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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读

是出门行走，领略祖国的大好
河山 ，还是闭门潜修 ，呼吸夏夜里
的醉人书香？ 或者，你还可以辟一
块菜园，莳花种草；邀两三知己，对
月小酌……

总之 ，世界那么大 ，你不必辞
职，也能尽享这美好时光。

语文教师王开东说 ，“在学校
待久了，罕有不 ‘尘满面 ，鬓如霜 ’
的，亲情被隔阻，友情被掩埋，闲情
被磨砺……我想去看看，只能等暑
假。 ”

现在 ，暑假来了 ，而且已经消
磨了一大半。

那些备不完的教案、批不完的
作业 、写不完的总结 、上不完的公
开课、理不完的班级纠纷，这时节，
都可以暂抛一旁。 你需要的，是给
心灵放个假，让生活多些色彩。 毕
竟，欢乐的时光总是短暂的。

回头望望 ，这一夏 ，老师们给
自己的生活增添了怎样多彩的一
笔 ？ 又如何拾起了那久违了的亲
情、友情与闲情？

既有闲情，不妨去户外畅快一
游吧？ 一想到烈日的炙烤、台风的
肆虐，杭州育才中学教师缪润华仔
细思量，还是决定一隅静读。 “微信
圈里老乡晒出的各个国家、各种形
式的旅游度假图，令人羡煞。 但我
并没有参加这样的暑假旅游大军，
而是独居一隅 ，静品书香 ，来了一
次纯粹而充实的读书之旅。 ”这时
期 ，他通读了 《历史是个什么玩意
儿》，比较阅读了钱乘旦、许洁明合
著的《英国通史》，品读了苏霍姆林
斯基的《帕夫雷什中学》和《给教师
的建议》。 “暑期完整的自由时空，
成就了我完全自娱自乐的身心之
旅。 ”缪老师说，静夜读书，耕耘不
辍 ，行走不息 ，为下一次出发积蓄
能量，这个过程在他看来，踏实、纯
粹、快乐。

读万卷书，亦需行万里路。 茫
茫红尘 ， 总有一些风景值得你驻
足流连 。 乳山实验中学教师宋红
梅就趁假日来到了大乳山下 ，谛
听山与海的恋歌。 大山巍峨，海浪
翻滚 ，此情此景 ，怎不令人向往 ？
在绿树成荫的森林里 ， 她忍不住
感慨 ：“身处大乳山的怀抱 ， 厘清
了凡尘俗念 ，淡忘了红尘过往 ，一
切因为美 ，忽略了时间 ，放慢了脚
步 ， 静 静 地 品 味 生 命 如 花 的 期
许 。 ”素日里那些不愉快的因子 ，
便在 这 苍 茫 的 天 地 之 间 随 风 而
散，就此抖落一身疲惫。

也有挂念亲人的 ，暑假初至 ，
便 “迫不及待地卷了行李 ，逃离喧
嚣的城市 ，奔向乡下的家 ”。 在安
徽省铜陵县新桥中学教师何荣芳
眼里，“开轩面场圃 ，把酒话桑麻 ”
的乡居生活，总是充满了诱惑。 是
的 ， 谁人不爱这样的场景 ：“村西
大妈 一 手 举 着 芭 蕉 扇 遮 挡 着 太
阳，一手牵着小孙子来串门。 他们
知道我喜欢他们的故事 ， 就带着
乡音说起来 ： 谁家的老公公做百
岁大寿了 ； 谁家的新媳妇添了个
双胞胎……不经意抬头 ， 老牛暮
归 ， 身后荷锄的农人披一身金光
慢慢走回……”

爱山爱水 ，各有因缘 ，只是不
要负了这美丽韶光。 “就像有人喜
欢垂钓山水 ，在山水间怡情 ；有人
喜欢杯盏交错 ， 在小酌时畅谈人
生。我也只是用属于自己最舒适的
方式愉悦自己，仅此而已。 ”江西瑞
金解放小学教师谢瑞清的一席话，
正可为这一段心灵假日注脚———
爱生活，以自己的方式。 （黄浩）

给心灵放个假

生活大爆炸 7疼痛见证成长
———读曹文轩《草房子》

□张家鸿

校长握紧拳头用力上下晃了晃，做了个加油的姿势。
志锋看到校长的暗示，会意地点点头，也用力握紧

拳头上下晃了晃。 志锋握拳时，向主席台上瞄了一眼，
台上市教委领导在讲话。

志锋盼着领导把话讲完。 领导不讲完，观摩教学就
不会开始。 志锋为这次观摩教学准备了许久，也期待了
许久。 此时，他的心里有点紧张，但更多的还是兴奋。

志锋到这所学校支教期满，即将回到城里。 这是他
离开前的最后一节观摩课。 正因为是最后一节，他才备
加珍惜。

志锋初来学校时，见校长整天绷着一张严厉的脸。
校长说一是一，说二是二，且雷厉风行。 他推崇的五步
教学法，谁少了一步就会被骂个狗血喷头。

校长当然也有笑的时候。 志锋在县教育局举行的
优质课大赛中，夺得全县第一名时，他笑了。 不仅笑了，
还给志锋在量化时加了 5 分。

全县第一，志锋不满足。 志锋想，为什么讲课必须
使用五步教学法？ 四步、三步行不行？ 更简单一点行不
行？ 志锋把想法说给校长听，校长把眼一瞪，生气地说，
胡扯！ 这 5 个步骤，哪一步不是老教师们智慧和经验的
结晶？ 是你个毛头小伙子说减少就能减少的？

志锋不甘心，又把想法说给年轻的同事们，同事们
很赞同。不仅赞同，还在教学中帮着探索和实践。 后来，
他们不用五步教学法， 照样能在中心校举行的观摩课
大赛中获奖。

这次志锋他们拿了奖， 却没有得到校长的加分奖
励。 校长在例会上狠狠地批评了他们一顿，并让他们每
人写一份深刻的检讨！

消息传来，市教委要在全市教师中推选教坛新星。
评定方法是通过观摩教学选定。 这次观摩教学非常重
要，是否要用五步教学法？ 志锋犯难了。

对这次观摩教学，校长也很重视。 校长找志锋单独
谈话。 校长说，所谓的轻松教学法，都是狗屁教学法。 谁

用，我处理谁！ 志锋说，我坚决不用狗屁教学法！ 校长放
心了。 校长鼓励说，把你们熟练的五步教学法拿出来，
为全校争光！ 志锋保证说，请校长放心，我们把熟练的
五步教学法拿出来，为全校争光！

校长难得地笑了。 重重地拍了两下志锋的肩头说，
争个第一，回头我给你加 10 分！ 志锋欲言又止。

领导的话终于讲完了。 观摩教学开始了。 志锋避开
校长的目光， 运用起经常练习的轻松教学法， 轻车熟
路，在愉悦中圆满完成了一节课。

不用回头也能感觉到， 有一股利剑一样的目光直
戳志峰的脊背。 这目光，来自愤怒的校长。 校长疾步走
过来，用指头指着志锋的脑门说，回去看我怎么收拾你
小子！ 亏我对你抱这么大的希望！

开总结会时，市教委领导走过来问志锋，谁是你们
校长？ 校长忙站起来，说，我是。 领导瞄了一眼校长，又
问，志峰是你亲手培养的青年骨干教师吗？ 校长迟疑了
一下，再次说，是！

领导把目光收回来，感慨地说，这节课上得好啊，
太好了！ 我听过许多骨干教师的课，他们统统按什么五
步、六步教学法，表面上是一堂圆满成功的课，其实只
是搞搞形式、摆摆花架子而已，学生未必真能听得懂。
志锋老师的课，不讲章法、轻松教学，正是我们现在推
行的朴实教学啊！ 只要是能让学生轻松学会的课，就是
一节成功的好课！

领导的手搭在校长肩头，轻轻地拍了两下说，我要
在全市教师中推广你们的教学方法。

领导回到主席台，又看了校长两眼。
校长激动地朝志锋肩头重重地拍了两下，说，好小

子，回去我奖励你 10 分！
志锋离开了支教学校， 到城里一所更好的学校教

书了，成了一颗耀眼的教坛新星。
校长去了县教育局，现在是一名很重要的领导。

（作者单位系安徽省太和县斤沟中学）

满目金色的油麻地， 让我想起了当年小学课本中的
一张插图。虽然已不记得与那张插图有关的文章了，但那
满目金黄的麦场不能忘，那收获的喜悦表情亦不能忘，人
们忙碌过后挂在额头的汗珠似乎至今仍在秋阳下闪闪发
光。 好似巧合一般，这两片金色在我的脑海里重叠、合二
为一， 像是梵高笔下的向日葵。 作家冯亦代曾写过，“文
革”时身处农村，见到了人家房前屋后的向日葵，好像得
了莫名的力量，常常特意拐道去看，看后犹如再生。 读曹
文轩的《草房子》亦如是，桑桑得了绝症，所有的人包括桑
桑自己都不相信会有绝处逢生的机会， 但是我却不断提
醒自己，这么美丽善良的人，不会走向那样悲苦的结局。

幸亏有弱不禁风、终日熬药喝药的“药罐子”温幼菊
老师，桑桑才挺过了那段最煎熬的日子。 “别怕”，这是温
老师的奶奶当年告诉她的，而今，她把这句话传递给了桑
桑。 “别怕”，简单有力、凝练深刻，给了桑桑无限的力量。
倾听，是桑桑独有的成长方式，站在生死界碑的不远处，
桑桑倾耳聆听了温老师的苦难史。温老师年幼失去双亲，
由奶奶抚养长大；12 岁那年得了非常严重的病， 与奶奶
相依为命；17 岁考上师范学校，奶奶离她而去。 虽然人生
之路备尝艰辛，她却收获了奶奶给予她的温暖守护。

“别怕”，即使面对再大的苦难，也要如此提醒自己。

桑桑从文弱的温幼菊身上得到了神秘的力量，在歌声里，
在药味的熏陶里，在“别怕”的鼓励里。

在温幼菊的帮助下，桑桑“由死而生”，命运赐予他第
二次机会，让生命的暖阳重新照进他幼小的心灵。对于许
多生命来说，这样的机会是极为罕见的，拥有老天的这份
眷顾，他的生命质量注定会是厚重的、深刻的，甚至拥有
不可思议的明亮。 从今往后，他们的内心坦荡如砥，他们
的心灵美好无比， 他们的理想像悠游于天空的云朵一样
圣洁纯净。

在我眼中，纯净是对大自然的美好向往，是对弱者的
无限同情，是对邪恶的由衷憎恨，是对生命最真的热爱。
读过《草房子》之后，我终于明白，纯净是甫一睁开眼睛后
对一切美的最初定义。

秦大夫妇是热爱土地的人， 他们总是做着关于土地
的美梦，土地上有“在春风里战战兢兢如孩子般可爱的麦
苗，在五月的阳光下闪烁着光芒的金子一样的麦穗”。 听
闻了这样的美梦，我也会在心里急切盼望着，盼望着美梦
能够早日实现。 然而，随着阅读的逐渐深入，这样的美景
又何尝不是现实呢？纸月可以留在油麻地小学了，桑桑的
鸽子们飞得高兴时， 啪啦着翅膀，“仿佛满空里都响着一
片清脆的掌声”。 在美丽的油麻地里生活着，在人生的道

路上咀嚼着独有的酸甜苦辣， 在心灵最坚实的角落里无
法言喻地明亮着、纯净着。 秃鹤的秃头真不难看，在阳光
里闪闪发光；红门里生活水平的由富而穷，接二连三的困
境并不能让杜小康低下高昂的头颅； 细马用一己之力撑
起了母亲以及家庭的希望。我不仅目睹了纯净，更深刻地
感受了坚强。 《草房子》是一部见证了悲欣交集的作品，它
既告诉读者孩童世界里的真实模样， 也强烈地暗示着未
来人生的真实面目。 好的儿童文学作品并不是一味地让
读者躺在旧梦的摇篮里， 而是能够指引人们在走向坚强
的同时，也不会泯灭了那颗可贵的童心。

身为读者，我尤其佩服儿童文学作者，他们在尝过
人生风雨之后，仍能够保有一颗赤子之心，以自己的回
忆做底，用美妙高明的艺术手法，为广大读者描绘出一
幅幅真善美齐全的画面！ 这种作者是有回忆的作者，他
们的艺术作品来自年少时的淳朴、稚气，或是笨手笨脚
的一个转身，或是一个天真无邪的笑容，抑或一声令人
回味无穷的呼唤。

在而立之年，我遇到了桑桑，桑桑只有 14 岁。多年以
后，当我白发苍苍齿牙动摇之时，桑桑依然只有 14 岁，他
在我的记忆里将永远年轻。

（作者单位系福建省惠安高级中学）

认识已久的一朋友 ， 决定放下已经小有成就的
事业，回到老家一个三线城市开一家小酒肆 ，卖点小
酒，卖点只有他家才有的家常菜 。 他说 ，在城市里打
拼这么些年，白天忙忙碌碌还好 ，晚上回到家里灯暗
锅冷的，心也就凉透了。 还是过年放假回家吃妈妈做
的菜，心才是满的。

一同事说 ，遇人不淑 、做事不顺的时候 ，最喜欢
做凉拌海蜇皮。 买来海蜇先切成块 ，再细细切成丝 ，
一遍遍地揉捏搓洗 ，一遍遍地换水 ，然后再切木耳 、
切香菜，香菜上再横几刀竖几刀。 听着听着似乎有点
瘆人，敢情把那些“人和事”一刀刀切碎了。

一切准备就绪 ，加上蒜末 、酱油 、醋 、辣椒 ，再淋
上香油 ，闻着那味儿 ，真是口水欲滴 ，心情也似乎一
下子畅然。

这时，美食是慰藉心灵最后的良药。
风靡中国的日本电视剧 《深夜食堂 》里 ，虽然菜

单上只有猪肉汤 ，但老板却可以根据食客要求做出
各种料理 。 更重要的是 ， 在你一天中最疲惫的时

候 ，在转角的街头有那盏微黄的灯光 ，有热气腾腾
的食物 。

三更半夜下班 ，你只能一个人吃饭 ，你害怕遇见
熟人，因为孤独是不愿意被人知道的 。 幸好 ，还有这
三三两两和你一样的人。 你们不认识，却在某个特别
的时候互相取暖。

就像电视剧里说的 ，“成天加班 ，疲惫不堪的人 ，
失恋痛哭的人 ，梦想受挫意志消沉的人 ，忘却日常乐
趣的人，被沉重的工作压得透不过气的人 ，因上司蛮
不讲理满腹牢骚的人 ， 置身幸福之中欢欣雀跃的
人———这里是让大家吃饱喝足 、心满意足 ，满面笑容
回家的治愈天堂。 ”这是美食的力量。

蔡澜说 ，他绝对赞成美食对一个人的治愈作用 ，
“年轻人心情不好去吃东西 ， 这是个很好的办法 ，一
定会吃得愉快 ，吃了好东西 ，人自然就快乐 ，把生命
中的事情都简单一点考虑 ，生活就会比较开心。 ”

台湾偶像剧里女主角在贫穷的男主角和富二代
之间徘徊时 ， 在寒冷雨夜来到曾经和男主角经常光
顾的街头麻辣烫 ， 那个有点耳背的老板依然大声说
着其实食客已听清的话。 女主角听着听着，忽然泪如
雨下 ， 这些年喜欢安静的她已习惯了耳背老板的大
嗓门，就像那个贫穷的男主角习惯了嗜辣的自己 ，其
实他本来不吃辣。

美食温暖人心 ，治愈创伤 ，所以 ，好好吃吧 ，怕胖
的理由真是弱爆了。

（作者单位系福建省泉州市螺城中学）

美食治愈系
□黄 颖

悦活“吃货”教师系列 3

最后一节观摩课

◎教育小小说系列11 □夏雪芹

写吧

这件作品来源于广西一个名为三娘湾的地
方。三娘不是一个人，而是3个。相传三娘湾原
本只有3个英俊的小伙子居住，共住一条船，共
用一张网，相依为命。某天，3位仙女下凡，对勤
劳英俊的小伙子们一见钟情，于是私自决定下
嫁人间。玉帝得知，允许她们暂住3年。期间，
他们过着男渔女织的幸福生活。3年转眼而过，
仙女乐不思蜀，玉帝大怒，在小伙儿出海时掀起
狂风恶浪毁船吞人。3位娘子在海边并排而立，
等候丈夫归来，天长日久，最终化成3根并排直
立的石柱……神话中亦有现实的影子，真实的
三娘湾，渔民简单朴实，男人负责出海打鱼，女
人负责织网卖鱼，每天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的生活。由于长年的辛勤劳作，这里的渔民都有
着健硕的身体和古铜色的皮肤。我曾在这儿观赏
阳光下跃起的海豚、岸边呱呱叫的海鸭，品尝着
新鲜出海的海鱼和海虾……
眼前的一切令人觉得惬意且
感动，我也由此创作出一系
列海边渔女的作品！

（广西师范学院 白丽丽）

作品
赏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