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纯真少年的理想初心
回顾这几十年的求学与工作生

涯，印象最深的不是当校长这10年，
也不是浪漫的大学时光，而是那懵
懂纯真的中学时代，最特别的是在
邻水中学读高中的那两年，在我的
生命历程中留下深深的烙印。当时
正值国家恢复高考不久，还未满16
岁的我高中毕业，很幸运与比我大
几岁甚至大十几岁的同学一起报考
大学。

1979年夏天，高考成绩出来后，
班主任秦遂隆老师问我：“你将来想
干什么？”我说：“想跟您一样，当老
师教书育人。”秦老师说，你这么好
的成绩，读师范会不会可惜？我说：

“我就想回来教书，继续跟您学习，
发展家乡教育，一样是报效祖国。”
于是，秦老师指导我填报了西南师
范学院（现西南大学）。大学读的是
生物学专业，毕业后，有的同学去了
生物研究所，成了科学家；有的去了
大学，成了知名教授；我则恪守少年
时的梦想与承诺，回家乡搞教育，被
分配到母校邻水中学，当了一名高
中生物学老师。

后来，很多次开学典礼或重大
集会，我都忍不住与学生一起回忆，
一起分享我的少年时光。少年时的
纯真理想，往往会影响人的一生，让
人受益无穷，这就是理想初心的力
量。有人曾这样比喻理想：在敌人
面前，它，是枪；在饥饿面前，它，是
粮；在严寒面前，它，是火；在黑暗面
前，它，是光！我的理想初心或许算
不上高远，但它指引着我一路前行，
从不迷茫。

优秀教师的成长之路
我从不认为自己是一个优秀的

校长，但若说我是一名优秀教师，我
想我当之无愧。我从事教育工作39
个年头，教过28届高中学生。我至
今还记得最初几年教过的很多学生
的名字，很多学生与我见面后，只要
说起当年我在课堂上的一些教学片
断或趣事，我便会想起与他们相处
的点点滴滴，我的整个教育生涯也

随之立体生动起来。
有学生说，任老师从来都是站

着讲课，站着监考，连课外辅导和守
晚自习都是站着的。回顾这几十年
来在教室，我的确没有坐的习惯，哪
怕有一次小腿受轻伤，我仍扶着讲
台讲课。我一直坚信，在教室里，老
师站着，是对自身职业的尊重，是对
教育事业的敬畏。

近40年来，我都一直坚守三尺讲
台，坚守在教学岗位第一线。哪怕是
当副校长13年以及任校长这10年，
我也一直上高中生物课，从未停歇。
去年疫情期间，我与全体老师一样，
也给学生上网络直播课。我在家爱
种些花花草草，直播课上它们被派上
了大用场，让我的网课充满生机与活
力。平时在学校上课，我也不时将它
们带入课堂，让学生直观认知生物，
激发学习兴趣，取得了不错的教学效
果。课余，我还自制教具上百件，获
国家和省市级多个奖项，其中一件晶
状体曲度演示器，填补了国内该项教
具空白，多次得到教育专家的赞赏和
肯定；长期引导学生制作学具，培养
他们动脑动手能力，乐学活用，受到
业界同仁好评。

多年来，我不但痴迷于课堂教
学，还对教育科研情有独钟。学校
各学科教研组举行教研活动，我只
要有空都会参加；市县各级教研机
构也经常邀请我当课题研究项目评
委，而且多数时候都安排在双休日
或假期举行，我基本上是每叫必
到。我喜欢这样的场合，喜欢与业
界精英打交道，喜欢与他们一起研
究业务和交流思想，与他们共同学
习共同成长。在各级领导的关心和
帮助下，我在教育教学工作上取得
了较为满意的成绩，先后被评为全
国优秀教育工作者、四川省有突出

贡献的青年专家，被评聘为中学生
物学特级教师、正高级教师。

中学校长的教育情怀
曾有教育界同行与我探讨，说

先不论邻水中学这么大的国家级示
范学校，就是一般规模的乡镇中学，
校长作为主要管理者，方方面面的
事情错综复杂，处理起来都是千头
万绪，哪有时间上主科担重课？我
为什么能够“一心多用”？对此我总
结了16个字：作风引领，制度管人；
情怀至上，无私公心。

作为管理者如果拈轻怕重甚至
偷奸耍滑，安排工作肯定难以服
众。校长是学校管理工作的第一责
任人，不但是全校学生学习的榜样，
更是全校教师工作的标杆。无论是
组织全校学生开大会，还是每周的
全体职工例会或政治学习，不讲空
话是我的基本原则。有事说事，以
理服人，作风引领，以德服人；具体
工作中带领班子求真务实、守正出
新，引领教师崇信尚德、爱岗敬业，
教育学生团结友爱、谦虚好学；生活
中师生平等，以诚相待，让大家在和
谐校园中工作学习，才能构建美好
人生，创造幸福生活。

我始终认为，学校作为党和国
家培养社会主义新时代人才的主要
阵地，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是教育
工作的头等大事。教育学生爱党爱
国、积极上进，引领他们自觉践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养他们能力
素养和身心品质全面发展，这一切
我们责无旁贷。

今夜，独自在熟悉的校园马路
上徘徊，我思绪万千，不禁想起辛弃
疾的两句词：余既滋兰九畹，又树蕙
之百亩。一路所见花草树木皆成暗
色，但我记得它们白天的样子。将
酸软的双臂用力甩一甩，抬头望见
皓月当空，一天的劳累荡然消失，心
中不由生发出新的力量。正值放晚
学铃响起，几千充满青春活力的生
命，纷纷从教学楼涌出，我连忙站到
路边，向他们投以注目礼：孩子们，
明天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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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已执教10年，通过自己的努力

和摸索，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教学风

格，从未想过，而立之年还能有幸遇

得一位教品同优的导师，她亦是我教

师生涯的第一位老师，能遇见她，实

属我之幸！

我原在培训学校任职，因缘际

会，应聘上了本地知名小学，虽然从

事教育工作十余年，但进入真正的学

校，内心还是有一些忐忑，毕竟对于

教本研究，我就是外行了。幸而学校

有“青蓝结对，师徒帮扶”的优良传

统，通过“一对一”结对子的方式，让

老教师、骨干教师倾囊相授，让新进

入学校的教师迅速成长，快速融入这

个大集体中，以便更好地适应新的工

作环境和工作岗位。

才进入学校还挺兴奋的，没想到

才工作了一周，我就开始打退堂鼓

了。因为我还在哺乳期，每天晚上要

喂夜奶，睡不好，精神状态就很差，身

体也感觉很疲倦，尤其是早晨起来，

发现前额秃了一块，心里更是担忧，

一年级新生又才入学，需要管理的事

情非常多，压得我喘不过气来，一时

竟想到了辞职。

周六上午，秋雨淅淅沥沥地下

着，像一幅没有尽头的画卷。我早早

来到学校，准备家长会需要的东西，

做完之后，像个没有灵魂的空壳呆坐

在那里，听窗外的雨声骤急骤缓，忽

柔忽刚。

原本我资历最浅，应由我介绍刘

老师，可是刘老师担心家长不了解

我，以后不好开展工作，所以她率先

上台将我十多年的履历说给大家听。

她讲到，我不是一位新教师，只是在

这里是初来乍到，请大家放心把孩子

交给我。听着刘老师的介绍，我心里

十分感动。

刘老师从事教育 36 年，半生耕

耘，是学校的名师。她留着干练的短

发，风姿绰约，完全看不出她已年过

五旬。想起她面对学生时，一张张稚

气的小脸注视着她，她和风细雨般

的话语，滋润着这些小苗。今天，她

面对家长从容不迫，对于家庭的教

育和孩子的行为习惯养成更是娓娓

道来。尤其是听到她说：“每个孩子

都是一颗种子，开花的花期不同，甚

至有些孩子不会开花，因为他有可

能是一颗树种，长成的是一棵参天

大树。我们要等待孩子们成长，尤其

是一年级的孩子，过渡阶段很重要，

习惯，行为规范更是重中之重！”那

一瞬间，我觉得刘老师身上仿佛带

着光，自信的气质，优雅的谈吐，让

人感觉满怀希望。我忽然找到再坚

持的意义了！教育就是一棵树摇动

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有

这么经验丰富的导师手把手，不辞

辛苦，毫无保留地教我，这么点苦累

又算得了什么呢？

秋雨渐渐静，清风慢慢微，拨去

所有云翳，滤去所有浮躁。刘老师的

话语就像一束光照进我的心里，让我

决心咬着牙继续坚持，未来，我也想

成为一个带“光”的人。

9 月中旬，栾树的细密黄花乱

纷纷撒落，悲秋的人见了，不免心里

一紧。一年，就这么又见了底儿。季

节瘦、时间窄，宽宽的指缝留它不

住，如栾树花，一地萎去，不忍扫，不

忍踩，却无法捡拾。

晨起，又来公园石径的栾树下

散步，忍不住要抚摸，要仰望。栾树

看我多情，也扬一层簌簌碎碎的花

瓣，在我肩上、发上。周围静悄悄，我

心里却涟漪不断，“叮咚”一声，“叮

咚”又一声。这小花朵好像落到了心

间，一层，又一层。

可是一有脚步声传来，我就跳

开去。我不愿意让人看到。这季节轮

回里的感怀伤时，曾是古诗歌的核

心，那么珍贵，没它，哪有好诗。但对

于现代的我们，那种情思却是多余

和矫情。

其实我也一样，年纪渐长，对生

活的钝感越来越强，但栾树之思，却

让心弦一紧，说不出的感怀悠悠。栾

树的花，叫做栾华，有姓有名，清清

淡淡，像中学生的名字。即使你凑近

了鼻子去闻，也闻不到一点气味。可

我为什么一看到栾华，就产生一种

臆想的甜呢？是我把她跟桂花混淆

了吗？

一场秋雨令人身心寒凉。栾树

开花了，轻轻柔柔，萼片 5 个，有小

睫毛，有花瓣 4 片，色彩明黄细碎，

像大自然温柔悲悯的气息。也像拉

响的一段小提琴曲，琴声透明，轻

暖，从哪个角度看，都是缩微的浑金

璞玉。

琴声凋落，引发色彩的交响。栾

树很快进入了生命中的华彩乐章：

叶尚绿，花正黄；串串蒴果，青如碧，

早熟的蒴果嫣如火。多声部的绚丽

交响，集合在一棵树上，也不乏繁华

富丽之气象。

栾树，在古代，被称作“大夫

树”。按照周礼，从皇帝到普通百姓

的墓葬分五等，分别栽种不同的树

以彰显身份，士大夫坟头，栽的便是

这栾树，它算得是庙堂之树了。也许

就是因为栾树的进退有据？在庙堂，

则面向内心；在凡间，则随缘自适。

万木争荣，你们尽可以在春天的阳

关大道上春风得意；我呢，秋日小径

上，也能开出一片锦绣天地。栾树的

不争，有温厚端穆之美。

栾树的蒴果像精心折好的小袋

子，圆三角特别留了一个一个口儿。

暖阳清风，从口儿里缕缕穿过，蒴

果，就青转为黄，黄转为红，最后在

深秋的寒霜里，全部成为嫣红，绚成

一团团火。火烧处，扑踏，扑踏，掉下

一颗颗念珠样的栾树籽。那念珠儿，

溜溜的灰光，幽幽的亮。

它多像我们普通人的日子啊，

有时候免不了灰扑扑，但对细微事

物的关注和热爱，为日子上了一层

幽亮的包浆，回望时，颇耐玩味。

这么多个秋天，我已习惯年年

去捡拾一些栾树籽，回来穿成珠串

儿，捻在手里，细数秋光。

木里县俄亚大村位于云南、四川

两省交界处，四周被重重的高山和金

沙江、无量河、龙达河环绕。俄亚是个

纳西族古寨，有世界罕见的蜂窝状建

筑群，全村 200 多户人家的房屋连成

一体，依山而建，巷道蜿蜒。

瓦小，一个纳西族小女孩就生长

在这里，她正读小学六年级。2020年1
月 20 日，是瓦小举行“成人礼”的日

子。

纳西族的“成人礼”又称“穿裙礼”

或“穿裤子礼”，俗称“踩猪膘”，是纳西

族人一生中最重要的习俗之一。有人

说：“没有穿裙的少女，只是一棵含苞的

花蕾；穿上了百褶裙的少女，就开始成

为一朵芳香四溢的花了。”仪式在母系

大家庭中进行，女孩由母亲或属相符合

的女人来操办，男孩则由舅父完成。

传说，黎明时分，在德高望重的长

者主持下，接受“成人礼”的小孩脚踩

小麦，戴上头饰，穿上由自家纺织、缝

制的一套麻布衣服，腰系彩带，然后焚

香叩首，吃月饼，给长辈和道贺的亲朋

敬酒。俄亚纳西族每年新年到来前的

腊月二十九日这一天，村里凡有13岁

小孩的家庭，都要举行这样的“成人

礼”，千百年来，世代相传。

瓦小的家在半山坡，是一幢三层

楼的木石结构房屋，沿山而建，远远地

就看见有一株红色的花在门口自由开

放。我们征得同意，进入她家，一个成

人招呼我们进入右边的一个房间。

房间光线比较暗，我在门口站了

片刻，看见这间屋子兼具厨房与客厅的

功能，屋里坐满了男男女女。瓦小的家

人非常欢迎我们的到来，立即端来一碗

碗黄酒，说是要连喝三碗。不胜酒力的

我，出于礼貌，接过一碗，浅浅地沾了沾

嘴，把碗放在旁边台上。“我拍了照再

喝。”便随即退到房间的一个角落。

主持“成人礼”的长者早早来到瓦

小的家，按流程张罗着。先是瓦小的父

亲点燃火把，在房间里绕场一周，嘴里

还念着什么，一个纳西族汉子吹响着大

大的海螺号。再是瓦小的姨妈张罗着给

她换上裙装，这套衣服是阿妈为她缝制

的。最先穿的是米白色粗布织的小花边

百褶裙，用细细的带子在瓦小腰间扎

着；接下来穿米白色粗布绣着五颜六色

花边的中长衣服；再是系彩色腰带；最

后是头饰。头饰制作复杂，很漂亮。先是

戴上绣花红色绒布，上面缝有一个银

盘，银盘上挂着几串彩色绒线。之后，靠

近瓦小额头戴一串竖着排列的有花纹

的圆柱形银饰，每个圆柱形银饰的中部

都镶着红色玛瑙珠子。头的后方又戴一

串圆形的银饰。两串银饰的两头都系着

长长的彩色绒线，彩色绒线的端头串着

约30多公分长的各色珠子，这些绒线

和珠子在头上缠绕，精美的饰物便固定

在了瓦小的头上。穿戴齐整的瓦小，变

成了美少女。

接下来，瓦小在父母的带领下，在

螺号声中，分别向长辈叩头致谢，然后

静听长者念诵祖谱，并跟唱祝福歌。

再接下来，亲友长辈向瓦小赠送

礼物，有各式衣服、自纺麻布，还有腊

肉香肠及粮食作物制成品等等。所有

的礼物逐一送到瓦小的手里，然后经

过长者的手放到一边。

瓦小一见到我，她的眼睛就在我

双肩包的挂件上停留了，那是穿着红

衣服的小猪佩奇。在送礼物的环节中，

我取下小猪佩奇和乔治递给了她。她

接过挂件，两眼放光，凑在眼前看了好

久，不肯松手。这个画面被朋友定格下

来，我把它编进了为瓦小制作的“成人

礼”纪念册。

最后，长者和瓦小的父亲分别在

她脖子系上红色和白色的带子，换上

百褶裙的瓦小，喝着自家酿的黄酒，在

满屋子人的见证下，结束了“成人礼”。

随后，便是一场场热闹的宴席。

时间虽然过去了一年多，我对这

场“成人礼”的印象依然很深。时移世

易，如今，这样的“成人礼”只是民族习

俗，并不代表法律意义上的“成人”。我

国民法典明确规定：“十八周岁以上的

自然人为成年人。不满十八周岁的自

然人为未成年人。”希望瓦小在亲友的

护佑下继续健康成长，如村口那一棵

树，待成熟时节，开出美丽的花。

瓦小的“成人礼”
■ 陈稼

人生中的一束光
■ 张元丽

栾华清似秋
■ 米丽宏

滋兰九畹 树蕙百亩
■ 任继雄（邻水中学校长）

蜀中校长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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