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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读

几年前， 因长期的嗓子疼没太
当回事， 由上呼吸道感染引起的免
疫系统疾病， 竟导致了身体各大关
节游走性疼痛，上下楼都成了问题。
到医院检查， 竟是我不幸患上了风
湿性关节炎。 当看到同来问诊的病
友关节变形、甚至半身不遂的惨状，
我紧张得无法言说。 问到治愈的可
能性， 医生的含糊其辞更让我的心
头一直沉甸甸的。

曾读过这样一段文字， 对我感
触颇深： 学生需要的是身心健康的
老师， 而不是拖着病体用感动来垫
高的授课者。

是的， 能治愈自己身体和心灵
的，唯有自己。

去年开学时， 一个要好的伙伴
邀我骑单车锻炼，为身体之故，我毫
不犹豫地答应下来。

一开始， 我无法跟上同伴骑行
的速度， 甚至多次产生打退堂鼓的
心思。渐渐地，在同伴的鼓励和带动
下，一年下来，县城周围方圆上百里
地，几乎都留下了我们欢快的笑声。
不仅如此，隔三岔五，我还能利用早
晨上班前的这段时间， 给远在十八
里外的老人送去早餐，带去快乐。回
到单位，我感觉动力十足。 骑行，成
了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道甜点。

每天早晨， 我们跟随着音乐的
旋律去骑行。晨光熹微，家人还在酣
睡，我便悄悄起身，投身于大自然的
怀抱。看着小鸟在空中轻捷地飞过，
看着小草在土地的呓语声中悄悄地
萌芽， 所有的小虫子都和我一起轻
步飞扬，我把春天留在我的眼睛里。
麦浪翻滚，绿树成荫，荷花飘香，我
把夏日早晨特有的清凉融进我的记
忆里。 秋叶飘飘，天高云淡，大雁南
飞，刘禹锡“我言秋日胜春朝”的豪
迈便嵌在我的心灵里。 当呵出的空
气遁形于苍茫的天地间， 我就把冬
天融进我的希望里。

骑行给我的心灵带来巨大的变
化，更使我的身体逐渐恢复活力。脚
尖轻踏，车轮飞旋，转动的车轮带动
腿部旋转， 僵硬的腰胯也开始扭动
起来。目视前方的眼睛，同样得到了
有效的锻炼，伴随着眼球左十圈、右
十圈或顺时针或逆时针地旋转，眼
部肌肉灵活，视力有了极大改善。身
体各大关节由开始的游走性疼痛渐
渐地变为只有酸麻胀的感觉， 后来
几乎没有了症状。那份欣喜，不经历
一番 “彻骨寒” 的人是无法体会到
的。每天站在课堂上的我，能够再次
激情四射，那双充满神采的眼睛，投
射给孩子们的是“心有灵犀一点通”
的直觉，更是“删繁就简三秋树、标
新立异二月花”的愉悦。

别样的经历，让我深深懂得：身
心愉悦的骑行， 带给我的将是对教
育、对家庭持久的动力支撑。

（作者单位系山东省泗水县洙
泗小学）

骑行，
别样的动力支撑

□丛洪英

养生漂亮女孩要不要读书
———电影《成长教育》给女性的忠告

□李立红

杨志凌 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国家一级美术师、清华大学研究生院兼职教授

西格里夫·萨松有一句诗：“心有猛虎，细嗅蔷薇”，意思是说凶猛的老虎，也有细品蔷薇
花香和感受美好的时候。 在作品《色狼嗅》中，狼的头和其中一只脚突兀地呈现在色彩斑斓的
画面之中，如猛虎一般，似在接受美的洗礼，又似在摸索前行。

在人类的世界里 ，当我们初次涉足一个陌生的领域 ，同一只盲狼没有区别 ，如生命之
轻、投资之险、情色之惑、人心之恶，有些看似美丽，却充满风险，不可不辨。 《色狼嗅 》即营

造了“盲狼”身处美景而不自知和深陷绝境而浑然不觉的双重悲戚感，令画外的观者替这个本性凶残的动物
捏了一把汗。

在艺术家深刻的寓意之外，画面仍传递出美的图景和浓烈的艺术感。 色彩缤纷的点状风景
和深黑色的体面色域形成对比，水渍和色块交融成趣，浑然一体，既渲染出色彩的斑斓，也映衬
出动物的皮毛质感，体现了水彩艺术的表现性和艺术家对画面娴熟的驾驭能力。

人们习惯于观赏油画的叙事性，或体味水墨的抒情感，却很少关注水彩兼具两者之长。 《色
狼嗅》就是一味试剂，是对色彩的视觉和味觉的一种挑战，也是对人生和艺术体验的一种思考。 中国教师书画院

《色狼嗅》

品画
看世

何卫平（艺术评论人）

前言

大凡天下，山川不同，风俗便异；风俗
既异，饮食亦有别。 陕人爱羊肉，潮粤多生
猛，川人嗜辛辣。 而吾乡长垣，位处中原腹
地，历史悠久，文化厚重，乃堂堂三善地，
煌煌君子乡，饮食亦极讲究。 鄙人虽不懂
饮食，掂不起瓢盆，拿不动锅勺，却也不揣
冒昧，作这一段文字了。

凉皮

凉皮由来已久， 不知其始于何时、何
地，又由何时何地传入长垣也。 但在长垣，
凉皮因其价廉物美，老少咸宜，却是深受
欢迎，无论达官显贵、富商巨贾，还是平头
百姓、普罗大众，都对其钟爱有加。

凉皮制法 ：和面 ，揉制 ，揉得面光洁
筋软 ；注水 ，搓洗 ，待得水清如新 ，沥水 ，
沉浊者即是面筋 。 将所沥面水静置 ，沉
淀，去水，寻一细箩，铺一层棉布，将面糊
一层层倒上，倒一层，晾一晾，些许揭起，
再倒，如同造纸，千余张凉皮就需要一天
工夫。 火候拿捏到位，所制皮白如玉，薄
厚恰好，面筋道多窍，松软适中。 不然，则

非硬即软，非薄即厚。
凉皮吃法有三：一是凉拌，拎一张凉

皮切条装碗，放入酱油、醋、盐、黄瓜丝、荆
介叶、辣子油，片刻即好。 二是热炒，类似
炒菜，凉皮切条入锅，浇油、葱花翻炒，稍
后放入豆芽、面筋、芹菜梗，淋少许水，面
皮吸入汁液，味道越发香浓。 还有一种做
法，在整张凉皮上放入黄瓜丝、面筋，撒上
芝麻酱、盐、醋，裹起来，谓之“卷凉皮”，不
用碗筷，无须桌椅，食用十分方便。

炎炎夏日，来上一碗，一时之间，不是
神仙，胜似神仙，手便紧撑了桌子，生怕一
阵清风，飘然脱去了。

脂油火烧

说了凉皮，就不可不说火烧。 夏日长
垣 ，街边巷口 ，凉皮摊旁 ，必有火烧炉相
偎，火烧炉处，也必有凉皮摊相伴。 如同恋
人，相依相偎，密不可分。 而食者也多半是
一手持饼，一手扒拉凉皮。 若只食其一，味
道就要减淡。

火烧中尤以脂油火烧受人欢迎。 脂油
火烧多分布在县城东关一带， 一顶红帐
子，一个炭炉子，一架小车子，就撑起了一

个火烧摊子。 摊子沿路一字排开，约略七
八家，且有渐多之势。

每每回老家，就爱来上一个———星期
天，时间宽裕，心情也好，等待的功夫也竟
成了享受———只见摊主瓷盆中三指一撮，
揪一团面，面油油的，筋道道的，“啪啪—
啪啪—”，炉板上摔打几下，搓长条状，尺
许 ，圈盘 ，用手压扁 ，抿一层白花花的肉
末、葱花，复压，之后提起来，按到铁板上。
三四个了， 白睡莲儿一般———顺手一翻，
铁板划一个优美的圆弧，就换了个面。 这
时，铁板上的几个饼已黄，便用铲呛了，列
炉膛内烤，炉内的几个就捞鱼一样被甩出
来。 旁边的妻子则忙不迭收钱， 包饼，送
客———整套动作一气呵成，行云流水。 说
来絮烦，其实也就是几十秒钟功夫。

别看火烧摊子小，生意却大。 一天少
则卖一二百个，多则三五百个，只愁打得
慢，不愁卖不出。

鸡血汤

几年前，刚结婚，一日妻对我说，“今日
不做饭，去外面吃。 ”去哪儿吃什么，却是不
说。 七拐八拐走进菜市场东头的一间小房

子，门口只垂了个布帘，任何标识也没有。
疑疑惑惑地进入，一片昏暗，如入地

窑，狭小杂乱。 寻了位儿坐下，才知窗户不
仅小，且一律封堵，只有一盏细细的灯盏
儿亮着。 房间内却极是热闹，一个胖女人
在柜台里收钱发号， 紧挨柜台是一个案
子 ，一小伙膀子抡圆 ，啪啪跺着 ，刀头闪
光，霍霍生风，一个妙龄少女则忙着夹肉
装饼。

饼来了，烤得焦黄，又夹些新绿如玉
的青椒，我越发饥了，张口要咬，妻却一把
拦住：“别急，还有汤呢！ ”果然，一会儿汤
来了，清汤里浮着几块淡红的血块，几片
翠绿如玉的青菜，几缕细长的丝粉，白瓷
碗盛了，浇一勺清醋、半勺辣椒。 咬一口
饼，喝一口汤，汤的清淡、饼的鲜美，相得
益彰，竟成了妙不可言的至味。

从此，我和妻成了这里的常客。

后记

长垣地域之阔大，历史之悠久，饮食
之丰富，还有许多美食名吃，只望读者有
空了去尝尝才是正道。
（作者单位系河南省长垣县教育体育局）

在教育类影片中，《成长教育》是比较
特殊的一部， 剧情里没有激烈的师生冲
突，没有叛逆的家庭争斗，整部影片都在
平静的叙事、舒缓的节奏和略带英伦范的
“沉闷”中进行，看似波澜不惊，但仔细品
味，却足以在内心掀起巨浪，值得教师和
家长深思。

这部影片是根据一名英国记者的回忆
录改编的，漂亮、独立、多才多艺的 16岁少女
珍妮就读于一所著名女中，准备考取牛津大
学。 一个雨天，珍妮邂逅大卫———一个潇洒、
富裕的男人，举手投足间散发着迷人的魅力。
从此，大卫带珍妮出入高档酒吧、艺术品拍卖
行，毫不费力地实现着珍妮“看自己想看的
书，听自己喜欢听的音乐，看法国电影，与经
历丰富、见多识广的人聊天……”的单纯愿
望，父母也改变了逼她苦读书的看法，不遗余
力地促成他们的交往。 珍妮不可遏制地坠入
情网，不惜与疼爱自己的老师撕破脸皮，退学
结婚。然而，事实是残酷的，后来珍妮发现，大
卫是个已婚男子，而她不得不为自己的选择

埋单。 历经波折之后，珍妮重返校园，最终考
取牛津大学，一句“我想要的生活，没有捷
径”，恰到好处地点明了影片的主题。

影片的故事情节不难理解，但留给我
们的思考却回味悠长。

当毕业于剑桥的老师劝说珍妮不要
放弃学业的时候， 珍妮提出了自己的质
疑：您聪明、漂亮，不也是平庸地生活吗？
面对校长的质疑，珍妮大声地喊出：“没人
做有价值的事情需要学位。 至少女人不需
要！ ”珍妮的理由是：学习很枯燥，教书很
枯燥，是做艰苦和枯燥的事情，还是嫁给
他享受生活？ “你得告诉我，为什么我要选
择你的那条路？ ”校长哑口无言，珍妮转身
而去，留下一连串孤独的门。

教育的意义何在？ 漂亮的女孩为什么
要读书？ 这是个尖锐而又现实的问题。 因
为社会上始终有一种声音：学得好不如生
得好，生得好不如嫁得好。 其实，这是一个
悖论，珍妮的老师毕业于名校，她们日复
一日乏味的生活被珍妮误认为是教育的

必然归宿，是多年的苦学和学院气剥蚀了
她们的兴趣和生活。 珍妮并不缺乏理性，
她有着一份少女的自持和对自己的珍视，
不盲目随从，能用自己的方式思考教育的
意义，她的困惑正是许多学生特别是女生
的困惑。

珍妮需要一个理由拒绝大卫，远离本
不属于自己的奢华，需要一个理由接受学
习的单调，远离物质的诱惑。 但没人给她，
因为周围人的生活也一塌糊涂。 在珍妮与
校长的辩论中，我多么希望校长能郑重地
告诉珍妮，读书还有另一层意义，那就是
丰富自己，享受读书的过程就是读书所能
给予的最珍贵的馈赠；而稳定的工作和理
想的生活，只是教育的附加值。 如果浮华
的生活可以轻而易举地得到，那么它也可
以轻而易举地失去， 只有努力得到的东
西，才会被人珍惜。

我多么希望珍妮的父母能告诉她，教
育是认识自我、 实现自我的唯一途径，是
避免以后生活枯燥、捍卫自由和维护自尊

最可能的方式。 大卫凭什么爱你？ 是你年
轻漂亮！ 当你不再拥有青春的时候，还能
否保证他还爱你？

遗憾的是，教师价值立场的摇摆，家长
道德操守的丧失，以及缺乏对诱惑的抵制，
使珍妮走了一段弯路。 不过， 值得庆幸的
是，在历尽浮华之后，珍妮最终还是幡然醒
悟，抛弃了家长的理想转嫁，重新唤起对美
好的憧憬， 她在成长中完成了自己的灵魂
救赎。 教育过程中，自我价值是什么，如何
让孩子收获美好、享受其中？这考验着教育
的成色。真正的成功不是物质的丰收，而是
享受每一次努力的艰辛， 无论多么困苦都
不降低心灵的高度。

任何成长都不是一蹴而就的， 都会经
历曲折， 任何表象后面隐含的都是价值取
向。成长不是孩子的专利，也是成年人的诉
求；成长不是经验的叠加，更不是平庸的复
制，而是智慧的增长，是正确价值观的加固
与延伸，是把学生的心灯点亮。

（作者单位系辽宁省锦州市铁路高中）

□王自亮

写吧

近期征稿
◎教师音乐坊 一杯茶， 一本

书，一段音乐……休闲时刻，总有一
些动人的旋律让你流连其中。 你喜
欢什么样的音乐？ 它带给你什么样
的感受？你和音乐之间有什么故事？
欢迎来稿分享你与音乐的点点滴
滴。 1000 字以内。

◎ “潮生活” 倘若你是个追逐
时尚的“潮人”，不妨把你的“潮事”、
“潮物”与我们一起分享。 可以附带照
片。 800字以内。
邮箱：744883634@qq.com
联系人：黄浩 010-822968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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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
晓
革

从三位数到两位数
到一位数

越来越忐忑
分数就是一切

也越来越坦然
我给自己打满分

把我们牵出去
跟阳光握个手，合个影

每一个人都加把劲儿
把绳子拧成麻花

两支走了形的队伍
把绳子拽得生疼

几千人在同一时间
重复同一个动作
肯定很美

再配上音乐
再配上阳光
再配上班主任严肃的目光

跟着黑板上的字母和公式走
跟着老师的手势和语气走

有时候突然发出会心的一笑
然后把自己的嘴缝起来

（作者单位系安徽省含山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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