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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快 轻松贷
建行快贷 一触即贷

在 一
本畅销文摘

上，登载了这
样一篇文章，说

是一个人死后是
否上天堂，要看他

的心是轻还是重。如
果，一个人活着的时候

总是被世俗的烦恼所困，
而负载太重的心是上不了

天堂的。我不相信来世，但我
相信一个人如果豁达地对待生活中一
切有幸或不幸，则他今生已活在天堂。

前一年的教师节，我拨通了初中老
师杨婵如家的电话。话机的那头传来
老师沙哑的声音，说别来，天太热，要中
暑的。我说秋天的太阳再怎么狠也狠
不过夏天，于是丢了电话就往老师居住
的那所中学赶。

杨禅如老师是我读初中的班主任，
还教我们语文政治两门课程。当年，她
蓄一头短发，戴一副近视眼镜，总是很
整洁的一身穿戴，加上总是铿锵有力的
语音，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夏天上课

时，老师会用叠得很齐整的手绢
夹在两个腋窝，不时换下被汗
水浸湿的手帕。老师性格刚
直，说话既急又快。

然而，对于我们，老师却
像母亲一样慈祥。老师没有
小孩，她把我们看作她的孩
子，不管贫富，也不管优劣。班
上有一个同学父母双亡，但出名地
淘气又成绩不好，老师像对亲生儿子一
样待他，衣食住学样样操心，甚至老师
还要从微薄的工资中省出钱来给那名
同学交学费。而对待学习老师又是严
厉的。记得毕业考试时，我由于患鼻窦
炎，头痛得厉害，考试成绩不很理想，加
上由于厌学我没有参加报名考高中。
老师看到报名考试的名单里没有我的
名字，把我叫到办公室狠狠骂了一顿，
说我胸无大志。在老师的鼓励下，我顺
利考取了本市一所寄读学校念高中。
报到当晚，面对陌生的学校、陌生的同
学，从未离开过父母又生性胆小的我蒙着
被子偷偷地哭了，心里竟怨恨老师劝我来
念高中。当走过人生数十年风风雨雨后，
我才知道，是那次考高中改变了我一生
的命运。

在生活资源极为贫乏的上世纪七

十年代，人们还在用一把大蒲扇
过夏的时候，我在杨老师家第
一次见到了电扇。灰色的扇
叶，袖珍的体积，神奇地转
动，凉爽的风吹动着头发，令
我和同学们睁大了稀奇的眼
睛。老师择菜也是别样的优

雅，她会轻轻把白白净净的小白
菜拦腰折断，取出叶片里那几根细

细的茎，那青白相间的菜梗更加白嫩肉
实。她的这种择菜法，我至今也没见第
二人。

走过几个没有树荫的小坝子，还下
了几坡陡窄的石梯，来到老师住的那栋
楼。那是一栋上世纪六十年代修建的
居民楼。老师住三楼，窄窄的梯道有很
多边缘已经缺损。进到老师家里，老式
而简陋的书架上堆满封面陈旧的书，黑
洞洞的洗手间不容转身，这让我看到了
老师生活的原色。可老师丝毫没有尴
尬的面色，依然爽朗地招呼我。

杨老师与同为中学教师的娄老师
结为夫妻。娄老师在另一所中学教数
学，温文尔雅，凡事都让着杨老师。他
们没有孩子，后来领养了一个小姑娘，
在我初中毕业的时候，杨老师送给我一
张她和她女儿的合影。小姑娘扎两个

羊角辫，被老师抱在怀里。老师那
时还年轻着，那透过眼镜片的目光
是那么自信。前些年，娄老师生病
走了，留下杨老师一个人，女儿原本要
接她去一起住的，可老师是个固执的
人，她坚持按自己的方式生活，这是她
一贯自我而硬气的风格。

当老师有点微颤的手为我递过来
凉茶的时候，我凝视着她那双更为近视
的眼睛，她那眼睛蒙了一层薄雾似的不再
清晰，而我的眼睛却蒙了一层浅浅的泪
光。时间夺去了杨老师的青春年华，在高
楼亮宅林立的今天，一个执教一生的老教
师居住条件还很窘迫，让我汗颜。然而老
师还是从前的心情，爽朗的笑声不时从蜗
居里传出。是老师与世隔绝不谙世事
吗？生活给予老师似乎过多的不顺，可
老师还是那么心高，那么乐天。

告别老师，我沉默良久。我没有老
师那么优秀和执著，得到的也比老师多
得多，可我有老师快乐吗？放下物欲，
才能心轻，老师超越世俗的心，让她过
着天堂般的日子。

2019年6月，我从域外回渝，得知
杨婵如老师已离世，今特写此文，作为
怀念。

(作者系重庆市散文学会副会长）

1982年9月1日清晨，秋日的阳光格
外柔美。这个偏远的山村中学，香樟浓郁
的香气，飘散在小小的校园。

上课预备铃响了，校园安静下来。
那一天，我还没有满19岁。当我迈

着轻快的步子，踏进教室，走上讲台，把课
本放在高脚的木制讲桌上，环视教室时，
同学们眼光惊讶，似乎在说：怎么会是这
么年轻的老师？我心中也一颤：面前的学
生，好多和我年龄相仿，听说还有比我年
长的。他们的眼睛，传达出的是对知识的
渴求。

我一下感到肩上仿佛有沉甸甸的担
子。

37年过去了，但第一次踏上高中讲
台的情景，仍然深烙在我的记忆中。

第一次鼓励

11月的一天，我像往常一样，站在讲
台上，给同学们上课，讲的是《琵琶行》。
念大学时，我在古典文学方面下过很多功
夫，熟背了不少诗词文赋。我根本不用打
开课本，就开始给大家讲析课文。才教书
两个多月，还说不上讲究教学方法。我一
边给学生解析文字，一边畅谈我的理解和
体会，自我感觉十分投入，同学们也听得
入神。

等到快下课时，才发现老校长刘友三
和一个中年男子，坐在最后排，听我讲课。

下课了，在教室过道上，刘校长向我介
绍：这是县里的语文教研员傅正洪老师。

当时，我和一同分配到学校三位老
师，住在实验楼的一间大教室。一间单人
木床，一个课桌，可以看书写教案。下午，
我正在课桌前写教案，傅正洪老师来到我
的住处。他告诉我，他是才从甘孜州调回
到县里当教研员。他说：从来没有看到一
个如此年轻的老师，这样驾轻就熟地上
课。我们似乎很投缘，一见如故。他给我
讲他的经历，鼓励我努力工作。他甚至告
诉我，他建议学校把我作为苗子培养。

只是后来，我也没有和他有更多的联
系，但他对我的鼓励一直激励着我。

用诗词开启心灵之门

和学生聚会，是我最快乐的一件事。

每次见到学生，他们都会说起我给他
们讲诗词的情景，甚至还可以背诵出当年
讲的那些诗词来。

1990年，我调到一所重点中学。半
学期后，我萌生了利用早自习，给学生讲
一首新诗和一首古诗词的念头。我任的
是两个理科班的课，他们很少接触新诗。
那时还没有系统思考，只是选择了诗，认
真编写赏析文字。第一次给他们讲的是
顾城的代表作《远和近》，这是一首朦胧
诗。初读，他们很费解。经过我的赏析，
他们理解后，仿佛进入了另一个世界。

后来，我给他们讲北岛、舒婷、徐敬
亚、何其芳等一大批诗人的代表作以及
《春江花月夜》等优秀古诗词。

我把这些赏析的文字陆续寄给一些
报刊。1991年1月3日，全国中学语文教
育学会会报《语文报》，刊发我对北岛《走
吧》的赏析文字，开创了该报的新诗赏析
专栏的先河。再以后，其它报刊也陆续刊
发了我的这些文字。

1997年，我在中国新诗研究所修完
硕士课程，谋划编辑一本适合中学生阅读
的中国新诗读本。精选了一百首诗目，经
吕进老师审核，便着手编写。1998年，吕
老师请臧克家老，为《中国新诗一百首赏
析》题写书名，他亲自作序，傅天琳老师做
为责任编辑，该书由重庆出版社出版。这
本书，是当时国内第一本为中学生选编出
版的新诗读物。

培根曾说：读诗使人灵秀。优秀的诗
词，可以净化一个人的灵魂。给学生讲诗
词，也是开启他们心灵之门。

在课堂上，我还和学生们共同学习新
出版的优秀书籍。比如余秋雨《文化苦
旅》刚出版，我买回来，在课堂上朗读，和
学生共同分享，畅谈读后心得。

学生们也让我读他们读的书。教高
99级时，一天，班长对我说：老师，我们
全班都读完了韩寒的《三重门》，我推荐
给你看。她把书借给我，用了两个晚上
读完，再用两节课和大家讨论，予以了正
确引导。

至今我离开讲台18年。那些旧事，
让我时时忆起，让我倍感温暖、幸福。

（作者单位：重庆市退役军人事务局）

又一个秋阳明媚的教师节到来，
又一次代表学校向受表彰教师致
辞。优秀教师们的事迹，让我一直在
亢奋中。

晚饭后，走进书房，一阵凉风撩
起窗纱，我来到窗前。天空浓云飞
卷，远处闷雷声声，树枝凭风舞动，树
叶和着尘土飘飞。一转眼，雨滴啪
——啪——啪啪地打击着树叶，一群
孩子来回穿梭、呼喊。雨更密了，孩
子们躲到大大小小的树下，抹着脸上
雨水，嗬嗬嗬地呼叫。

雨渐渐停了，丝丝凉意，孩子们
如小鸟归巢，顿时不见，一下静了。

不知什么原因，有两位没受过表
彰的同事形象，此时在我脑中不停闪
现，我突然想为他们留下素描。

老谭老师的勇敢

老谭老师，那时五十六七岁，普
普通通。然而，2008年5月12日中
午，我却睁大眼睛看老谭了。

一阵摇晃把我从午睡中惊醒，迷
迷瞪瞪跑下楼，操场仿佛成了波涛上
的一叶扁舟，我矮下身蹲起马步才站
稳。

“地震了！地震了！快快快，快，
莫睡了，跑跑跑！”老谭在教学楼上上
下下奔跑着，急促地拍打一道道门，
一道道窗，吆喝着在教室午睡的孩子
们。

我奔进广播室，发现停电了。没
容多想，扭身向教学楼跑去。

孩子们蜂拥而下，我和一群老师
一边招呼着惊慌失措涌向楼下的孩
子，一边使劲往楼上挤。

震动中，瓦片、石灰浆块噼里啪
啦掉落，教学楼旁古庙老墙轰然倒
塌，砖石横飞，尘土弥漫。

当我奔上顶楼，学生都已散去，
老谭却还往一个个教室里钻。他的
右手背上满是血，不知道是撞的，还
是被砸了。

“快走，快走，学生都下楼了！”我
急咻咻催。

“再看下！再看下！”他突然沉稳

了，一楼楼搜寻下去。
“这阵仗，不会！房子可能垮，

快！”话音刚落，“啪嚓”一声，一堆瓦
片砸在我面前。在我惊愕愣神之际，
他骂骂咧咧地从一间教室冲出来，双
肋下各夹一孩子。

张老师的爱心

丈夫先后得三种癌症，一次次手
术，她悉心照顾；老公公腿骨骨折，她
喂饭喂药，日日擦身子、换衣服；婆母
中风卧床，大小便失禁，她不避脏臭，
床前支起钢丝床陪伴。高中时是女
篮校队中锋的她，才四十多岁，曾经
挺拔的身姿变得佝偻了，满脸苍白无
色。

形象不起眼，她的工作也常被忽
略。教导处每期报送教学业绩统计
表，我总是搜索前一二名，看看最后
一名，她的名字没进过我视野。

她在村完小工作，我开始注意她
时，感觉不佳。好几次，她拿着课本，
追着同事问这道题怎么做，问那个概
念怎么教。有次，我扭头瞟了眼她问
的题，竟然很简单，我不经意地皱了
皱眉。

让我印象改观的是，她带几个孩
子打篮球，玩球的样子很酷，孩子们
尖叫着、奔跑着，兴奋不已。

“学生年年锐减，她班期期增加，
来的大都是些问题学生。”村校负责
人说，“她好像也只是带着这些孩子
玩，调皮捣蛋的都给治好了。”

巡视完校园经过教师办公室，只
见一个小女孩半倚半靠张老师胸
前。张老师一边缓缓地给她梳头，一
边轻轻地说着什么，我好奇地问：“不
会是你女儿吧？”她捏捏女孩的脸：

“哈哈，就是我女儿了！”孩子眨巴眨
巴眼，滴下了几颗晶莹的泪珠。

出校门时，村校负责人说：“那孩
子的父亲多年卧病，母亲不知去向，
这孩子早就把张老师当妈妈啦。”

我停下脚步，沉默良久。
（作者系开州区汉丰第四小学正

高级教师）

心轻在天堂
李学勤

往/ 事/ 回/ 首

我与讲台的故事
艾晓林

心/ 香/ 一/ 瓣

乡/ 村/ 故/ 事

乡村老师素描
曾祥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