀，不一定是
创新，回归课堂的本质和规律 ，才是当
务之急。

作者“课堂是否有乾坤 ”之问令人
深省。 于春祥认为：学生是“天”，教师是
“地”，“地”永远不与“天”争精彩，而是
以“天”的精彩作为自己的精彩！ 学生的
精彩才是课堂真的精彩，学生的精彩才
是师者最大的精彩！ 《易经》的启发之于
课堂，竟是如此贴切。

葛小丽：读于春祥的 《发现高效课
堂密码》， 如同经历一次课堂规律的发

现之旅 。 没有对生命尊严的关照与呵
护， 没有对生命价值的开发与维护，任
何高明的教学艺术与先进的教育理念
都是空中楼阁。 生命体验因课堂展示而
丰富， 课堂品位因生命活力而精彩，我
想，这应该是于春祥所要阐释的高效课
堂的核心密码。

《中国教师报》：好的理念要在课堂
实践中落地生根才能实现其价值，否则
只能是空谈。 本书对你们的课堂教学有
何启发？

张海英：于春祥提出的“零界现象”
值得我们反思，课堂巧拾零能够让我们
的课堂更高效 。 零关注 、零起点 、零阅
读、零书写、零生成、零体验、零疑问、零
批评、零作业 、零板书……只要我们加
以关注，就会带来意想不到的效果。

于爱景 ： 作者特别注重生活化教
学。 他将“温故知新”中的“故”解释为
“已有的背景知识和生活经验”，从而得
出自己的观点：学习活动不是由教师向
学生传递知识 ， 而是学生根据外在信
息， 通过自己的背景知识和生活经验，
学习新知识的过程。 作者认为，知识的
根基在生活中。 人的大脑总是对生活中
经历过的事情印象深刻，而对单纯的知
识的记忆最容易模糊掉。 追求课堂教学
的“生活化”，既是检验知识效用度的一
种方法，同时也是知识建构的一种有效
方法。

由此 ，我陷入了深思 ：作为一名生
物老师，如何实现课堂教学的“生活化”
呢？ 生物学科有别于其他学科，其生活
性是其他学科所无法比拟的 。 不论植
物、动物抑或微生物，都与现实生活息
息相关。 尤其是学习人体的结构、功能
和卫生保健知识时，其实就是在学习和
研究我们自己。 我们自己就是最直观的
教具，课件再好也代替不了实物和现实
生活。 我想，生物教学如果与学生的生
活相联系 ，学生就会感到有趣 ，就会引
起思考，从而不知不觉地参与到学习活
动中来。

《中国教师报 》：读一本书 ，每个人
都会有不同的阅读体验。 除了课堂教学
的启示之外 ， 老师们还有什么品读体
会？

马祥勇：什么是真正的师德？ 真正
的师德绝不仅仅是传统的君子型人格，
“学高为师，身正为范 ”，学高是师德的

重要内容。 于春祥是这样解释师之“德”
的。 “德” 字在甲骨文中是个会意的字
符， 在一个十字路口画着一只眼睛，眼
睛上面一道向上的引导线 。 “德 ” 者 ，
“得”也。 得什么，得道，道即规律。 在十
字路口，只有选择正道走才是道德的。 教
师道德的本质应该是遵循教育教学的规
律，遵循学生身心发展的规律，遵循学科
知识的认知规律。 教育者的最大职责就
是呵护每一个生命， 让他按照自然和生
命成长的规律，合乎人性的成长。 教育就
是让人合乎规律地自然成长。

张海英：于春祥非常关注年轻教师
的成长。 从教师的读书到随笔写作，再
到课改碎思录，都给予了很多指导。 人
人都知道这个社会需要我们终身学习，
不断读书。 但随着年龄的增长、岁月的
磨砺，我们读书越来越少 ，生命也就成
了“常能态生存”。 于春祥用“常能态生
存”这个词汇形象地刻画了很多人的生
活。 但我们的工作对象是成长中的孩
子，所以，我们必须与书为友 。 只有这
样， 才能开发我们潜在的智慧和能量，
以一种“潜能态生存”，让教育生涯更加
精彩。

我很喜欢作者在书中提到的“卓越
定律———让世界需要你”。 虽然我在工
作中认真踏实， 即便对细节性的任务，
我也是一丝不苟。 但是，在我的内心深
处，一直是容易满足的。 读了“世界离了
我，地球照样转”这个章节之后，我思考
总结了自己的学习和工作，发现在很多
事情面前，我的确喜欢退缩。 这个消极
的盾牌让我觉得生活很安全， 但是，却
阻碍了我的发展。 “什么才不能替代？ 优
秀！ 优秀可以争取 ，但是 ，优秀不可替
代。 ”于春祥的这句话已经在我的脑海
生根发芽。

我们常常教导学生要学会感恩，可
是自己却渐渐少了感恩的情怀。 我们的
待遇无法和周围的一些富人相比，但是
我们至少每月有份稳定的收入，不用担
心今天上班明天就可能失业。 “一旦迟
钝了感恩的情怀 ， 便会把付出当成余
数，把奉献用吝啬缩减。 当我们用感激
的心灵扫过生活的每一天，正像磁石在
沙中发现了铁，我们就会发现上帝的赐
福。 不同的是，我们在上帝的沙中找到
的只有金。 ”我们的工作压力的确很大、
很辛苦。 但是，以希尔顿洗马桶的精神
干好手头的工作，我们一定会成为一位
让学生喜欢、家长满意 、事业卓越的优

秀老师。
于爱景 ：作者告诉我们 ，要进行书

面阅读和网络阅读；要“厚古”“博今”读
时代；还要涉猎到各个领域 ，要多读一
点教育理论之外的东西，因为个人知识
的横向超越会提升人的思维品质；要跳
出教育看教育；等等。 作者认为，将来教
师之间的竞争，主要取决于谁学习的速
度快。 学习是生存的需要。 生命因读书
而精彩，为人生而读书是我们的追求。

作者谈到， 教师要重视气质美，学
会用文化化妆 。 爱读书的女人不易发
胖，显得年轻。 他劝告大家：当你走出美
容厅之后，别忘了找个地方静心读书。

我想，教师应该把读书、写作、反思
当成一种习惯，因为 “高效课堂功夫在
课外”。

购书方式 ：当当网上书店 、各地实
体书店

团购、邮购电话：0531-82098775、
82098789

成长读书沙龙心
《发现高效课堂密码》作者于春祥，全国知名课改指导专家，山东省特级教师。 作者在多

年观察、理解、实践的基础上，发出了一个草根专家振聋发聩的课改之声。 本次沙龙聚焦《发
现高效课堂密码》，与河南省濮阳市油田第四高级中学马祥勇、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第二中
学于爱景、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皇城一中葛小丽、河南省郑州市第四十三中学张海英几位
教师对话，分享阅读体验。

高效课堂功夫在课外
□ 本报记者 王占伟

《发现高效课堂密码》
于春祥 著
山东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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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头有一本褚清源
所著的 《学校智道———
20 所课改名校成长力报
告 》。 此书以 20 所课改
名校为样本， 对学校成
长力这一问题进行了解
读， 较系统地呈现了课
改田野的原创性成果 ，
以全新视角诠释了成功

学校的发展智慧。通过阅读这本书，我受益匪浅。现结
合自己的实际工作，略谈一点读书体会。

适度教育，方显教育本色
书中提到的河南省濮阳市实验小学校长李慧军，

是一位智慧型的校长，她总是能够从一些日常现象洞
悉到教育的本质。 比如，很多孩子每天晚上写作业要
到 10 点甚至更晚，双休日依然被困在家里写作业。孩
子们没有自主学习、自主思考的时间和空间，他们被
功利思想主宰着，没有个性、没有自我、没有健康的心
理和强健的体魄。 我们能否也应该像李校长一样思
考：“这种教育与生活的分离正渐渐让孩子们失去体
验生命的机会，而生活恰恰是教育的根基，失去了根
基的教育，其有效性和意义将从何谈起？ ”

孩子进入学校，就意味着把生命中最宝贵、最有
意义的一段时光交给了学校和教师。 相比之下，我们
给了孩子什么？ 孩子们依靠拼体力和时间换取高分
数，扪心自问，难道这就是我们给孩子的回赠？我不能
说每个学校都应像濮阳市实验小学一样，成立适度教
育研究所，但起码应该去追求适度教育，以尊重生命、
关注生命、促进生命健康发展为己任。

那么如何做到适度教育呢？
顺其自然，适当引导。 学生该做什么就让其做什

么，能做什么就引导其做什么。 教师的使命就是激发
学生的学习兴趣， 使学生由被动学习变为主动学习，
让其特有的潜能和天赋遇到适合成长的土壤。

讲究到位，及而不过。 所有与孩子成长有关的工
作都要以恰到好处为标准。 不能擅自降低标准，也不
能擅自提高标准。

主张精细化教育。精细化是实施适度教育的必要
条件。 书中濮阳市实验小学制订的学生在学习习惯、
行为习惯、文明礼仪、做人做事等方面的精细化方案，
旨在提升教师的教育意识和教育效果，努力培养学生
的精细品质。

崇尚“根雕艺术”。适度教育讲求尊重和利用物体
原有的形状，顺其势、就其形，强调教师要挖掘学生内
在潜能，反对拔苗助长。

面向全体，强调公平。适度教育认为，教育者施教
时的任何厚此薄彼的做法都是不公平的，不公平就不
适度。 它强调四个尊重，即尊重孩子的参与权、质疑
权、犯错权和越轨权。

书香校园，方显教育本色
“校园应该是一本书”，可我们的校园既没有“写

作特色”、艺术风格，也没有“段落大意”，只有被肢解
的“字词句”。校园文化的苍白也好，同质化也罢，皆源
于没有把校园看作一本厚重的书。

书中的名校洛阳十二中， 是一个集生态园林、休
闲园林、文化园林于一体的现代化学校。 学校建设有
西方文化区、传统文化区、现代文化区，建设别具一格
的文化，办公室文化、宿舍文化、班级文化……十二中
的图书馆、 运动场等公共设施向附近村民免费开放，
十二中已成为当地的教育中心、文化中心。 学校简介
中有这样一段文字：“学校北依洛浦秋风，南望伊水之
滨， 洛阳大学诞生于此， 香山居士白居易仙逝于斯
……这里有了村的痕迹 ，多了一份宁静和清新，少了
一份都市的喧闹和浮躁。 ”

正是这样一块有着丰富文化底蕴，人杰地灵的土
地，营造了该校独特的文化氛围。

那么如何彰显书香校园文化呢？
校园应是充满诗意的。

校园文化既是一种文化现象，又是一种新的管理
模式。这种模式的基调是“人”，内容是“文化”，核心是
“价值观 ”，法则是 “软性管理 ”，目标是 “校园人的发
展”。

所以，校园环境、校园建筑应包含着深刻的教育
意义和文化内涵。 教学楼、办公楼、科教中心，应有不
同主题、不同意趣的“角落文化”，诠释着美与人文相
结合的丰富意蕴和生命律动的曼妙旋律。

……
校园应是书声琅琅的。
走进校园，有一股浓郁的书香扑鼻而来。 走廊有

名人名言，教室内有图书角，学校有宣传栏，黑板报，
手抄报等，图书馆藏书万册，阅览室宽敞明亮，座无虚
席，这才是学校文化，教育的本来面目。

学校对师生读书活动有计划，有检查，有总结，活
动开展正常有序，形式多样，如“中华美文阅读，红歌
进校园，观看爱国教育电影等活动。”“读书征文、读书
演讲、古诗文阅读比赛”等。

……
校园应有丰富多彩的艺术生活。
学校应以提高学生的艺术素养，挖掘学生潜力，

发挥个性特长 ，培养兴趣 ，陶冶情操 ，提高审美情趣
为己任，积极开展“两会”———田径、素质运动会、“两
球”———篮球、乒乓球活动；组建民歌、象棋、跳棋、书
法、美术等兴趣小组。 以活动为载体培养学生，教育
学生。

所以，理想的学校应具有浓郁的学校文化，进而
成为师生成长的精神家园，这样的家园是用人类文明
财富营造起来的。 而我始终认为：学校是酝酿生命的
场所，所以学校应该是最具有文化的地方。

读完《学校智道》，掩卷深思，我清醒地领悟到，搞
教育不是去化妆，搞教育应以人为本，适度教育，让孩
子在浓厚的书香庭院， 丰富的文化活动中快乐成长，
这才是教育的本色！

（作者单位系浙江省青田县高湖镇中学）

回归教育的本真
———读《学校智道》

故乡水网密布， 纵横交错的河塘如玉带、似
瓷盘，镶嵌在广袤的江海平原上。河塘边上，便是
茭白生长的沃土。 每年初春，当阳光融尽残冬的
冰雪，河塘里便有嫩绿的叶片，悄悄地钻出水面。
春阳轻抚，春风暖拂，叶片越窜越高。那叶片长成
条形，仿佛是指向天空的一把绿剑。初夏，绿叶成
丛，翠影叠嶂，微风拂过，一阵荡漾，和着鸟语，沙
沙作响，诗情画意，唯美多娇。

也许生在水边的绿叶，能更多地吸收日月精
华、阳光雨露，因而茭白生长很快。 中秋前后，茭
白就可食用了。收获茭白如同教师教育学生般需
要耐心和细致。故乡的姑娘大嫂们此时顾不上害
羞，脱掉鞋袜，挽起裤管，露出如茭白似的玉腿，
小心翼翼地走进水里，双手利索地扒开茂密的叶
子，细细寻觅，看到近根部有鼓胀之处，先轻轻捏
一捏，如果又硬又实，便可以确定是茭白。剥开紧
裹在外面的层层叶片，用力一扳，茭白便在手中
了。 刚收上来的茭白，外表还包着一层青翠的绿
叶。撕去嫩叶，雪白粉嫩，胖嘟嘟的茭白就呈现在
你面前，一股草木的清香，直往你鼻孔里钻。茭白
生长有先有后， 那些小茭白留着长大了再采撷。
整个秋天，可以收好几茬茭白。

刚摘下的茭白，又嫩、又爽、又脆、又甜，咬在
嘴里，甜滋滋、脆生生的，食之满口生津，实在是
一种美味的享受。茭白质地鲜嫩，味甘实，被视为
蔬菜中的佳品，与荤共炒，其味更鲜。 茭白炒肉
片、油焖茭白、糖醋茭白、香菇茭白汤等都是让人
垂涎三尺的美食。故乡的乡亲们喜欢用茭白和木
耳炒鸡蛋，色香味俱佳，让人大快朵颐 ，大饱口
福，食后余香袅袅，吃了还想吃。 茭白，吸取天然
水土之养分，乡野之味浓郁，享有水中人参之美
誉，原生态绿色珍蔬，当之无愧。

不光今人爱食茭白， 古人对茭白也情有独
钟。唐代大诗人李白在《宿五松山下荀媪家》一诗
中写道：“跪进雕胡饭，月光明素盘。 ”（“雕胡”即
茭白）山里老妈妈在艰难困苦中特意给素不相识
的李白做了一盘鲜美的 “雕胡饭”， 足见她的热
情、善良。 杜牧的《早雁》诗中云：“莫厌潇湘少人
处，水多菰米岸莓苔。 ”（“菰米”也就是茭白）诗人
深情地劝慰南飞的征雁：不要厌弃潇湘一带空旷
人稀，那里水中泽畔长满了菰米莓苔，尽堪作为
食料，不妨暂时安居下来吧，从另一侧面反映了
人们对于茭白的喜爱。还有“娇藕老莲芹叶嫩，慈
姑茭白鸟英花”等许多脍炙人口的吟咏茭白的诗
句，足见古人对茭白的钟爱。

茭白因水而生，因水而白，和润着水乡特有
的灵韵仙气，吸取着水乡雨露朝气，骨子里充盈
着水乡的真味，每年的秋季，故乡的街头巷尾，摊
摊担担，满是茭白的影子，那淡香甘润的滋味让
人能吃出鲈鱼的嫩盈感，舌尖稍一咂摸，能触觉
到水乡湿润润的味道。

又是茭白飘香时
□ 吴 建

□ 洪先锋

秋天很短 ，酷似兔子的尾巴 ，刚刚还是艳阳高照 ，一
场淋漓的雨过后 ，寒气便像一只蚯蚓顺着脚踝在爬 ，凉丝
丝、麻酥酥的感觉瞬间侵入体内。 关节病人的感触一定更
深，拍打着膝盖 ，捕捉到时令的节点 ，穿衣上身 ，把自己变
成一个茧。

这里不是香山， 没有漫山飘零的红叶， 入眼入画入记
忆。 杨树的叶子如折翼的飞机坠下来，一叶一缱绻，它是在
跟一直关照自己的树林告别，是在留恋曾经的枝头岁月。就
像我们在毕业季里走过校园的角角落落， 然后把它们封存
在记忆的相册里，来过就好。

陶渊明爱菊，因此，菊也成了花卉家族的逸士，与艳俗
者分庭抗礼。但它也免不了供人在流动的大街小巷叫卖，问
津者多多。菊花的命运，终究不能只在陶渊明的诗词里侥幸
独洁，也做不成隐入深山的高士。

人类似乎不能看到谁被忽视，于是贴上标签，一朵小小
的勿忘我也在你的眼皮底下闪光，触动你柔软的那根神经。
菊花的味道不能让人恭维，应是可远观不可亵玩的品种，冷
气逼人，却又如此夺目。 菊花如果是人，应该也是一个矛盾
的复合体。 试问菊花，你是渴望我的一个拥抱，还是仅仅让
我偷偷地窥你一眼？

蟋蟀移师户内。 《聊斋志异》里玩物丧志的乐子，如今
被人做成了大产业。 促织，促织，脱掉了农事官的外衣，它
就是一个民间艺人 ， 那一张随身携带的土琵琶从两千年
前的 《诗经 》里带到了流沙河的 《就是那一只蟋蟀 》里 ，简
单的三根弦 ，触动了多少情怀 ？ 游子听到的是思乡曲 ，怨
妇听到的是离恨歌 。 我听到的是一条生命的长河溅起的
涟漪朵朵。

河水瘦了，像一条即将进入冬眠的蛇，连头都懒得抬一
下。 然后它会在某一个夜晚冻僵，那就是冬天来了。 两只喜
鹊在枝头叽叽喳喳地交谈着，商议的结果是留下来，让候鸟
去追逐春天吧。

秋天最宜读书。 三毛说过，春天不是读书天，花事烂漫
的时节“头悬梁、锥刺股”地用功，太不解风情。 夏天太热，
思想都蒸发掉了。 冬天又太冷，适合手捧一杯热茶，三五好
友围着炉子坐而论道。 唯有秋天，脑清目明，正好到字里行
间的藤蔓上去摘个瓜果梨枣，有悟有得。

（作者单位系山东省定陶县实验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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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节遐思季节遐思
秋天
□ 孔金泉

读心得阅

同等的分数不一定有同等的含金量。 王柱华/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