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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10.28让教师诗意地栖居JIAO SHI SHENG HUO 16版

之“书画琴棋诗酒花”

美国小说家克里斯托弗·莫利说：只有一种成功———能以你自己的生活方式度过你的一生。诚然，能
完全左右自己生活的人并不多见，但以积极的态度去面对生活，则理应成为一个人的追求。爱生活，就是
爱自己。 能在有限的时间与空间里经营自己的喜好，在工作之余稍憩片刻，亦是人生幸事。

教师会有怎样的爱好？诗云：“书画琴棋诗酒花，当年件件不离它。而今七字都更变，柴米油盐酱
醋茶。 ”其实，不论是书画琴棋，还是柴米油盐，在理想或现实的生活中，教师们总能找到自己的“微
幸福”。

欲将心事付瑶琴
□付小方

过生日， 先生为我买了一架古筝， 它古朴雅
致，音质清越，让人爱不释手。 弹了一段时间，只觉
得生活日益清新可爱， 日子像一串串叮叮咚咚的
筝音轻溜溜滑过每一寸时光，快乐如余音绕梁，三
日不绝。

童年是我弹奏出的第一段时光，它是怀旧的。
初弹古筝，选的都是儿童歌曲，比如《上学歌》《小
铃铛》《捉迷藏》等。 当我和着琴声唱起这些轻快的
儿歌时，眼前仿佛出现了小时候的我：穿着小碎花
裙，扎着小辫子，背着小书包，一蹦一跳地去上学。

如今，这些记忆通过琴声又回来了，它们和我
欣然对望，彼此眷恋不已。

亲子是我弹奏出的另一段美好时光， 它是活
泼纯真的。 古筝刚买回来，儿子和我一样欢喜。 有
时我弹着琴，他会很安静地坐在旁边看书，有时则
学着我的样子在琴码上胡乱弹一通， 边弹边嘻嘻
笑。 我为他弹儿歌，他兴奋地说：“妈妈，我们学过
这个呢，你听好啊，是这样唱的……”说着，他便一
板一眼地唱了起来。 看着他那可爱的样子，我忍不
住亲了他一下。

弹琴为我和儿子带来了不少快乐， 为我们创
造了另一个单纯、明快的天地，让我们拥有了不一
般的喜悦。

爱情则是我弹奏出的最温馨的时光。 当先生
告诉我要买一架古筝送给我时，我高兴且感动，因
为很早以前我就渴望拥有一架古筝。 我对先生说，
这将是我一生中收到的最好的生日礼物。 古筝买
来后，每当学会弹一首曲子，我就拉先生来听，他
呵呵一笑，然后静静地站在那里听我弹。 我在书房
弹琴，先生在对面屋里坐着，相对无言，整个房子
唯有琴声萦怀。

在每天的晨曦日落时分， 我都要弹一会儿古
筝，弹得久了，听着清越的琴声如山泉般在房间回
荡，竟有一种王维所写“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
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的隐逸之感，只觉得时
光如梦，静好如初，内心充满了对生活的热爱和喜
悦。 我想，这或许就是人们常说的“活在当下”的感
觉吧。

葡萄美酒夜光杯
□余之敏

“本地葡萄 10 元 3 斤，包……甜！ ”说这话时，
那“包”字里充满了自信，似乎给人无尽回味的余
地；“甜”字尾音扬起，清脆响亮。

秋高气爽，走在大街小巷，你随时都能听到这
种声音在空气中发酵，极具穿透力和诱惑力。 又到
葡萄成熟的季节了？ 当你停下匆匆的脚步，放眼一
看，一长串或青或紫的葡萄珠圆玉润，随处可见，
空气里弥漫着特有的香甜味道。 于是，许多人都不
约而同地拎上沉甸甸的一袋， 喜滋滋地跟过往熟
人打着招呼，脸上满是幸福感。 不少人都是买这样
的葡萄回去做葡萄酒哩！

怎样酿制葡萄酒？ 一位老人家告诉我，要想酿
制好的葡萄酒，第一步得挑选好葡萄，破了一点皮
的都剔除出去，否则会影响口感。 第二步，将葡萄放
在清水里清洗干净， 再放到淡盐水里浸泡 10 分钟
消消毒，然后把葡萄捞起，沥干，扯去蒂把，一颗颗
捏碎， 按照 10 斤葡萄 3 斤糖的标准放糖， 搅拌均
匀，然后装入玻璃瓶内。 这时，要空置瓶子容量的三
分之一，盖上盖子时也要留一点空隙，给葡萄发酵
的空间。 发酵期内，每天都要把瓶子均匀地摇一摇，
以免葡萄发霉。 一个星期后，就到了最后一步———
把渣滓全部过滤干净，再把剩下的精华倒入干净的
酒瓶密封起来，到第四个星期结束即可饮用。

取经归来，我兴冲冲地赶回家，忙着将葡萄剔
除、清洗、消毒、沥干、揉碎、放糖搅拌，再装入大玻
璃瓶内，盖上盖子。 第二天，我来到玻璃瓶边，竟看
到一个个细小的气泡直往上冒。 第三天，咕咚咕咚
往上冲的气泡更多。 第四天，还没走到瓶子边，就
嗅到一阵淡淡的酒香， 令我惊喜不已。 一个月刚
到，当我迫不及待地打开罐子的封口，一股甘洌醇
厚的酒味扑鼻而来，令人陶醉……

葡萄美酒装饰了我的生活。 如果说以前的晚
餐波澜不惊， 那么现在每晚跟恋人对饮着自酿的
葡萄美酒，一旁还有优美的音乐相伴着，那一个个
小日子就变得曼妙多姿，美不胜收了。

（作者单位系安徽省东至县职教中心）

但得爱花人似我
□夏雪芹

我爱养花。 家里宽大的庭院，经常被我布置得
姹紫嫣红，虽没有奇花异草，但品种多样，在每个
季节都会有红红绿绿装点生活， 庭院也宛然成了
一个小花园。 闲暇时，我便到院中观赏这些花草。
看玉树临风摇摆的风姿， 看滴水观音绿意葱茏的
叶片和晶莹剔透的水珠， 看吊兰吸饱水分疯狂地
滋长……这常常使我忘记了忙碌的工作带给我的
身心疲惫，让我独享工作之余的一份闲适。

闲来侍花弄草，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找个或
瓦制或塑料或陶瓷的花盆，掬几捧泥土置于其中，
小心翼翼地栽上花花草草，时常浇浇水、施施肥、
捉捉虫，天天盼着、望着那茎杆一点点长粗，叶子
一片片长大，花儿一朵朵绽开，俨然五柳先生陶醉
在“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田园之境。

当然，要想养好花，必须付出劳动。 农谚说得
好：“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 ”在给花儿提供良好
的成长环境上，我没少动脑筋，除了买些花草专用
肥之外，还经常向养花人取经，用淘米水、茶叶水浇
花，用枯枝败叶沤肥，都曾试验过。 后来听一位养花
人说， 晒干的沟塘里的污泥是花草的天然培养基。
于是，我带上铁锹水桶到水塘挖污泥，弄得浑身脏
兮兮，惹得过往的村民都向我投来好奇的目光。 但
工夫总算没白费， 无论是盆栽还是地栽的花儿，株
株枝繁叶茂，煞是喜人，朋友进了我家的院子，都不
免夸赞一番。 尤其是我那几棵棕榈树，已长得窜过
了屋顶，在萧瑟的冬天尤其醒目。 春节时，几位朋友
来我家玩，都说像走进了美丽的西双版纳。

记得曾有人说过， 爱养花的人必是感情细腻
之人，对此，我不敢妄说。 但观花之四季成长，常让
我心生感慨。 花之与人何其相似：人生之中既有春
风得意的顺境，如春天花之绚烂；也有凄风苦雨的
逆境，如冬天花之萧瑟。 无论是冬天还是春天，只
要不泯灭生活的信念与勇气， 就会让我们的生命
焕发出绚丽神采， 就会让我们的生活体现出生命
的意义和价值。

老舍先生的名篇《养花》中有这样一句话：养
花有益身心，胜于吃药。 弦外之音就是养花不仅健
身， 还有益于人的精神境界的提升和心理健康的
保护。 毕竟养花体现了人们对生命、对自然的尊重
与呵护。

养花真是一件有情趣的乐事！
（作者单位系安徽省太和县阮桥镇斤沟中学）

闲敲棋子落灯花
□朱震君

工作之余，喜欢上上网、听听音乐，不过，
最喜欢的还是下跳棋。

记得小时候，邻居姐妹家有一副跳棋，那
些晶莹剔透的小“玻璃球”对于缺少玩具的我
来说实在有很大的吸引力。 我那时有事没事
常往她们家跑，久而久之，关于一副普通跳棋
的颜色、跳珠数目、对称跳法等简易知识，我
很快便烂熟于心。 虽然触摸跳珠的机会并不
多，但能在一旁给人“运筹帷幄”，看着那漂亮
的珠子像彩色星星一样在棋盘里散布、跳动，
便觉得其乐融融。

下跳棋的“棋艺大进”是在师范学校上学
的时候。 体育课上，常有让我们自由活动的
时间。 每逢此时，我便约上要好的室友，拿上
一副跳棋 ，在操场的一角摆开 “阵势 ”，下将
起来。 随着思维不停地转动，我手下的珠子
便顺着我给它们铺就的一条条“捷径”，飞快
地向着对方的营地 “进军”。 室友也不甘示
弱 ，常常是一边 “带珠前进 ”，一边对我的跳
珠进行“围堵”。 有时候，我刚为我方一个跳
珠想好一条直达对方营地中心的 “阳光大
道”，不想室友却识破了我的计谋，她略一思
索，滚动一颗珠子，便如“磐石挡道”，害得我
方 “动弹不得 ”，一个小小的胜利梦宣告 “夭
折”……那时下棋，胜负并不重要，感受到快
乐便足以。

刚走上工作岗位那几年， 我对跳棋一如
既往地钟情。 现在，每个周末，仍会与家人跳
上几盘跳棋。 “打打闹闹”中消除了疲劳，也
丰富了自己的业余生活。 下跳棋能给人带来
乐趣 ，能锻炼人不断前行的意志 ，也能启迪
人的心智。 我想，这可能就是我一直钟爱跳
棋的原因吧。

（作者单位系浙江省江山市解放路小学）

此身合是诗人未
□孙光友

我的业余生活不够业余，而是一种“诗生
活”。

我在自己的诗集《穿过村庄的河流》后记
中曾说 ：“老婆是我的爱人 ， 诗歌是我的情
人。 ”

我的业余爱好就一样，读诗、写诗、用诗
解读人生。

作为教师、校长，我的业余时间并不多。
我会用那些边角料的时间读诗写诗， 而用大
块一点的时间去用诗解读人生。

每天， 往往在泡脚的时候读半个小时的
诗，养身养心；睡觉前坐在床上读半个小时的
诗，安心安神。

写诗的时候免不了匆匆， 近年来的诗作
多是在学校食堂吃过晚饭后到下晚自习之前
这段时间草草而就的。 这一个间歇，常常是我
最安静的时候，一个人在办公室，或坐或站，
靠着墙，倚着窗，默默地跟身边的一品一物深
度对话，与慢慢收拢翅膀的黄昏倾情交流，诗
神便会如约而来。

我用诗的眼光和诗的心灵看待和感知教
育人生，近年来，我提出了“美好教育”理念，
其核心就是要让教育生活美好起来。

美好教育是一种诗性教育， 是我的教育
理想，就像月亮，梦幻般地挂在夜空里，虽然
遥远，却用她的光辉照亮着我的心。 因此，我
对月亮情有独钟， 用心讴歌月亮的诗文有 50
多篇。 我也就有了“月亮诗人”的雅称。

读诗，读着读着，心就静了；写诗，写着写
着，生活就美了；站在诗的行距里看教育，看
着看着，教育就感性了。

我的诗生活，很丰满。
（作者单位系湖南省岳阳市第一职业中

等专业学校）

枕上诗书闲处好
□张燕峰

人到中年，越来越追求简单宁静的生活，许多
爱好渐渐疏离了，唯有对读书情有独钟。

若论读书最好的时光，莫过于入夜。 万籁俱
寂，一盏孤灯，人在枕上，手执一卷散发着油墨馨
香的书，静静地阅读。 白天的喧嚣，尘世的烦恼，
被统统抛之脑后，焦虑和浮躁从心头一点儿一点
儿滤掉。 心儿越发沉静，在芬芳的文字间翩跹、流
连。 渐渐地，心灵丰饶成一片浩荡无边的花田，色
彩缤纷 ，香气氤氲 ，就连奔腾不息的时光也仿佛
静止了。

李清照诗云：枕上诗书闲处好，门前风景雨来
佳。 枕上读书，妙就妙在一个“闲”字。 有闲则心无
挂碍，妙趣横生；无闲则心有牵挂，索然无味。 试
想，心情恬淡闲适，读的又恰恰是无功利目的的闲
书，有的只是怡情悦性，一颗澄澈的心在文字的河
流中任意畅游，这样的阅读是人生莫大的享受，那
种乐趣最是妙不可言，妙处难与君说。 相反，如果
为了应付考试而挑灯夜读，没有了闲情雅致，心是
既紧张又忐忑，惴惴不安中，只怕是熬红了眼睛，
面目可憎，哪里有乐趣可言？

枕上读书，尤其是读一本神交已久的书，从诗
文中觅得千古知音，像与倾慕已久的恋人约会，那
份惊喜与甜蜜更是无与伦比。

枕上读书， 还在于时时采撷一把新鲜葱茏的
芳草喂养自己饥饿的大脑，丰盈自己的灵魂。 双目
如一条活泼的鱼儿在文字的河流中急急游走，兴
之所至，禁不住颔首微笑，或蹙眉沉思。 灯光流泻，
心湖里荡起浅浅的涟漪， 与古今先哲进行一场穿
越时空的对话， 那些富有哲理或朴素生动的文字
总是带着温度，如圣水一样浇灌着心田，不知不觉
间，尘世的尘垢荡涤一空。

夜已阑珊，意犹未尽。 合上书，不觉吞咽一口唾
液，似把书中的智慧都吞到肚子里，一种从未有过
的满足感神奇地降临心头。 关灯，安然入眠。 梦中，
文字的芳香还缕缕入心，连梦境也变得无比芬芳。

（作者单位系河北省怀来县沙城镇第六小学）

教师“生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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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镇》 何白云（江苏省广播电视大学武进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