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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校阅读联盟，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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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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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各地成立读书会，确定负责人，公布联络方式，预告读书内容，定期
举办读书沙龙
2. 组建推广阅读专家团队，指导成员校深入、持续推进阅读，内涵发展
3. 为阅读成效显著的成员校量身打造观摩研讨会、现场会等推广活动
4. 为优秀成员校挂牌，建立培训基地
5. 为成就突出的成员校校长、教师举办教育、教学、管理思想研讨会
6. 组织出版社、阅读成员校交流活动，为成员校出书搭建平台
7. 组织出版社向阅读成员校赠书活动
8. 召开千校阅读联盟年会，发布相关标准、报告

咨询报名热线：
010-82296740 13810009700 冯永亮
010-82296732 13681266846 解成君
邮箱：zgjsbjssh@vip.163.com

《给教师的 36 条建议》
李镇西 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

本书为著名教育
家李镇西 30 年教育经
验的集大成之作。针对
教师来信中的 36 个最
典型的问题，作者一一
解答，提出极具操作性
的建议，并将自己的教
育理念融入其中。这些
建议涵括了中小学教
师面临的方方面面，包
括课堂教学、教师的自我提升、与学生的互动、
与家长的交往、与学校领导、同事等人际关系的
处理等方面， 也探讨了一些极其棘手或尴尬的
问题， 对中小学教师的教学及自我提升极具指
导与参考价值。

《教育与脑神经科学》
大卫·苏泽 等著
方彤 黄欢 王东杰 译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本质上 ， 教师是
“大脑的变革者”。对大
脑越了若指掌，就越容
易在教育教学中取得
突出业绩。

当今，教师和学校
管理者一如既往地寻找
各种途径， 试图将基于
脑研究成果的教学方法
应用于实践当中。 本书的 8 位作者是该领域内声
望卓著的专家，他们已出版了数十种关于大脑研
究的畅销书。 本书选录了其各自专著中的精彩章
节，用浅显易懂的语言阐明了如何将神经系统学
研究成果应用于不同的教学场合，是令人读起来
津津有味的荟萃本。

《北京四中 8 班的教育奇迹》
高杰 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高杰老师健康、阳
光又富于创造力，她把
全部的心血和爱都给
了学生。 她为 8 班营造
了积极向上、拼搏进取
的良好氛围，让孩子们
能在高中这个培养独
立思考能力的重要阶
段， 真正地拓宽视野、
了解自己。 书中用 4 个
部分概括出一个由老
师、学生、家长组成的三维立体的“北京四中实
验班”8 班高中 3 年的成长历程。

此外， 从本书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北京四中
先进的办学理念、丰富的课程体系、良好的校园
文化，优秀的师资团队，勤奋拼搏的学子与和谐
的家校关系，这一切累积起来，铸就了让每个孩
子都成才的教育奇迹。

《做一个学生喜欢的老师》
于永正 著
教育科学出版社

如何做一个学生
喜欢的老师？于永正用
他的行动告诉我们：用
童心润童心，用真情换
真情， 用行动推行动，
用激励促成长！这本书
是于永正的 “封笔之
作”。在书中，于永正对
自己 50 多年的教育生
涯进行总结。于青年教
师而言，这是一笔宝贵
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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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爱梦想”行动 63

与梦想结缘
唱响苗岭谣

□ 杨通华
我出生在贵州一个少数民族

聚居地。 上小学时，我们需要走两
个小时的山路， 风里雨里奔跑在
山间小道上， 说着我们的民族语
言，无忧无虑。 可上了初中，我才
知道不懂普通话， 也不会说普通
话是多么严重的事情。 开学第一
天 ，父亲送我到学校 ，他回家后 ，
害怕的我，不敢说话，找不到食堂
吃饭。

这个问题直到我成为教师 ，
仍然困扰着我。 我在学校担任物
理教师， 在这个大多数人都说普
通话的环境里，很多学生、家长都
反映我说话乡音重，课堂很乱。 当
然， 我也知道自己的普通话很糟
糕，成绩自然也就不好了。

就在我情绪低落、 无助的时
候， 学校梦想团队的教师邀请我
去听梦想课， 他们说梦想课能增
强自信， 我将信将疑地参与到了
这个团队的课堂中。 2013 年 5 月，
我开始接触梦想课，触动很大。 我
意识到，我要改变自己，让自己自
信起来，才能让课堂充满激情，拥
有活力。 于是，我大胆尝试上梦想
课， 把梦想课程的理念融入到学
科教学之中， 开始了自己的梦想
之旅。 经过一个学期的尝试改变，
我的课堂纪律得到改善， 也得到
了些许认可和肯定， 学生成绩也
有所提高。 这让我终于找到了自
信，能够从容地面对课堂。

此后，学校给了我机会，真爱
梦想基金会给了我平台 ，2013 年
12 月 6 号，贵州省三都县,我为 50
多位教师上了一堂梦想示范课 ，
当我第一次听到那么多教师为我
鼓掌时，我百感交集，我在心底呐
喊，我终于战胜了自己。 紧接着，
闭幕式上 ， 我再次挑战自己 ，与
150 多名教师分享了自己的成长
经历， 经久不息的掌声给了我更
大的动力。 我感谢梦想课给我的
力量，那个力量就是———自信、从
容、有尊严。

现在，我的普通话仍然不那么
标准，但是我的课堂却充满激情与
活力，学生爱上我的课，他们在我
的课堂上变得创新、开放、勇于表
达自己。 如今，在梦想课程的影响
下， 上课已经变成了一种享受，所
以， 我会竭尽全力地传递梦想，让
更多的孩子受益。 我会幸福地做教
师，哼着苗族歌谣，享受我美好的
教师生涯。

（作者单位系贵州省贵阳市
花溪区实验中学）

誗改变自己， 首先要让自
己自信，让课堂充满激情，拥有
活力。 下期我们将与你分享如
何爱自己，爱我们的学生。

这本书不同于一般的励志书， 它改
变了很多人，带给我们每个人力量，让我
们感到，生活是多么美好，自己又是多么
富有。 这本书告诉我们：活着，就要为自
己的快乐负责。

这本书的作者是澳大利亚人力克·
胡哲。 《人生不设限》真实地记述了他虽
身处逆境，却百折不挠，微笑着跟命运作
斗争的故事。

力克·胡哲的不幸让你无法想象。他
一出生，命运就给了他重重的一击：没有
胳膊，也没有双腿。 这样的一个肢体，换
作任何一个人， 都无法想象， 怎样活下
去。 然而，30 年来，力克·胡哲不仅活着，
而且，还活得有声有色，有滋有味。

他是澳大利亚第一批进入主流学校
的残障儿童， 也是高中第一位竞选学生
会主席的残障者，并获压倒性胜利。当地
报纸封他为“勇气主席”。 他在夏威夷和
海龟游泳， 在哥伦比亚潜水， 他还踢足
球、溜滑板、打高尔夫球，并且样样出色。

他是第一个登上《冲浪客》杂志封面的菜
鸟冲浪客。

21 岁大学毕业后，他取得会计及财
务规划双学位，熟稔投资，很快拥有了自
己的公司。 2005 年，他被提名为澳洲年
度青年楷模。 他出版过两张畅销全国的
DVD，还写了这本激励上亿人的书———
《人生不设限》。

当他决定以“激励他人”为人生目标
后，他创设了“没有四肢的人生”非营利
组织，实行各种创意行善，到目前为止在
五大洲超过了 25 个国家举办了 1500 多
场演讲，给予或者接受数百万个拥抱。他
戏谑自己是“拥抱机器”。

他获得各国各界领袖的接见， 他的
身影出现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地方不同
的角落：体育馆、斗牛场、表演厅、学校，
甚至垃圾城、贫民窟、监狱和红灯区。

当然，他也曾经受到过嘲笑。 人们
说他是怪物 ，嘲笑他 ，歧视他 。 他也曾
经非常讨厌自己，曾经三次自杀。 但最

终，理智战胜了怯懦 ，他要为自己的快
乐负责。

人们受到他的鼓舞，称他为“生命斗
士”。 他说：“当我们觉得自己毫无价值
时， 就等于限制了上帝在我们身上的作
为。 放弃梦想，就把上帝框住了。 因为，
你是他的创造物 ， 他创造你是有目的
的。 ”他还说：“生命不应该受到限制，就
像神的爱不受局限一样。 ”

每一棵草总会开花， 每一个人都有
他活着的价值。人生不设限，要为自己的
快乐负责，要快乐地活着。只要生命还存
在，就没有不快乐的理由！

在这本书里， 力克·胡哲告诉我们：
无论遭遇到多大的不幸，多大的打击，多
大的痛苦，都不要轻易地否定自己，放弃
自己。 决定我们未来的，不是环境，是态
度。 不论是顺境还是逆境， 只要认清目
标，积极面对，生活其实充满幸福。

为自己的快乐负责，人生不设限！
（作者单位系河北省怀安县左卫中学）

《人生不设限》
力克·胡哲 著
彭蕙仙 译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为自己的快乐负责
———评《人生不设限》

□ 卜玉霞

初识《始终》是在一篇书评中，原以
为作者是台湾的教师， 当我翻开这本装
帧精美且封面、翻页皆颇有创意的书时，

才知道作者郑锦杭是浙江杭州人。
这是一本蕴含温度的书， 尤其是教

师读者, 更能从郑锦杭的笔墨间闻到时
而淡雅时而浓烈的师者气息。书不厚，涵
盖的领域却很宽泛，如建筑、哲学、电影、
音乐、家装、读书、摄影、旅游、历史 、教
学、亲子互动等，有力地凸显出作者宽泛
的兴趣和多元的研究领域。

在书中， 我第一次知道安藤忠雄和
住吉的长屋， 知道什么是建筑的静谧和
明朗，知道建筑应“带给大众清澈、纯净
的震动”。 在书中，我随着作者一起体悟
林语堂和谭盾，从哲学到音乐，我感受到
幸福不是物质的无止境的攀比、追求、满
足，再攀比、再追求、再满足，如此反复，
无止无尽。 谭盾的《陶乐：大地之声》，借
泥土做乐器，却能奏出对大地的感恩。林
语堂觉得，“自己和草木为友， 和土壤相
亲，自己的灵魂很舒服地在泥土里蠕动，
就已心满意足，很快乐。”这种淡然、恬静
在当下是何等的稀缺和珍贵。

这让我想起，暑期去海边旅游，第一
次看海， 大海的辽阔无边让我消弭一切
糟心和烦愁的事， 当一波波的海浪击打
在身上，几乎淹没整个身体时，那种害怕

和无助让我真切地感受到人力的微弱。
和自然相比，人甚至不如蚂蚁。 “我们应
该怎样向自然致意，才可以以它为酵母，
发酵出自己人生的盛宴， 回馈自己终于
可以成为虽然渺小，但是强壮的、自然的
子民？”这里的自然不单指树木、鸟兽，也
包含初始的人心和社会的公平、良心。

郑锦杭在书中多次谈到建筑， 也说
及自己家装修设计的情形。 因为对建筑
的情有独钟，梁思成、林徽因自然成了作
者的精神偶像。梁、林在建国后曾致力于
对古建筑的保护和修缮， 因为对老北京
城墙被破坏的痛心疾首， 而多次和当权
者争执。 可惜如果梁、林活到现在，看见
当下古建筑保护的现状， 不知又会作何
感想。有外国游人感叹，中国的城市没有
特点，千城一面，毫无区别。 记得我去年
去加拿大学习， 看见多伦多大学内一座
千年的建筑如今仍然在使用， 安大略省
府大楼是数百年的建筑， 城内百年以上
的房屋比比皆是，而反观国内建筑，不禁
让人神伤，不仅老建筑消失了，很多新建
筑的设计也让人大跌眼镜。

之所以喜欢这本书， 还有很重要的
一点就是作者对读书的态度和我相同。

我也坚持认为读书一定不能限制种类，
什么类的书都要读，尤其是教师，面一定
要广。 郑锦杭在书中很形象地说：“专业
就像海绵，浸到什么颜色的海水里，就会
吸收到什么颜色。非专业的东西，是能反
哺专业的。 ”在我看来，作者的读书历程
可以成为新教师读书的目标路径———从
学生时期的文学作品， 到初为人师时的
教学用书，再到后来涉猎历史、国学、传
记、佛学文化等，作者的读书从小天地逐
渐走向大宇宙。 台湾著名出版人詹宏志
说：“我读书的目的不是为了书， 而是对
于一个更大的世界的向往。 ”诚如斯言，
读书不是功利行为，而是一种修行、一种
拓展和延伸。万丈红尘是道场。书的终极
意义，在于辅你不尽的修为，仿佛忠贞的
伴侣。

昨天， 我和学校两位刚上岗的新教
师谈话，向她们推荐了这本书，我相信当
她们看完了这本记录着郑锦杭老师成长
历程的饱含真情的书时， 她们的教育人
生一定会展现出鲜亮的光彩。 于她们如
此，于我亦然。

（作者单位系江苏省句容市茅山中
心小学）

□ 夏 歆

不忘初心 方得始终
———读《始终———对教育及人生的一份心意》随想

工作一年半， 每每不经意与人提及自己的职
业， 总能听到类似的感慨：“女孩子当老师好呀，一
年才上两百天的班吧”。我勉强扬起嘴角表示礼貌，
总是词穷，无力向人形容，也无法让人相信我基本
每天备课到晚上十点多、周末自行加班、少有时间
看惦记许久的书……这样的生活，在我的抱怨声中
持续了一年。

我开始质疑，质疑这份看似安稳却让人压力山
大到没有生活的工作。 于是，我决心重新拾起自己
的小兴趣———花、鱼、书、文字、水晶、护肤品，并致
力于和二三好友成为“吃货”。 有了兴趣的生活，不
仅舒缓了我的工作压力， 让我的生活少了抱怨，更
让我的心态有了很大改变。 有了“色彩”的我，赢得
了孩子们的喜爱。

就拿养花来说吧。 当科学老师将我养的风信
子拿到班级向学生展示根须时，学生们一致认为它
是一个洋葱头。 待到语文课时，我假装生气地对学
生抱怨：“听说， 你们说我的宝贝植物是洋葱头？ ”
在学生的频频点头中，我百度了风信子的花给他们

看，并斩钉截铁地告诉他们“洋葱头”也能开出这样
的花。 学生惊讶于图中风信子的美丽，却仍对我的
“洋葱头”嗤之以鼻。我俨然是一个和他们置气的孩
子。但是我能感受他们是多么喜欢这样生活化甚至
孩子气的我。 第二周，有个靠窗坐的男生也在他的
窗台边摆了一个“洋葱头”。朝阳斜射，透过玻璃瓶，
隐隐跳跃的金光，荡漾在书声琅琅的教室。 我在工
作后第一次感到这种久违的平静与温暖。当学生的
“洋葱头”吐芽而我的却迟迟不见动静时，男孩得意
而俏皮地问我要不要来点营养液。 我总是在想，那
两株“洋葱头”里孕育着何种纯净颜色的花……

改变后的生活，给我枯燥、单调的教育生活增
添了无穷的乐趣，而且拉近了我和孩子们的距离，
让我们之间有了更多话题。去年教师节的时候，班
长小碎步跑进办公室 （这与她平时稳重的样子不
大符合，想来是因为害羞的关系），送给我两本书，
她知道我喜欢书。翻开其中一本《一个人的朝圣》，
我惊讶于一个初二的学生对于书的“品味”，更满
足于被人了解的贴心和温暖。 在学校组织的读书

演讲比赛中，我将这本书的读后感与同事们分享，
得到了大家的共鸣。 奖品普通———几张书城的代
金券，我却很喜欢。 我将这一“成果”与班长共享，
望着她接过代金券时绯红的脸庞， 我想她能够懂
得我是在与她共享读书的魅力和愉悦， 一如她送
我书时的心情。

……
慢慢，我悠闲地和“吃货”好友共享晚餐，也在

晚餐后匆匆赶回学校督促孩子们晚读；我严厉要求
孩子们背诵古文，也在烟雨蒙眬时和他们一起陶醉
地听诗歌朗诵《山雀子噪醒的江南》；我为孩子的成
绩而担心、生气，我也在柳絮飘飞的时节和他们讨
论“白雪纷纷”到底“何所似”……

将生活之美融入工作，何尝不是对生活的另一
种诠释。 我很高兴，也很庆幸，我是一位语文老师。

那些我向往的温暖生活，终于顺着自己沉静而
跳动的心，透过孩子们清澈的眼睛，慢慢，慢慢，向
我走来。

（作者单位系浙江省慈溪市实验中学）

筅 创意生活

筅 美食汇

赵新芳教育生活禅（118）

雕琢特殊孩子生命的殿堂（十五）

筅 专 栏

一般来说，在一个单位是很忌讳“家族帮派”出
现的，那样既不便于管理，也会生成许多不正之风。
为了杜绝这种现象，纪检、监察部门曾出台了许多
规避这种现象的政策。 尽管如此，在现实生活中，
仍有一些单位的领导在子女安排问题上因违纪而
被处理。但特教学校的“伉俪”乃至“子（女）承父业”
现象不仅没有受到社会的谴责，反而得到学校教师
的高度赞扬和推崇。 个中原因很值得我们回味和
思考。

“子承父业”现象在邢台特教学校共有 3 例。学
校原党支部书记姜允文（2007 年退休）的女儿姜秋
艳和女婿黄巨鹏现在是学校一对美满的伉俪，因此
他们可谓地地道道的特教家庭了；王志新是学校创

建时期的主要领导之一，其儿子王雪亮现任学校政
教处副主任；还有特教元老，曾担任全市第一位盲
童随班就读总辅导员的翁绍康老师，其女儿翁卓也
是一位现任的优秀盲班教师。

姜允文、王志新都曾在市教育局工作，我们共
事多年。 姜允文一直在局里做财务工作，并且当了
多年的财务科长，按说是比较有“实权”的，把自己
的孩子安排到普通中学甚至热点学校， 也是合乎
“常规”的。 而且，两个孩子的个人条件也很好。 姜
秋艳，毕业于河北师范大学音乐系；黄巨鹏毕业于
河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油画专业。 依据两人的学
历和专业， 在 10 多年以前分配到市属的重点高中
都是没有问题的。 但他们却没有那样做，而是依照
父亲的心愿毅然决然地来到条件十分落后的特教
学校，从事社会和众人还不甚理解的特教事业，并
且一干就是十几年。

如今，姜允文已退休多年，我很少有机会和他
见面，但对他还记忆犹新。 在我的印象中，姜允文虽
身体一直不好，但却是个很有个性的人，最突出的
一点就是业务娴熟，且认真负责，甚至有些“抠门”，
大家都称他是个教育好管家。 关于孩子的事，他虽
然没有和我直接交谈过，但我深知他一生从事教育
工作，对教育积累了深深的情结。 大概正是基于这

样的思想基础，他才做出常人不能理解的决策。
两个孩子更是不负父望，干得都很出彩。 女婿

黄巨鹏不仅是省级“骨干教师”、学校美术班的顶梁
柱，而且还担任中国纪实摄影家协会会员，邢台摄影
家协会会员，邢台美术家协会会员，其美术、摄影、书
法作品多次在省市绘画摄影大赛中获奖。 黄巨鹏对
特教学校的最大贡献就是创办了美术中专班，因为
有了这个中专班， 才圆了诸多残疾孩子的大学梦，
才给这些折翅的天使们插上了腾飞的翅膀。

谈起美术中专班成立初期， 黄巨鹏不无激动：
“那才叫白手起家啊！ 学校里画画的专业设备、画
具一丁点儿都没有，更没有专项资金，我只有一次
次地出去转地摊买绘画衬布，一次次从废旧市场里
捡各种瓶瓶罐罐。为了节省费用，画架、画板也是我
亲自找木匠定做的。学校库房的废旧物件几乎都成
了我们绘画的道具。同事们还纷纷把家里好看的酒
瓶拿来给孩子们当静物……” 他接着又动情地说：
“与这些孩子朝夕相处， 你想不爱他们都找不出理
由。 不为别的，就为孩子们那种期盼的眼神，那种
眼神是一般孩子所没有的，任何一个人都没办法拒
绝。因此，我对于特殊教育总有一种深深的眷恋，不
为别的，只因为在工作中我才明白，有一种爱，可以
在这里升华！ ”

“阳光教师”稿件请发送至邮箱
zgjsbjssh@vip.163.com

筅 阳光教师

钟定军 江西省于都县长征源小学
教师，曾担任班主任 19 年。 他充分利用学校毗
邻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这一得天独厚的区位优
势，把“长征文化”融入教学、班级和学校管理
中，全方位、多角度地在学生中开展以爱国主义
为核心的民族精神教育， 让长征精神成为学生
发展的灵魂和精髓，其“文化立人、红色树魂”的
理念，已成为班主任工作的风向标。

爱好：读书、运动、音乐。
教育信念：轻负荷、宽视野、强能力、高素质。
人生格言：以理想的教育实现教育的理想。

筅 教师书架

慢慢向我走来的温暖生活
□ 张雪芳

春天的“腊”味
□ 俞东升

喜欢春天，理由颇多。对我而言，春天的“魅力”
还缘于一碗菜：腊肉。

腊肉， 顾名思义是腊月腌制的肉。 腊月里，买
来农家生态猪肉，切成条条状，打上花刀，抹上一层
一层的盐，把它们整整齐齐地码在钵里，静静地腌
上一个星期。 等到一个艳阳天，起卤，沥干盐水，用
细铁丝穿了，挂在树杆上，晒上几个日头，一直把这
些肉晒得渗油，颜色也变成“红加黑”，每个人走到
旁边都想吸鼻子。 这时的腊肉，所有的“工序”全部
完工，就像作家最终润色的好文章，把稿子放进了
抽屉，只等出版。

有了腊肉， 春天就不仅仅为眼睛奉献美丽，还
要为味蕾奉献“美味”。 来了客人，也不用谦虚地说

“没有好菜招待”，挂在门梁上那一刀刀的肉，取下
来，切成樟树叶一样的薄片，贴于碗沿，在饭锅里蒸
熟，就是一碗好菜。

腊肉除了蒸了吃，还可以与大蒜、菜薹、冬笋、
藜蒿等一起混炒，有了腊肉这个“万人迷”，蔬菜也
好 ，野菜也好 ，有什么炒什么 ，无论与什么菜 “搭
档”，都是一碗绝妙的好菜。

腊肉炒菜薹、炒蒜苗的做法很简单。 先将腊肉
切好，倒入烧红的铁锅，一会儿就“吱吱”冒油，再将
洗净的菜薹或蒜苗倒入，大火爆炒，用锅铲快速翻
扒。 需要注意的事项有两点：一要加点水，不让它
沾锅；二要掌握起锅的时机，不能生，生了有青涩
味；也不能过于烂熟，太烂了，如同吃稀泥。

菜炒好了，盛入洁白的瓷碟，在晶莹剔透的腊
肉映衬下，菜薹、蒜苗油亮清新，色泽夺目，这样的腊
肉炒菜，“燕瘦环肥”，油而不腻。 素中有荤，荤中有
素，吃起来真的是美味可口。

比较起来，我最喜欢吃的还是“蒸腊肉”。 每天
下班，人还没到家，蒸腊肉的香味就在楼梯道热烈
地“欢迎”我，刺激我的味蕾，把我的食欲“引诱”得
蓬蓬勃勃。 于是，我直奔厨房，掀开电饭锅的盖子，
一股令人迷醉的香味，如下凡的仙女，飘然而来，我
不禁口舌生津，跃跃欲“吃”。

我笑着对妻子说：“因了这碗腊肉，我爱上了有
滋有味的春天……”

（作者单位系安徽省池州市贵池区唐田中学）

“又是一年三月三，风筝飞满天，牵着我的思念
和梦幻，走回到童年……”在春天，在童年，白云常
悠远， 蓝天尤深邃， 孩子们的世界便是风筝的世
界———那样的温暖明媚而又缤纷多彩，那样的手忙
脚乱而又欢呼雀跃，每每令人心羡目随，遐思联翩。

你，或者我，又有谁不曾从“儿童散学归来早，
忙趁东风放纸鸢”的时代走过？ 哪怕，那翩跹在头
顶的 “纸鸢” 可能仅仅只是一个薄薄的塑料袋儿。
你，或者我，又有谁不曾做过“才乘一线凭风去，便
有愚儿仰面看”中的“愚儿”？ 即使，那风中传来的
妈妈的呼唤已在耳畔一遍又一遍地响起……

在十丈红尘里穿行得久了，风筝便在不知不觉
间褪为渺远的记忆，或蜷隐于墙角，或蛰伏于柜顶，
或悬坠于阳台，即便伸手可触，却又惘然若失———
生活是一块磨刀石，我们的天真，我们的顽皮，我们
的倔强，还有我们牵着风筝在春光里恣意奔跑的欢

笑，都被一并打磨光了吧。 然而，风筝是从不嗟叹
命运的———我的快乐，便在于迎着风儿，矢志不渝
地攀升，昂扬蓬勃地奋飞。 或许，暂时的寂寞是有
的，但，只要春天还会来，花儿还会开，我便会有逍
遥天宇、睥睨众生的不灭梦想……

尼采说，每一个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
的辜负。 是的，柴米油盐也好，琴棋书画也罢，在琐
碎的奔忙与悠然的闲情背后，我们总是难以割舍世
俗名利，难以拂去生命的沉重与麻木。 一个又一个
春天，我们无暇举目，我们难得仰面。 我们的快乐，
似仅止于将那茵茵绿草，将那青青湖水，将那如洗
碧空里浮动的一线风筝搬移到电脑桌面上来。 但，
颈椎的酸与痛，双目的胀与涩，十指的僵与硬……
又分明告诉你我，一切只是徒劳无益，一切只是自
欺欺人。之于生命，这仅仅是度过，无聊地，被迫地，
艰难地打发罢了，却非绽放，纵情地，高傲地，自由

地翱翔。
那一日，途经公园。轻轻杨柳风中，但见粼粼碧

波竟隐约倒映着几只风筝的倩影。举目细视，果然！
斑斓的蝴蝶，矫健的雄鹰，颀长的蜈蚣，欢快的金
鱼，四只风筝正竞相争高，逞英斗豪，逐云而舞。 痴
痴然向前，我才蓦然发现，牵引风筝的，竟是几位老
人。 再看他们，手摇线，足慢移，一边昂首专注于风
筝的 “一举一动”， 一边还能和身旁的老友笑谈几
句，虽是白发皤然，眉尖颊畔却难寻一丝桑榆向晚
的颓唐与晦暗，反在恬淡与从容间，满溢着知足与
快慰。原来，风筝不仅是儿童的天使，还是老人们笑
看沧桑的无言良伴呵！

迟日江山丽，春风花草香。 朋友，还等什么呢，
让我们携妻将子，带上心爱的风筝，在老杜咏唱的
《绝句》声中，准备出发吧！

（作者单位系安徽省芜湖市第四十三中学）

□ 刘 敬

筅 生活絮语筅 深度阅读

《始终》
郑锦杭 著
教育科学出版社

母亲还是少女的时候， 一心憧憬着
野外嬉耍的好光景， 竟不愿意进学堂好
好念书。 现在，操劳成习的她每每憾然
于当时，提起就不住叹息：傻呀，真傻，要
不现在我也能像你们一样整天看书了。
我听到后总是一笑而过，并不当回事：母
亲自有母亲的忙事呢， 她怎么可能会真
的想要念书呢。

寒假的一天,我从外面回来，差不多
是下午 3 点。 闲下来的母亲竟然在膝盖上
摊了一本我中学时的旧杂志。 我轻轻地走
到她旁边，她也没有觉察。 哦，原来她正在
读“草原英雄小姐妹”的故事。

母亲只有初小文化， 早年认的字这

会儿也差不多全还给老师了。 她看电视
时经常念错字幕上的字。我们纠正她时，
她总笑笑：这个跟那个长得还真挺像呢。
我们也都笑了。

母亲到底还是念不下去了。 我就一
一念给她听。 长时不在家住，我的家乡
话也渐渐说不顺当，只能用普通话的读
音念 。 母亲的舌头自然也是有点僵硬
的，我一遍一遍地教她 ，她一遍一遍地
学着。 念着念着我们都笑开了，母亲就
又感慨：会说普通话就是好 ，念着也好
听。 我说，我给你教拼音吧。 学了拼音，
认字就好办了。母亲不相信似的愉快地
笑了。

我鼓励母亲轻声读出来， 碰到有的
字不认识，我就给她做示范。 渐渐地，我
喜欢上这种感觉了。母亲辛劳了半辈子，
我还没为她做过什么事呢。 于是我越发
像一个尽职尽责的老师， 母亲也俨然一
个勤奋好学的学生。

此后每个空闲的下午， 母亲都找来
我的旧书读，她特别喜欢人物故事，说里
面有好多做人的道理呢。

就这样 ，母亲每个读书的下午 ，我
都安静地陪着她 。 母亲用特别的半文
半土的音调念书 ， 认识的 ， 就用方言
念；不认识的 ，按我教的念 。 但母亲却
不满意，她说她要学拼音 。 我没有笑 ，

只是在心里叹了一口气 ， 这对母亲太
难了 ，由于本地方言的特殊性 ，再加上
她的舌头已经不够柔软了 ， 自然是很
难学好拼音了。

剩下的几个下午， 我从母亲手里接
过书卷， 轻轻地读书给她听。 母亲不会
读，倒是能听懂。 她半卧在躺椅上，闭上
眼睛，仿佛很享受似的。 读完后，她还夸
我念得好，念得标准，念得有感情。

母亲累了，我不会累。我要长长久久
地读书给她听，让她听到有节奏的声音，
让她听到长长的故事， 让她听到她遥远
的梦想，听到心灵的释放。

（作者单位系广东省东莞市第一中学）

黄昏的书卷
□ 林奔月

筅 书虫手记

生命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