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上小学五年级时，学校要求我们住校上
晚自习。开始，我们都感觉挺新鲜。初秋时
分，吃了晚饭天刚刚暗下来，同村几个同学相
约，说说笑笑就到学校了。天气渐凉，天黑得
早了，再走夜路，就有点怯怯的，脑子里不由
自主就会出现让自己害怕的幻想。

杨老师不知怎么听说了，这天下午放学
后，他交代我们同村几个学生：“晚上我们一
起来学校。”杨老师家就住在我们村西头，他
课教得好，学校一直让他带毕业班。对他的话
我们犹豫不定，几个小脑袋瓜子挤在一起叽喳
了一番，最终决定晚饭后在杨老师家外集合。

人到齐后，杨老师打着手电筒在前面照
路，让个头最高胆子最大的小桥殿后。第一次
和任课老师一起走路上学，我们多少还是有点
拘束，杨老师可能也有点不习惯，谁都不说
话，闷着头赶路。虽说大家住在一个村子，平
时低头不见抬头见的，但杨老师在课堂上不苟
言笑，看上去很严厉，让人不敢亲近。

走到邻村时，看到小秋在村口等着，看来
杨老师和他事先也约好了。小秋看了我们一
眼，默默走过来，也不说话。出了村，就听杨
老师吭了一声，说：“小秋，你妈叫春英，是
杨岗的，对不，我叫她姐呢。”小秋羞涩地接
话：“我知道，我得叫你舅舅。”夜色里，我
们互相挤眉弄眼，嗤嗤都笑了，气氛一下变得
轻松起来。我们邻近几个村子，大多姓杨，按
照辈分，我得叫杨老师一声小爹，而我身边的
巧云，则叫他小爷。杨老师和小秋的对话让我
们都觉得可乐，一张张小脸在夜色中笑成了
花。

经过下一个村子，又有两个学生等着。人
多了，我们渐渐放肆起来，你捏我一下，我顶
你一膀，开始东扯葫芦西扯瓢说闲话。杨老师
听到好笑的，也笑，但不插话。

到了学校，杨老师让我们进教室自习，他
去看看学校北边两个村子的学生走到哪了，迎
一迎。老师走后，我们都没心做作业，交头接

耳谈论刚才的走夜路，觉得很有趣。
第二天晚上，我们就自然多了。出村不

久，杨老师就问，你们谁最小？我不明白他
为什么忽然问这个问题，他笑了，说，你给
他们起个头，唱个歌吧。大家都很兴奋，有
的说唱这个，有的说唱那个。我不知道听谁
的，杨老师就说，你起啥头他们跟着唱啥。
我想了想，开口唱：“让我们荡起双桨，预
备唱！”几张小嘴大张着吼起来：“让我们
荡起双桨，小船儿推开波浪……”。一首歌
唱完，还不待老师发话，我们就唱起了另一
首：《走在乡间的小路上》。头上是弯弯的
上弦月，脚下是窄窄的田埂，手电筒的灯光
随着杨老师的脚步在跳跃，歌声在夜空中显
得特别清亮。我们扭扭晃晃，快乐得要飞起
来。

那晚以后，师生都感觉自在多了。我们
唱，杨老师有时和，更多时候是用手打拍
子。一路走一路唱，不知不觉就到了学校，

大家意犹未尽，只恨路短。
一向严肃的老师放下了架子，像村里其

他的小爹、舅舅们那样可亲，我们简直有点
不知天高地厚了，尤其是小桥，有次在课堂
上也嬉皮笑脸起来，被杨老师板着脸一顿好
批。我们才明白，课堂是课堂，走夜路是走
夜路，不能混为一谈。

走了几个月的夜路，唱了几个月的歌，
我们快快乐乐进了初中，杨老师仍在教毕业
班。谁也没想到，开学不久，他就倒在讲台
上，送医院未抢救过来。现在想来，那年的
杨老师才三十多岁吧。

三十多年了，我已记不得杨老师长什么
样子了，也忘记他是如何讲课的，但我忘不
了他带我们走夜路时的情景：高瘦的他在前
面引着路，手电筒的光又亮又远。那一路欢
歌笑语，那满天星光璀璨，那几个快乐的少
年，犹在眼前。

山坡上的野菊花又开了，一堆堆，一片
片，金黄亮丽，清新淡雅。我忽然又想起一束
盛开在记忆里的野菊花。

三十年前那个菊花盛开的季节，我大学毕
业，初为人师。学校是一所偏远山区的初中。
学校位于狭窄的河道，夹在两座大山之间，不
通班车，交通极不方便。校舍破旧不堪，而且
大多时间没电。学校有 5 个教学班， 13 名教
师。我带初三一个班的语文，初二两个班的英
语和初一两个班的历史。白天上课，研读教
材，晚上在煤油灯下精心备课，认真批改作
业，十二点前几乎没休息过。任务重，压力
大，真有“苦其心志，劳其筋骨”的感受。

国庆假后的一天夜晚，熬夜写教案受凉感
冒了，第二天精神状态和情绪极差。初二一班
的英语课上，学生对前一天学的词汇和语法掌
握得很不好，我又引导学生从单词的读音，短
语的复习及句子的运用进行了复习，一部分学
生仍然不会，我便发脾气批评了学生。我的情
绪很糟。

接下来是一节初三的语文课，回宿办室换
教本，突然发现办公桌上好大一束新鲜的野菊
花，花插在一个装有水的罐头瓶中。开放的花
朵金黄亮丽，上面还滚动着晶莹的露珠，散发
着温馨的花香，有的即将开放，细小的花瓣与
花骨朵在绿叶间眨着蒙眬睡眼，房间顿时有了
生气。这一定是初三学生送的。我低落的情绪
恢复了很多，心情也变得愉快起来，学生们亲
自采鲜花送给我，说明他们已接受了我，喜欢
我这个新老师，我感到无比激动和兴奋。

上课铃声又响了，我拿起语文书走进初三
教室，站在讲台上向教室环视一圈，发现讲台
右侧桌上也插有一大束鲜艳的野菊花，一缕温
馨清爽的花香弥漫在教室里。上课伊始，我改
变了预设的导课环节，先从这束花说起，我说
爱花是一种健康的情趣，野菊花是大自然中无
比美丽的事物。热爱自然，热爱美好事物就是
热爱生活，就是善待自己。感谢同学们让简陋
的教室变得美丽，也感谢同学们送我鲜花。

山里的孩子从小经常帮家长干农活，秋

季，坡边路旁，满山遍野盛开着黄灿灿的野
菊花，他们已司空见惯。我要求同学们先描
述一下野菊花，再用一两个形容词来赞美菊
花的品质，又让大家朗诵自己知道的关于菊
花的诗句，同学们很活跃，连平时不发言的
同学也背诵了一首诗。

我表扬了同学们积极大胆发言的表现，
点赞了他们对菊花品质的赞美之词。我总结
说：“每一种植物都有自己的品格，通过对
这些植物的了解，我们的心灵能受到许多启
迪与感悟。”然后引导大家学习《松树的风
格》这篇文章，同学们按照我设计的学法导
航，很快理清了文章的内容与写作手法，并
将文中喜欢的句子和段落进行了精读感悟。
我留的作业就是借鉴《松树的风格》的写
法，写一篇赞美菊花的文章。课堂活跃了，
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也被调动了起来，作业收
到了意想不到的收获。我把十几个同学的作
文在班上当范文阅读并逐一进行了点评，并
对所有同学作文的优点进行了表扬，同学们

的脸上显出了菊花般灿烂的笑容。随后我在
校园又举办了优秀作文展，极大地鼓励了学
生学习的积极性。

也许是受我影响，同学们爱菊的热情不
减，教室每天都能看到黄灿灿的野菊花，直
到过了菊花季，我的宿舍也不例外。

仔细观察，同一束菊花上的花朵开放也
有迟有早，只要光照、水分和养分充足，它
们迟早会开放的。由此，我想到那天对初二
一班学生发火的事，同一个班的学生接受知
识有快有慢，存在个性差异，教师要正确对待
这种差异性，对学生要有充分的耐心，要充满
希望并想尽办法适时地引导鼓励，用自己的
阳光心态和正能量感染学生，促使这些“花
儿”尽可能适时地开放。多谢这束野菊花，它
让我及时地发现了自己的不足，改正了错误
的做法，并成长为一名受学生欢迎的教师。

后来，每当看到盛开的野菊花，我就想
起那束开在我记忆里的野菊花，想起我初为
人师的“青葱”时光。

我上的是村小，小学时光就如同田野里的阳光，
活泼，金黄，跃动快乐。除了天空碧蓝、溪水清亮、
大把大把悠闲的时间，还因为我有许多可爱的老师。

老师都是本村人，大多姓周，为了分辨，就摘取
名字中的一字，用来称呼，比如说林老师叫周小林。
林老师个高，黝黑，善谑。学生都爱他，又怕他，他
的语文课气氛极好。记得有一课叫《绿色的办公
室》，他带我们在藤萝架下上的。阳光透过披拂的藤
叶照在洁白的书页上，晃着眼，初秋的风凉丝丝的，
带来扁豆花的香气，还有青草香。课文早已忘记了，
场景却历历在目。

林老师善作打油诗，一日雨后路滑，一个同学滑
倒，一身的泥，后面的大笑，不料也滑倒，林老师正
在笑笑人者没好报，不料自己也滑倒，惹起更大哄
笑，他爬起就解嘲：园外小雨润如酥，老师能摔一跤
无？非我笑你现世报，其实躺下挺舒服。章校长看到
了直摇头，意思说林老师诗作得不好。

章校长爱玩。琴棋书画都是玩来的，跟塾师学二
胡，半天就会，学口琴个把小时。一天他到垄上逮蝈
蝈，看到锄草好玩，愣是把村民摁倒坐下，自己下田
锄了一行，临了，拍拍手说：“栽苗如书法。”村民
一愣一愣的。

章校长是学校唯一一个公家人，他却不把自己当
回事，常去学生家蹭吃，也不避讳，拎着酒，大摇大
摆地进村了，完了给钱，不要不行，然后醉晕晕地戴
月归，哼着莫扎特。他在学校院墙边栽藤萝，种扁
豆，经常在藤架下看书，或想事，藤萝自顾自地攀
长。

根老师教数学，皮肤白净，害羞，带我们早读课
时，他一边呜里呜啦地念，一边下意识地牵拉颔下的
皮，拉得比下巴长，我们都惊讶极了。他结婚的第二
天就来上课了，班上的调皮鬼就站起来向他要喜糖，
他红着脸说没有，大伙就起哄。根老师放下书本，疾
走出去，半天才回，气喘吁吁，原来是去买糖了。供
销社在两里外，那时候，我们到底感动了没有呢？我
已经不记得了。

王老师教美术和音乐，课不多，都忘记了，就记
得他满头白发，风度翩翩，说话行动都与常人不同，
典雅。有一次，学校养的那条狗叫人给药了，教师们
就杀了分肉，主刀的是章校长，穿着杀猪用的连腿油
布衣。王老师远远看着。章校长摘下肠子正欲抛开，
王老师连忙奔过来让他留下，说：“狗肠搁面粉捏，
搁盐搓，洗净后大料辣子大火烧，小火炙，冬天放几
个萝卜，那是人间少有的美味。”后来我读书才知
道，雅士往往都是馋嘴的，比如说东坡。

村小老师的群像在我心里是可爱的，他们真实，
活泼。在人生的开端，遇到可爱的人，染上乐观的色
彩，人生的底色就是温暖的。

苏轼的仕途失意，却为儋州迎来一缕文明的曙
光。

海南一游，我走进了中和古镇。宋绍圣四年(公
元 1097 年)，已是六十二岁的苏轼，不仅没有盼来北
归的消息，反而被政敌再次玩弄，贬往海南昌华军挂
一个“琼州别驾”的虚职，并要求“不得食官粮、不
得住官舍、不得签公事”。东坡先生发出“此生当安
归，四顾真途穷”的无望慨叹，辗转走进了蛮荒的儋
州。这一待，便是三个春秋。

一座粉刷一新的大院，呈现于空旷处，这就是东
坡书院，当年的儋州府所在。两棵高耸如云层叠的龙
柏下，东坡笠屐铜像映入眼帘。

我见君犹怜，君是儋州魂。千年有多久？沧海变
桑田。儋州城南，桄榔林下，苏轼结茅为屋，躬耕自
给，时以红薯、紫芋充饥。当年京师里那位大红大紫
的诗词大家，此时分明乃中和镇上一老农，他却“超
然自得，不改其度”。陶渊明成为先生的向往，有
《雨夜宿净行院》为证：“芒鞋不踏名利场，一叶轻
舟寄渺茫。林下对床听夜雨，静无灯火照凄凉。”

他注定不会沉沦。著书立说之余，他自编教材，
亲自传道、授业、解惑，为荒蛮的儋州打开文明之
门。《琼台记事录》说：“宋苏文忠之谪儋耳，讲学
明道，教化日兴。琼州人文之盛，实自公启之。”

站在载酒堂里，我仿佛听到先生说：“咨尔汉
黎，均是一民。”一个不得志的官员、一名落魄的文
人，在其人生最低潮、最艰难的时候，选择了做百姓
的朋友。他称：“我本海南民，寄生西蜀州。忽然跨
海去，譬如事远游。”他甚至得意地吟道：野径行行
遇小童，黎音笑语说坡翁。老人，已经与儋州百姓鱼
水难分。

我独自久久徘徊院中。历史得失总是令人失语。
苏轼的痛苦，却为儋州迎来一缕文明的曙光。

书声，弦歌，科学启蒙，医药引入。
十一世纪的最后三年，是儋州百姓难忘的光阴。
那个叫姜唐佐的苏门学子，从这儿出发，成为海

南第一个进士。
我肃立于东坡祠中，默默凝视着那幅“东坡笠屐

图”，有暖风阵阵拂来。据说，这座大殿前身乃先生
的桄榔庵，后被人迁移于此。“海外奇缘”“鸿雪因
缘”两块牌匾，如同浓缩的典籍，记住了一位叫苏轼
的文人的身影。

蝴蝶飞，阳光炽。在一座书院里，我寻找千年前
的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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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我们走夜路的老师
□杨莹

开在记忆中的野菊花
□何德田

我的村小老师
□董改正

千年前的老师
□刘福田

晨光里的劳作

新华社发(张春雷 摄)

虽然才念小学，但每次临近期末，复习功
课的任务还是很重的，特别是语文，要求背诵
的课文总是特别多，记得四年级的期末，语文
老师布置了个复习任务，就是要求我们分三次
背诵完整个学期所有要求背诵的课文！你完全
可以想象这是多么大的一个作业量！

最后老师特别强调了惩罚措施：没有背完
的同学课间休息时不得出去晒太阳，要留在教
室里背书，直到完全背出来为止。这有必要交
代下背景，彼时正值冬天，而上个世纪 80 年
代江浙一带的学校，冬天并没有什么取暖设
施，教室里阴冷异常，一节课坐下来，往往冻
得手冷脚麻，一下课，大家都冲到走廊或操场
上晒晒太阳活动下手脚，女生跳皮筋，踢毽
子；男生则追追跑跑，打打闹闹。

所以对于一个孩子来说，取消这个沐浴在

温暖的阳光下幸福无比的十分钟课间休息，确
实是一个极为严厉的惩罚！

但那次要背诵的量实在太大了，我已经背
了三分之二的课文，还剩三分之一没有背出
来。于是那天上完语文课，课间休息的时候，
同学们陆陆续续都跑出去了，只有我老老实实
地呆在教室里不敢出去，一个人郁郁地趴在桌
子上，默默地复习着课文。其实班里还有好些
同学也没有背诵完，但他们胆子大，一个个都
溜出去了。

教室里还有一个人没出去，那就是老师，
他正在讲台上埋头批改作业。我们的语文老师
是个瘦高个的男老师，一贯很严厉，我静悄悄
地坐着，尽量不发出一点声音，免得他注意到
我，然后问我背诵怎么还没完成。

不过他终于还是从成堆的作业本上抬起头

来了，看见我一个人坐在位置上，果然开口
了，但出乎意料的是，他根本没问我背诵的
事，却很温和地问：“为什么不出去晒晒太
阳啊，教室里很冷的，快出去活动活动，下
一节课才有精神！”

我很奇怪，一贯记性很好的他似乎压根
儿忘了他强调过的那条没背诵完不准出去晒
太阳的惩罚措施了。我当然不敢多问，赶紧
溜出教室了。

多年以后，我也成了一位老师，有前辈
提点，第一堂课时一定要立个规矩，譬如像
作业，我们这种设计课，作业量一般比较
大，很多学生都喜欢拖作业，所以你一定要
求他们说好什么时候交就必须什么时候交，
晚了就不收！你做个几次规矩出来，那学生
们就不敢拖作业了。我听了直点头，暗下决

心，一定要做个言必行行必果的老师。
于是每次布置作业的时候，我总是声色

俱厉地跟学生强调，作业必须在规定期限内
及时完成，如果过了期限未交，不管什么理
由都坚决拒收，迟交的作业即使做得再好也
只能打零分！

但每次总有个别学生还是会拖拉作业，
然后到我这儿求情，甚至有些学生会偷偷地
溜进我的办公室，把自己的作业混进其他早
交的作业堆里，其实每次收到作业后我都有
登记的，哪几个学生迟交的我一清二楚。但
我没有一次真的忍心给他们打零分，最后总
是装作忘掉自己订的规矩，照例认真地批
了，给了分数。

唉，这才知道，原来老师常常是健忘
的。

老师都是健忘的
□王秋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