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德照

心灵微品

难忘当年的老教师
师换了三位。第一位是高个戴大眼镜的杨老师，他是
从福山师范学校借调过来的。他讲课慢条斯理，没有
激情和波澜；另一位也是杨老师，是知识分子落实政策
到一中来为我们上课。好像听说他此前是一位大学讲
师，知识渊博，可他上课总是急匆匆的，好像时间一直
在追着他的脚后跟；他的教材备课也不是那么仔细，上
课经常喜欢为我们念一篇当代小说，一般是刚刚在《小
说月报》发表的小说。记得他念过一篇烟台作家矫健
的小说，写的是一个倔脾气老头，在农村负责挑全村的
大粪，来脾气了，就挑着大粪满村快步走，大粪洒得满
街都是，臭气熏天。更有甚者，他犯起倔来，就用大粪
勺子在粪坑里发着狠捣几下，臭烘烘的大粪飞起来，溅
了自己满身。杨老师一边读，一边手在做动作，好像他
就是那个倔老头。最后一位语文老师姓柳，是从福山
西部一个乡下落实政策安排到我们学校。他的身材中
等偏上，穿着朴素，经常是一件灰色中山服。他的表情
始终严肃，在给我们上语文课的那些日子里，我们好像
从未见他笑过；课堂上更为严肃，他上课提问问题，学
生答不上来，就是一顿狠训。他批作文很认真仔细，绝
不含糊，从字到句子一点不漏，作文要通过他的法眼，
很不容易。我记得自己受他的批评很多，而且他批评
学生的用语很刻薄，听了简直会让你无地自容，可以想
象我是多么怕上他的课了。有一次，他布置写一篇记
叙文，是写景的题材。我写了我们老家门楼水库周围
的景致，他破天荒给了最高分，还拿到课堂上当范文表
扬。可当时我看他的表情，感觉他的表扬与批评没多
大差别。这篇作文，我保存了好多年，也算中学时代值
得骄傲的一点学习成果吧。他给我们讲解议论文，主
要侧重于高考应试，他教给我们一套自己称为“现代八
股文”的写作模式，让我们学着掌握写作应试技巧。这
位老师很严肃，也很神秘。同学们都传说他曾经是黄
埔军校的教师，文革期间被下放回福山八角的农村老
家。按理说我们上他的课，几乎都紧张万分、胆战心
惊，毕业后应该不会怀念这位老师。可是后来，在我读
大学期间，突然有一天，一位在济南读大学的同学告诉
我，柳老师脑溢血发作，倒在讲台上，永远地离开了我
们，
顿时，
我的泪水潸然而下……
还有学校的老书记。他是荣成籍人，长得很矮，每
逢在路上遇到我们，总喜欢给我们上政治课。这个时
候，他拿眼睛四下打量一下，找个石头站在上面，显得
和我们高度差不多了，再和我们说。还有一个调来不
久的高个头副校长，他的个头很高，有一米八多，好像
不堪重负似的，腰过度地弯成弓状。他给我们学生开
会的时候，说起坏人，经典语言就是：
“ 人多了，什么牲
畜都有！”
那个时期正是改革开放初期，国家的教育事业方
兴未艾，老福山一中汇集了这么多热爱教书育人的顶
尖人才，他们为培养我们这些学生成才，贡献了自己最
后一份热量，
也给我们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杨文革

坐看云起

花好月圆喜相逢
翻开日历，惊喜地发现 2022 年的 9 月 10 日，教师
节竟然巧遇中秋节，在我的记忆中，两个节日还是第一
次如此完美地相逢。
透过岁月朦胧的云雾，从 1985 年第一个教师节开
始，今年已经是第 38 个教师节了。在瓜果飘香大地锦
绣的金色之秋，同时迎来两大节日，既让人心生欢喜，
又让人感受到硕果累累的丰收与希望。回首过去的岁
月，老师已经成为每一个人人生履历上相依相伴的缘
分。
“良师益友”，永远在人们的心灵深处闪耀着温暖与
美好。想到老师，会让人觉得“斯人若彩虹，遇见方知
有”，会让藏在记忆中的悠远回忆像放电影一样重现。
老师，是传授我们知识的领路人；老师，是教书育人的
辛勤园丁，如同春风化雨，滋润着我们的心田；老师，对
于我们的帮助与教诲，往往会让我们铭记一生，影响我
们的一生。
“ 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这是
对老师的一生的真实写照。
每到教师节，当了 37 年老师、获得“高级教师”职
称 80 多岁的妈妈，总会特别兴奋，特别隆重地庆祝这
一天。妈妈会在这一天拿出她的高级教师职称证书，
平整地放在桌子上，专注地看着。旁边放着学生毕业
时拍的集体照片，用手轻轻的抚摸着，眼睛散发着温暖
的光。妈妈是在回忆自己教学生涯的美好岁月吗？还
是在回忆和学生在一起的点滴时光呢？她 18 岁就踏
上了三尺讲台，在教育行业辛勤耕耘，教过的学生如今
遍布天南地北，可谓是“教书育人几十载，桃李春风满
天下”
。
与教师节同一天到来的中秋佳节，则是一年之中
最温柔和诗意的节日，在外奔波忙碌的人们纷纷奔赴
家园，相聚美好时刻。记得小时候的中秋节之夜，丰盛
的晚餐后，手中分了一个大大的圆圆的月饼，不舍得
吃，一小口一小口地咬
着 ，是 那 样 的 香
甜。坐在宽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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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子里，仰望看着明亮的圆月，听大人讲嫦娥奔月的神
话故事，感觉月光是那么的明亮而柔和，也幻想着地球
上的人有一天能像嫦娥一样，飞向月球。如今，国富民
强，各种各样的月饼已经成为人们随时都可以品尝到
的美食，更令人振奋的是中华民族的飞天梦，如今终于
实现。烟台籍宇航员王亚平将烟台苹果带向了中国空
间站，让全世界见证了烟台苹果的香甜。这是烟台的
骄傲与自豪，更是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的无尚
荣光。
“海上升明月，
天涯共此时”
。
知识的力量让伟大的祖国日益腾飞，让炎黄子孙
引以为豪。今年的中秋之夜，我依然会仰望夜空，仰
望明月，让如水的月光
流 淌 笔 尖 ，把 对 生 活
无尽的期许与热爱，
书写成新时代的华
美篇章。
“岁月如奔
月 ，屈 指 又 中
秋 ”。 烟 火 人
间里，教师节
与中秋节的
巧遇，充满
着惊喜与
生生不息
的希望和
力 量 ，成 为
2022 年 圆 月
当空的最美
相逢。

我的小学阶段是在本
村和邻村上的，低年级是
在本村上的，高年级是在
邻村上的。在本村上小学
期间，有一个天津来的名
叫杨玉梅的知青女老师，
给我们上过一段时间的
课，虽然只有屈指可数的
三年时光，但她却给我们
这些土生土长的泥孩子们
带来了母亲般的体贴入微
的关爱，更有之前闻所未
闻的来自大城市阳春白雪
般的学习体验。
我们村是一个修建门
楼水库时易地迁建的新
村。村子很小，百十来户，
只有一至三年级，每个年
级一个班，总共三四十个
学生，两三个老师。在杨
□
老师来之前，给我们上课
的都是本村土生土长的老
师，除校长固定外，其他老
师时常更换，常常是刚刚
适应了一个老师的教学方
法 ，又 换 了 另 一 个 老 师 。
没办法，这些老师要么是
干不了了，要么是又找到了收入比教书更好的县城工
厂或商店卖货员这些在百姓眼中倍有面子的好工
作。这不，校长又到班里告诉我们说要来一个新老
师，他顿了顿加重了语气强调说，马上要来的这个老
师是从大老远的大城市天津来的，是个上山下乡的知
识青年，我们能跟着她学到很多之前想学而学不到的
知识，
让我们一定好好珍惜机会。
我们已经对换老师习以为常、见怪不怪了，但独
独对校长说的“新老师是从大城市来的”充满了好奇，
心里暗想这个大城市来的老师会和之前那些老师有
什么不一样呢？
过了两三天，
校长用手推车把杨老师接来了。
杨老师扎着两根粗粗的黑辫子，颦笑间脸上挂
着两个浅浅的酒窝，打眼一看就很和蔼。她在我们
这些农家娃面前打开了一个全新的迥然不同的世
界。她的课让我们觉得上课时间短暂，让我们知道
什么叫做生动有趣。她上课给我们书本上的知识，
课下给我们讲之前闻所未闻、有助于开拓视野的逸
闻趣事及她的成长故事，让我们仿佛生出一双翅膀，
飞出了小山村……
杨老师课余时间带领我们到地里复收麦穗、地瓜
和花生，领我们到地里割蔬草，到山上刨药材、摘松
果、捡松毛，既培养了我们的劳动意识，又勤工俭学减
轻了家里的负担。有时她看到哪个同学衣服破了洞、
鞋子张了嘴，就用随身带着的针线帮着缝补，实在补
不了了，她就从她微薄的收入中掏钱再买一件（双），
事后家长要给钱时又坚辞不收。那时杨老师中午这
顿饭在有学生的人家轮着吃，当时叫轮饭，轮到到谁
家，吃完饭后就给那家人粮票当做饭钱。因为杨老师
对学生的好家喻户晓，家长们感激杨老师对孩子
的恩情，好像事先商量好了似的，都不收杨老师的
饭票。杨老师只好偷偷地把粮票压在茶盘下，事后
再让这家学生转告家长。
不管是学生还是家长，都把杨老师当做本村
的一员，没人把她当做大城市来的下乡知青，她
也完全融入了这个小山村。三年后的一天，一个
消息传遍了全村：杨老师要抽调回城了！虽然
村民心里都知道杨老师离开村子回城是迟早的
事，但都不希望这一天到来。因为全村人都把
杨老师当成了村子的一员，胜似一家的亲人。
在杨老师离开村子那一天，没人通知，村民们
却不约而同地早早来到村口欢送她，拉着她
的手反复叮嘱她有时间再回来看看。杨老
师也是依依不舍地频频点头应允，
一步三回
头地洒泪挥别。杨老师走后来了几封信，
介绍了回去的情况，看到她回去后一切都
安好，
村民们都渐渐地放心了。
杨老师，您现在还好吗？我们一直
想念您！欢迎您有时间再回村里看看！

刘宗俊

墨 雷

当年我在福山一中读书时，
耳朵里听得最多的一句
话是：
老福山一中是全福山唯一的高等学府。学校的老
师们说这番话的时候，
那语气，
那眼神，
充满了一种莫大
的自豪感。把福山一中叫成老福山一中，
是因为这所中
学创建于 1929 年，历史悠久。我大伯就曾经在建国初
期在这儿上过学，读的是原文登专区第三速成师范，后
来学校名字几经变更，
到 1978 年 1 月，
校名和校址才固
定下来。让老福山一中名声远扬的，
大概电影《牧马人》
的演员朱时茂和我国第一个女宇航员王亚平。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我在福山一中
整整读了六年书，三年初中重点班和三年高中。那个
时候，感觉福山一中真不愧是全福山的高等学府，学校
始终散发着一种浓郁的学术氛围。记得当时印象最深
的是学校年龄大的老教师颇多，戴深度近视眼镜的老
师也特别多。当时学校在老校区，就坐落于现在的福
山西关小学对面，大门朝北。在福山一中与西关小学
之间，有一条柳树掩映的泥土路，门前还有一条小水
沟，从校园西侧的稻田和沼泽地流过来。下雨天的时
候，雨水汇集成小溪从门前潺潺流过，流到校园东侧的
大浑水湾中。等水清澈后，还能看到小鱼在小溪中快
乐地游动。校园内是一拉溜的小平房，仅在东南角，有
一座破旧的四层小楼，里面是艺体特长生们的活动场
所（曾经出了位电影明星朱时茂，为这栋小楼增加了风
采）。教室是一排平房，老师的办公室也是一排平房，
坐北朝南。学校的党政办公区在校园西北面，是一个
单独的小院，属于院中院，里面有几间不大的房子，有
学校办公室、校长和书记办公室等。小院后面是图书
馆的平房，北面一正房，收藏着一些图书，而两边的耳
房，是供学生阅览用的地方。再往西就是学校的食堂
了。当时学校年龄大的老教师真多，我们下课到老师
办公室送作业本，无论是数学教研室还是语文教研室，
几乎所有教研室都坐满了头发花白、戴着深度近视眼
镜的老头老师和老太太老师。我们的脚踏进门的声音
虽然不大，但依然能引起在寂静万分的教研室中紧张
办公的他们或她们的注意。他们微微抬起头，从眼镜
边的上方，把询问的眼光很严肃地透过来。我们这些
学生马上会意识到自己太唐突，赶紧放轻脚步，一声不
响地把作业本放在任课老师的桌子上，再蹑手蹑脚地
悄然快步离去。
在这些老教师中，我印象最深的是有一位返聘回
来给我们上历史课的老教师，他个头不高，瘦瘦的，鼻
子上架着近视眼镜，上课把枯燥的历史课讲得妙趣横
生。他有一句话，我们一直难忘：
“猪八戒吃人参果，呱
唧呱唧一个！”说着，嘴还做咂吧的动作。让我们对他
讲的内容，印象非常深刻。物理老师姓王，这老头平常
满脸笑容，上课有一个习惯，看到谁不认真听课，他的
讲课内容会骤然一停，接下来说的就变成了“抬头—抬
头—抬头”，紧接着就把手中的一只粉笔头，很准地抛
到那位低头不听讲的同学面前。那几年，我的语文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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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香一瓣

光阴故事

人生一去三十年！三十
年前的学生们，你们在哪儿？
你们是不是也像我想你们一
样想我……在无数月华如水
的夜晚，我的思绪被打湿了一
遍又一遍，对曾经的学生的思
念，也化作不可触摸的网，在
不经意间，把那些逝去的人和
事轻轻捞起……
令我惊喜万分的是，一个
微 信 ，拉 近 了 我 们 之 间 的 距
离。一个学生加了我的微信，
然后，一发不可收拾，当年的
学生纷纷加入了微信群，在我
的心海底层掀起阵阵波澜！
在我的心里，他们还是三
十年前的样子，淳朴、稚嫩、天
真无邪，有点土里土气，但却
笑容可掬。我按捺下激动的
心情，信手写下：我用手写的
□
书页/打捞记忆/打捞起一茬又
一茬学生/也打捞起碎了一地
的梦/想不经意间/打捞起那些
过往/打捞起他们的音容笑貌/
依旧鲜活依旧明晰……/人生
一去三十年啊/记忆却从未走
远/不需要打捞/他们也会时常显现脑际/那些过往连同
旧时光/就这样挥之不去……想当年，我毕业后，怀着万
丈豪情，独自背上行囊，踏上了莱阳市冯格庄乡这片热
土。秋风徐来，到处弥漫着芬芳的泥土气息。放眼望
去，
秋色迷离，
田野里满是希望，
满是丰收的景象。
大黑石埠村小学坐落于村东北首，规模不大。放眼
整个校园，只有两排屋舍，前排有花草树木装扮，绿意葱
茏，生机盎然。我任四年级班主任，全部课程一肩挑。
全班 32 名学生，
跟我没有任何陌生感和违和感。
那时的我，稚气未脱，书卷气很浓。教他们做游戏，
一起做各种运动。我也偶露峥嵘，对几个冥顽不化的学
生施以惩戒。可是，当我拿起小木棍，高抬轻落在他们
稚嫩的小手上时，他们竟然扑哧一声笑了。我忍俊不
禁，
只好佯装生气斥责他们几句作罢。
教师节那天，女生从家里摘来了月季花，插在我的
办公桌上，登时芬芳扑鼻。我为此开心不已，觉得自己
瞬间成了天底下最幸福的人！
一种生命的激情开始在我的体内奔涌开来，这就
是人生的主旋律吧，可以放飞自己的梦想，挥洒自己的
青春和热血，可以抒写自己的人生篇章，做个快乐的孩
子王！
我更加踌躇满志地步入课堂，就像父亲谆谆教导我
的一样：人过留名，雁过留声，一定要当个好老师啊……
我坚持吃住在学校，星期天也经常回到校园，备课、批作
业、家访……我丝毫不觉得苦和累，反而感受到人生在
这里自由伸展……
学生说什么也要拉我去家里吃午饭，我婉言谢绝
了。懂事的学生仍不罢休，从家里端来了热腾腾的饭
菜，送来刚出锅的包子……一份感动充溢我胸，我深切
感受到一份厚重的淳朴和善良……
有个星期天，我跟学生们约好，一起到我老家——
白藤口村去爬山，去看一看我多次给他们讲过的富有传
奇和神秘色彩的地方。学生们欢欣鼓舞，交口响应。我
们兴致勃勃地一起游玩了传闻中的景观，采摘着野花野
果，尽情领略着山野的景色，那份快乐，足以让我们回味
一生！
北雁南飞，秋去冬来。晚饭后，我让几个后进生到
学校里来补课。其他学生闻讯后，也自发来到办公室里
……我为孩子们这种苦心向学的精神感动，不遗余力辅
导他们。学完后，再一一把他们安全护送回家。于是，
记不清多少个宁静的夜晚，我跟学生们伴着万家灯火，
徜徉在村里的大街小巷，在那片厚重的土地上留下了无
数坚实的足迹！身后，有虫声吟唱，也有家长和学生的
赞誉。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我们的汗水没有白流，语文、
数学成绩分获全乡一、二名，这是破天荒的。老书记当
即拍板，
给我发奖金。
我试着把自己的青春和热血完全地融入这片圣洁
的土地。我想把这些可爱的孩子送上理想的中学，让一
批又一批孩子从这里起飞……
然而，一切在盛夏来临时戛然而止。我接到了乡
教委的一纸调令，让我到中心初中任教。这应该是很
多人梦寐以求的好事，然而，我却未感到丝毫喜悦。也
许是幸福来得太突然，也许是我在情感上无法接受分
离的现实！
纸是包不住火的，学生们终于还是知道了。他们
开始到办公室门前逡巡，开始向别的教师求证信息的
真伪，然后是哭天抢地……我也把最后一堂课留给他
们，把人生的哲理连同最美的祝福送给他们……我匆
匆说了声再见，就转身离去，再也不忍回头，却没觉察
到，学生们一窝蜂向校外跑去。不久，他们回转来，手
里拿着钢笔、本子等礼物，哭着喊着送给我。这是我始
料未及的，我说什么也不要，可是根本阻挡不住。万般
无奈，我只好躲到了同事家里。可是，他们还是哭喊着
找来了，敲门声一阵响过一阵。同事含泪给他们开了
门，我跟学生们哭作一团，再也不忍拂了他们的心意，
含泪收下……
那个夜晚注定是静寂而悲伤难过的。是夜，我独坐
在灯下，看着堆积如山的礼物，眼前又浮现出一张张天
真无邪的笑脸，这分明就是他们的一颗颗纯洁的心啊！
我翻开扉页，一一为他们写上赠言，回赠给他们。一阵
阵悲从中来，留恋与不舍涌上心头，大颗大颗的清泪无
声无息地滴落在本子上，
模糊了字迹！
第二天，班长按照我的嘱托，来到学校。我把一堆
钢笔、手绢和本子交给他，
委托他一一还给同学。
然后，
转身离开了这片热土。
我还是带走了孩子们送我的卡片和照片，以作纪
念。尽管岁月使之发黄褪色，使之染上尘埃，但我永久
珍藏下来……
2022 年春节，几位学生相约到我老家看望我，我不
胜感叹唏嘘。我们谈笑风生，一起话当年，一起忆起那
些曾经的美好的过往，一起高声吟诵留给他们的诗句：
我和你/不过是人生的海洋中/巧遇的两叶小舟/共同渡
过/一段难忘的旅途后/我们分手，分手……/并非友谊的
结束/亦非思念的开头/你把帆影/留在我的桅顶/我把浆
音/留在你的心头/一定还会有/相逢的时候/就在远方/那
个不知名的港口……
后来，
我把他们当初送给我的卡片和照片用手机拍下
来，
分享在群里，
他们也不胜唏嘘。我在朋友圈挥笔写下：
弹指一挥间，
整整三十年。忆初为人师，
尚未及弱冠。师
生手拉手，
一同爬过山。钻山洞，
穿松林，
我们肩并肩。师
生再聚首，
笑语话当年。岁月何于嗟，
倏忽鬓已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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