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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云那端”
的谢意

■ 王贞鹏
毕业季到了，翻看一个大学同

学的朋友圈，看到了母校文学院老

师对毕业生殷切的寄语：

桂子山上有许多大树，也有一

些小草；有一些大道与直道，也有一

些小路与曲径，我希望大家都走直

道与大道，少走小路与曲径，这样才

会成为大树；

做人，坦坦荡荡；为学，兢兢业

业；

疫情制造了我们的距离，但隔

不断我们的心灵，让我们一起续写

百年文院人文精神传统的辉煌；

独立乃是人生的最大幸福，是

一切美德的基础；

尚未被言辞登记在册的感觉和

思考，才是生活的出发之处。希望

可爱的你们，爱自己走出的路；

愿同学们心中有爱，用心生活，

磨砺心性，守住本心；

文学教会我们一件事：成为你

自己；

善于发现生活中的小乐趣，为

获得的每点新知而高兴，懂得感恩，

与人好好相处；

永葆求知的欲望、对生活的好

奇，发展并坚持自己的兴趣爱好，健

康、真诚、善良、爱人、向上……

作为一个毕业 20 多年的大学

生，读着这些或熟悉或陌生的老师

的“云寄语”，也不觉备受鼓舞。

我觉得今年的毕业生既不幸，

也幸运。不幸的是没有毕业合照、

没有毕业聚餐、就业压力等，幸运的

是有值得永久珍藏的老师寄语。之

所以这样说，是因为20多年前，我毕

业时，老师的殷切嘱托我几乎都忘

记了。但有一则寄语我一直牢记

着，并且深深影响了我。那就是作

家晓苏老师的一段寄语。

晓苏老师没有教过我，但在我大

三的一天晚上，他被邀请来给学校文

学社开讲座。讲座完后，可能考虑到

社员从大一到大四都有，他最后给我

们说了一番话，作为对文学社社员的

毕业寄语吧：“今天我看到大家很有

热情来参加文学社的活动，但据我多

年对毕业生的跟踪，发现许多同学一

走出校园，就不写东西了。所以，今

天，我给大家提一个小小的愿望，就

是希望大家将来无论从事什么职业，

留住文学这个爱好。”“留住文学这个

爱好”是那天晚上晓苏老师对全体文

学社员的殷切嘱托。

一年后，我毕业参加工作了，成

了一名普通的中学教师。中学环境

与大学校园氛围间的巨大落差、理

想与现实的遥远距离，让刚走上工

作岗位的我彷徨、苦闷。这时，我想

起了晓苏老师的那句话：“留住文学

这个爱好。”我想，也许文学能够给

我带来一点亮色。于是，在工作之

余，我一直坚持写作。功夫不负有

心人，毕业后半年，我在报纸上发表

了自己的处女作。处女作的发表，

给了我很大的鼓舞，从此，我更加勤

奋写作。每年断断续续都有一些文

章在报刊上发表，虽然数量不多，但

我一直乐此不疲。

大学毕业 12 年后，我顺利拿下

了中学高级职称。一些朋友调侃

道：“不知是你幸运地撞上了哪位伯

乐？”事后回想，职称申报成功并非

完全是运气，除了教学上取得优良

的成绩外，我一直坚持写作。又因

为写作，我经常参加一些教师业务

大赛，常有斩获。我猜想，装进职称

参评档案里厚厚一沓发表的作品，

或许就是那个打动陌生的“伯乐”的

亮点？世上的事情偶然中有必然，

我这样相信着。

10 年、20 年，我一直“留住文学

的爱好”。后来，我读到一篇文章，

说自己发表一篇作品远不及辅导学

生发表一篇作品。于是，我申请成

为学校文学社的辅导老师，辅导、鼓

励学生写作。在我的精心辅导下，

学生的作品能够在全市、甚至全省

获奖，或者在全国性报刊发表，对我

们这所普通中学的学生鼓舞特别

大。

转眼大学毕业 20 多年过去了，

在文学的殿堂，我仍然只是一个写

作爱好者，没有成什么大气候。但

是，我无怨无悔。每次听到同行们

说：“语文老师如果自己不爱写作，

我都怀疑他能否教好语文。”我庆幸

自己记住了晓苏老师的教导，坚持

写作，在指导学生写作上比较自

信。同时，在阅读指导方面也能得

心应手。

读书多了，我才知道晓苏老师

那句质朴的话与许多名言如出一

辙，比如，台湾学者柏杨老师说：“中

文系的学生，职业上有退休，学业上

永远没有退休，只要一笔在手，就应

该笔耕不止。”文学在当下早已沦落

为“小众”行为，但我想，作为一名中

学语文教师，爱她永远不过时。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20 年

间，我牢记了老师的一句话，践行了

一句话，没有遗憾，唯有感激。

我相信，当初我所有的老师都

对我们发出了发自肺腑的寄语，可

惜我都忘了。因此，很羡慕即将“云

毕业”的母校的师弟师妹们，他们能

很好地珍藏老师在做人、求知、处世

等方面殷切的嘱托、寄语，让他们今

后的人生路上少走弯路，早日成才

抵达理想的彼岸。

放学时，上初一的女儿告诉

我，今天受到刺激了。我问发生了

什么事。她说，班里出了一个“学

霸”，这次月考考了个年级第一，太

厉害了！我笑着说：“学霸何其多，

这有啥刺激！”

女儿感慨地说：“以前总觉得

学霸离我很远，可是，这个学霸就

坐在我邻座，是我们班长，天天能

见到，同一间教室听课，同一个老

师授课，我就纳闷，150分的数学卷

子，她能考个满分。并且，数学老师

都说，这次数学题目有些难度。我

费了‘洪荒之力’，勉强才考个及格

分数。”

看来，小家伙的确被震撼到

了。我问女儿：“那你觉得小学霸有

什么不一样。”她脱口而出说：“人

家聪明嘛！天生就是学霸的料。”我

认真地回答她：“你说的不完全对，

聪明只是一方面，天赋固然很重

要，但最重要还是后天的努力。仔

细观察下，你会找到她成绩好的细

节之处。”

女儿想了想，说道：“我发现她

听课特别认真，课堂笔记记录也清

晰工整，另外，她还有个错题集，上

学也比我们早几分钟。”看来，女儿

有自己的发现与感悟。后来，我和

女儿一起参加家长会，对学霸有了

更深的了解。老师在课堂上讲述了

学霸的不一样。有的同学早上就呆

坐到座位上，或者聊天嬉戏，等着

上课铃响。可是学霸却自己拿起书

来背诵，或者默写单词。虽然，也就

是上课前的 10分钟，但是，人家能

见缝插针学习。

除了保质保量完成作业外，学

霸还会给自己“开小灶”，补缺补

漏，进一步提升。可是，有的差生，

连作业都不能按时完成。两者一

比，差距就拉开太多。学霸除了刻

苦之外，更为重要的是，拥有着超

强的自律精神、良好的学习习惯、

极强的学习能力。自律，知道每天

要做哪些事，对自己要求严格，不

会轻易放松或者偷懒；懂得学习是

自己的事，不能依赖老师与家长，

自己安排学习计划与学习任务；善

于学习，理解能力强，会举一反三。

我问女儿你对学霸有什么看

法？她说，学霸就像一座山，、一尊

神，无法逾越。我笑着说：“是不是

有高山仰止的感觉？是不是在她面

前，觉得自己太黯然失色，力量太

过渺小，太过自卑？”女儿点头称

是。我鼓励她说：“其实，你也不必

太过灰心，有个学霸存在，会激起

你们努力学习的欲望，有个追赶的

目标，向学霸学习，让自己也变得

更优秀。”

说得多不如去做。我对女儿

讲，那就改变自己懒惰的毛病，上

课时认真听讲，跟着老师的节奏

走。弄懂每一道题目，认真对待每

一次测验。养成预习、复习、总结的

好习惯。坚持自律，靠勤奋弥补天

赋的不足。即使做不成黄金圣斗

士，即使只是青铜材质，也要做个

像星矢一样坚持到底，永不放弃，

努力奋斗的青铜斗士。

周末早上，对门李婶约我逛早

市，我出门就去推自行车，她拽了

我一把说：“你这段时间上班忙，还

不知道吧，咱们街口又有早市了，

卖啥的都有，咱去那儿逛逛。”

用了不到 5 分钟，我们就到了

街口，远远的一阵热闹喧嚣声此起

彼伏。地摊沿道两旁一路排开，行

人车辆熙熙攘攘，络绎不绝。小箱

货、手轮车、自行车挤挤挨挨，半天

挪不开地方。或清亮或沙哑的各色

吆喝声，引着人们东瞟西看。新鲜

的嫩黄瓜、弯弯的紫茄子、红彤彤

的西红柿，青鱼一样的扁豆角，一

个个支着身子，挂着露水从土地怀

抱跑出来，来赶这趟热闹场面。

我们随着人流往前走，忽然，

一股肉香味、米香味扑面而来，一

下冲开人的味蕾。前方拐弯处，一

排排简易案板上，磨小豆腐的、做

锅包肉的、炸春卷的、摊玉米饼子

的、民俗特色小炖锅的……摊主们

卖力地吆喝着。

再往前走，宽阔的小广场上，

摆着各色各样的百货商品，大到玉

器古玩，小到针头线脑，只要你想

买的这里还真都能找得到。竖起的

钢丝网格上，挂着的是各样男女服

装。有几个大妈拎着菜和肉，拿着

衣服正往身上比量呢。

以前，因为这里是新规划建设

的小区，为了市容建设，没一个摆

摊的。我们买菜和生活用品得去很

远的农贸市场或者超市。没想到地

摊经济一开放，这里忽然繁华热闹

起来了，记忆中的逛街、逛吃又回

来了。一问价，地摊的东西哪一样

都不贵，不多的钱就能买上满满的

一袋新鲜食材或者生活用品，还会

让人生出满载而归的富足感，说

来，这份快乐很便宜。

守一方水土，养一方百姓。做

一个摊主，卖自种的家常菜，卖美

食、卖美物、卖手艺活，有客来时热

情接待，闲了时放声聊天、拉家常，

切磋生活感悟，让内心强大，再多

的烦恼，也在人声鼎沸中一笑而过

了；做一个逛摊人，穿着休闲鞋，穿

着宽松体恤，没有尊卑之分，一路

逛、一路买、一路吃，一路饱眼福，

内心的烦躁烟消云散，工作的压

力、紧张被慢慢疏解。

人间烟火味，最抚凡人心。美

食满架，琳琅满目。只要这么踏实

生活，没有什么坎儿过不去。哪怕

人生是一段孤独旅程，有了这烟火

气，就能彼此取暖；有了这烟火气，

就能看见所有人都在努力生活，就

能让精神得到栖息，让市井百态活

色生香。

因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2月3
日起，我就开启了网课模式。虽然略

有一些慌乱，但从授课第一天开始，我

就特别关注在“云那端”两位身份特殊

的学生，他们是新津中学负责代培的

小金中学学生，一位叫小伟，一位叫小

蓉。

3 年前，为了落实“津金同心·携

手发展”对口帮扶工作，我们学校肩负

起了代培小金中学部分学生的任务。

我执教的班级里刚好有两位来自小金

中学的学生，男生小伟基础较差，女生

小蓉基础稍好。小伟在高二上期思想

比较消极，周记中也会流露出来。我

每次都会在他的周记本上写一些鼓励

性的话语，用文字来疏解他内心的忧

虑。比如，他因月考成绩不理想，看不

到自己的未来，我在他的周记本上写：

“人生是一场马拉松，不要太在乎一城

一池的得失，而是要学会把握当下，砥

砺自己，即使一个人，也要活成一支队

伍，对着梦想招兵买马。”而对成绩稍

好的小蓉，我会抓住或创造一些机会

加以表扬。比如，在某次月考之后，我

把她的作文加以修改，以范文的形式

在全班加以朗读，增强她的自信心。

每次朗读她的文章，瞥见她脸上荡漾

的笑容，我明白这是赏识教育发挥的

力量。

疫情期间，每次收作业时，我都特

别关注这两位同学。作业批阅完毕

后，我会专门用QQ把批阅后的图片

传给他们，并在 QQ 上给他们留言。

人是情感相互照亮的动物，这边你输

入真挚的情感，那边往往会收到暖心

的输出。。

3月2日，是一个高三学生居家复

习的普通日子，但于我而言，却是极为

光亮的一天。当天下午 4:30，我收到

了来自小蓉同学的一封感谢信，在信

中她感谢学校、感谢班主任、感谢科任

老师。她还特别提及了我：“我的语文

老师，您是一位有趣的人。在您的教

育理念里没有那么多的功利，您的举

手投足之间都散发着育人的温度。有

一次，我和朋友去吃饭碰上了您，你走

的时候帮我们一起把钱付了，当时我

心里想，您太好了吧！您不止一次鼓

励我，让我去冲击四川大学，我不知道

自己到底能不能考上，但您的鼓励像

一道光亮，不断照亮我前行的方向。”

英国教育家怀特海在《教育的目

的》一书中谈及一个核心观点：“学生

是有血有肉的人，教育的目的是为了

激发和引导他们的自我发展之路。”小

蓉同学这封情谊满满的感谢信，刚好

印证了教育的力量——激发和引导学

生走向了自我发展之路。最好的教

育，往往是自我的深度内心觉醒。这

让我意识到，一定要想办法让小伟也

能迈上自我发展之路，实现内心的深

度觉醒。

接下来一周，我都会把小伟的作

业批阅完后及时反馈给他，同时，在

QQ 上问他居家学习遇到了哪些困

难。他坦诚地告诉我，学习效率不高，

感觉有些疲惫。我就传授一些学习方

法给他：对“精练”过的题进行二次“回

锅”，找相关的变式题进行练手，保持

做题的手感。并且，帮助他树立考上

一所一本院校的目标，让他去追赶。

我跟他约定说：“小金县风景那么好，

你考上了一本院校，我就专门到小金

县来祝贺你！我们一道去感受四姑娘

山的秀美风光。”这些交流真的发挥了

作用，小伟提交的作业质量转好，这让

我很有成就感。

“教育没有了情爱，就成了无水的

池，任你四方形也罢，圆形也罢，总逃

不了一个虚空”，文学家夏丏尊如是

说。我在教育的园圃耕耘了将近 20
年，我深知教育一定要给予学生向善

向美的力量。高考延期一个月，我会

抓住时机，适时帮助他们，无论是教学

需要还是心灵慰藉。人生的道路虽漫

长，但紧要处往往只有几步，特别是当

人年纪还小的时候。所以，在学生成

长的关键时间节点上，老师一定要成

为他们生命中的关键性人物。我希望

自己成为学生生命成长中的一个关键

性人物，做一位默默的“燃灯者”。

师长寄语，愿你牢记
■ 郭新国

“青铜”遇“学霸”
■ 张帮俊

人间烟火气
■ 邱立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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