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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课本里的
“宝藏”

■ 刘云燕

转眼间，我在教师岗位上已经坚守了 20

年，回首过去，总有许多片断让我心生暖意，久

久难忘。

一碗水

那年，我刚参加工作，在一个偏僻的农村

学校任教。冬天的一个午间，学校里停了电，这

让我做饭犯了难。我手里捏着一包方便面，叫

住了几个正要回家的学生，问道：“学校停电

了，老师没法做饭，你们家谁离学校最近？回去

给老师端一碗热水！”一个小男孩听了我的话，

欢快地答应了一声，跑回了家。

过来一会儿，那个小男孩就小心翼翼地捧

着一个盛满热水的大碗送到了办公室。我连忙

接过来，还没等我说完谢谢，小男孩又跑走了。

没过多久，我就听见外面一阵嚷嚷声，出

来一看原来是那个给我端水的小男孩被他的

奶奶拧着耳朵走过来。我还没张口，大娘就走

过来拉着我的手说道：“走，到家去，大娘给你

下碗热汤面！你看这孩子实诚不？不知道请老

师到家去吃饭……”

我没有想到自己要了一碗水却惹了这么

大的“麻烦”，自那以后，学校附近许多有学生

的大爷大妈都接二连三地来请我到家吃饭，我

知道他们想用这种最简朴的方式来挽留我，害

怕我也像许多年轻老师一样飞到城里一去不

返。

而我在那一段段午饭时间，和这些农村孩

子聊天、交朋友，后来，他们有的把作文发表在

报刊上，有的登上城里演讲比赛的领奖台，有

的走进了更大的校园。

一点光

周五晚上，我外出学习刚到家，女儿告诉

我：“你的几个学生连着两天放学后过来拜访

你了。没想到你还挺受学生欢迎的！”

“哦，学生？什么样的学生？我好奇地问她。

“有一个叫小牛的男生，说是和你探讨‘黑

洞’的话题。”女儿对我说。

小牛？没想到这孩子的学习热情一旦被点

燃，和优生一样有着逆水行舟的执著和韧劲。

他之前是一个让人头疼的学生，活泼好

动，喜欢率性而为，课堂上没有专注力，家庭作

业也常常丢三落四。疫情期间，我们在班级微

信群上网课，然后让学生在群里提交家庭作

业。谁知道吴子牛竟然偷偷又拉一个小群，和

十几个同学一起“研讨”作业。不得不说他是个

聪明的孩子，对他的教育引导只是缺少一个契

机。

复学后的一天，我讲到《宇宙》这一章节，

其中讲到八大行星为什么围绕太阳运动这个

话题，为了让同学们对引力这个知识点加深印

象，我特意举了电影《流浪地球》中利用木星的

“引力弹弓”效应给地球加速的例子，正当解释

其原理时，“丁零零”放学了，许多同学意犹未

尽，大概是如此庞大的星球为什么会像个弹丸

一样发射引起了他们的强烈兴趣，尤其是吴子

牛，硬是拦住我的去路，追问我讲了一半的原

理。

那天，我们相互探讨了足足有半个多小

时，从“洛希极限”到星际旅行，从黑洞到时间

旅行，看着他那双求知若渴的好奇眼神，我忽

地感觉到他并非我所想象的那般不可救药，而

老师就要做黑暗中的一点光，一点能够指引人

走出迷途、走向光明的星星之火。

一脸皱纹

一个周末，女儿见到我说，你脸上的皱纹

又增多了。我打开手机摄像头，照了一下，的确

增多了，不知道什么时候，鱼尾纹、法令纹、抬

头纹，好像墙角悄悄生长的爬山虎，不知不觉

都爬上了我的脸庞。想到今天在学校，气急败

坏地批评了几个上课说话的学生；喋喋不休地

做了几十分钟学生的思想工作；喊来喊去地指

挥学生上操、收操，一天下来，脸部肌肉大幅度

地运动那么多次，不起皱纹才怪呢。

那天，我在微信公众号上看到两个视频。

其中一个，课堂上一个女老师正在专心地给学

生上课，转头发现一个女生趴在桌子上睡着

了。女老师放下课本，走了过去，两只手却按在

睡觉女生的肩膀上轻轻按摩起来。老师的抚

摸、同学们的笑声惊醒了那个女生，她站到座

位旁羞愧地低下头。女老师笑着站在她面前，

教她一起跳防瞌睡的运动操。那一刻，课堂里

一片温馨和欢乐，深深触动了我。

还有一个男老师“变脸”的视频：视频中，

这位男老师因为连续上课，一身疲惫地走到教

室门口，却突然停了下来，耸肩、挺胸、整理衣

服，不停地调整着自己的状态，最后，他扶了扶

眼镜，又反复调整微笑的表情，一切妥当，才大

踏步走进教室。我想，这一定是一节精彩的课

堂。

换一种视角看人生，这点点滴滴的温馨片

断，纵使让皱纹爬满了我的脸庞，却温柔了时

光，成为岁月长河里唯一带不走的美好。

朋友说，城南的木棉花开了，还有黄木风

铃花，娇艳动人，风姿绰约，特别好看。

仲春周末的黄昏，我特意腾出时间，独自

驱车前去赏花。顺着城南环线一直往半山腰

上走，一路上，暮色温婉，春风妩媚，火红的木

棉花和黄色的黄木风铃花，一树一树，如浪似

海，不仅悦目，还很怡情。

我独自寻花赏花，已颇有些时日。与养花

不同，养花是一种对生命的等待，收获的是陪

伴生命成长的温情过程，而赏花，则是一种对

美的向往，坚持做一个有心的看花人，一年四

季，往往都能领略不同的景致。

然而，就在几年前，我却并不是个追着花

朵满世界跑的有心人。彼时的我深陷于生活

的各种琐屑庸常里，曾一度失去对美的追求。

精神世界的无所依凭，日复一日消磨着我对

生活的热情，钝化着我的心灵和感官，曾让我

疲惫不堪，缺乏笃定持久的愉悦感。

直到有一天，偶然在作家蒋勋的文章《不

是所有人都能看见美》里读到那句：“你看到

了美，才会觉得这个世界是值得好好活下去

的。”我豁然开朗，忙碌之余，我还是一个

“人”，我必须每分每秒提醒自己回来“做人”。

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怀揣着一颗寻找美

的心，我独自轻装上路，去寻找生活的本质。

我开始尝试留心身边的景色，去努力发现领

略生活的美好。春天的花、夏天的雨、秋夜的

月、冬日的雪等等。在与美的不期而遇或者慕

名拜访的每一个瞬间，我开始一点点寻回对

生活原有的热忱与激情。

就像蒋勋在文中所说：“找回美的感觉其

实很简单。去触摸一片叶子，去闻一下在很热

的夏天午后暴雨的气味……那些我们有记忆

的感觉，都会引发我们的感触和感动。”当我

独自与花、与草、与四季的轮回对视时，当我

眼中日益单调、枯燥、杂乱的生活开始有了缝

隙，让那些长久以来被我忽视的美的光泽一

缕缕照进心房时，世界重新向我开启了一扇

门扉。

而那些寻花、赏花的过程，不仅让我邂逅

了很多意想不到的惊喜和感动，还让我那疲

惫的身体里升腾出一种特别的欣喜，像是一

缕清凉的晚风，令我瞬间安静下来，多出了几

许意料之外的幸福。

事实上，不管生活有多繁杂，不管属于自

己的时间有多窘迫、多逼仄，我们每一个人都

可以试着静下心来，去追求一种可以慢下来

的简单纯粹的生活之美。哪怕只是一个黄昏，

哪怕只是与一朵花的对视。

生活的美学，从来都不应该被舍弃。就像

我眼前的这片黄昏，当我过滤了生活的喧嚣

与浮躁，用一种欣赏美的眼光去寻找它时，它

已永远驻进我的心底，成为我生活中一道美

丽的风景，一片永恒的黄昏。

傍晚，我坐在餐桌前时，忽然听到

窗外传来布谷鸟的叫声。真的是布谷

鸟吗？又有点怀疑，于是我侧耳细听，

真的是布谷鸟在叫。回头问妻子，刚刚

是否听到布谷鸟的叫声。她说听到了，

是布谷鸟在叫，这有什么好奇怪的呢？

布谷鸟的叫声并不奇怪，只是在城里，

还是很少能听见布谷鸟的叫声。我站

起来，向窗外望去，楼下的树木葱郁，

布谷鸟的叫声从树间传来，只能辨明

声音大致的方向，却找不到布谷鸟藏

身在哪儿。但我确信，有一只或是两只

布谷鸟来到了城里，就在楼下的树林

里。

布谷鸟的叫声，很容易辨认，也是

我最初能明确辨别的鸟类的声音。记

忆中，布谷鸟的叫声是和春耕联系在

一起的，它叫响了春天的欣欣向荣和

喜悦的心情。漠漠的稻田里，春水茫

茫，一平如镜，远山的青影倒映在水

里，田埂的一线绿影勾描，分割着田与

田之间的界线。在远远的地方，布谷鸟

叫了起来，乡亲们开始到秧田里拔秧

苗，到稻田里栽秧。布谷鸟才叫了几

天，白水茫茫的稻田里，淡绿的秧苗已

成行，远望是一抹冲淡的绿意。稻田里

的绿，是会生长的，绿意渐浓，慢慢就

遮住了稻田里的水。不知道在什么时

候，就听不到布谷鸟的叫声了，也不知

道它们去了哪儿，就像我们并不知道

布谷鸟是什么时候来的一样。在我的

记忆里，布谷鸟的叫声一直有着某种

神秘感，让我难以捉摸。

爷爷对布谷鸟的叫声有种特殊的

情感，那是我少年时难以理解的。在每

年春天的某个黄昏，当爷爷听到第一

声布谷鸟的叫声时，总是抑制不住心

中的那份喜悦，他会把这个消息在第

一时间告诉奶奶，告诉家人，甚至也会

告诉我，这也是我很小就能辨别布谷

鸟叫声的原因。我第一次看见一只布

谷鸟，也是爷爷指给我看的，在河对岸

的芦苇边，一只灰灰的并不好看的鸟，

可它的叫声却让爷爷为之着迷。大概

是因为它的叫声与农时有关，爷爷所

喜欢的可能只是布谷鸟能准确地告诉

他春耕的消息吧。我不理会布谷鸟和

它的叫声，可能和我不太关心稼穑有

关吧。

奥地利诗人特拉克尔在《夏天》一

诗中写道：“林中布谷鸟的哀鸣，在傍

晚沉默。”很多鸟，都会在傍晚沉默，它

们蓄足力气，然后在清晨开始又一天

的吵嚷。就在那个初夏的傍晚，我在家

里听见布谷鸟的叫声时，并没有听出

它的哀鸣之声，却听出了叫声里的一

丝落寞。在我的认知里，布谷鸟是和乡

村记忆联系在一起的，它是属于乡村

农耕生活的，它们那样的密不可分。一

只来到城里的布谷鸟，总觉得有些不

合时宜，它的叫声里是不是也会有或

浓或淡的乡愁呢，习惯于乡村生活的

我们，是不是也和一只来到城里的布

谷鸟一样，有着一种落寞呢？

推开书房的门，一声蛙鸣就跳了进来。那

么陌生，又那么熟悉，好似老友久别重逢，隔

着漫长的岁月，既感满心欢喜，又不知从哪开

始说起。于是，我便有一搭没一搭地听着，仿

佛远客到来倒茶落座后的寒暄。

这寒暄，初听时像黄昏时分的微雨声，一

点两点，若有若无，再听时，如潮水一般，汹涌

而来，嘈嘈切切，连悦耳的翻书声都抵挡不

住。

在城市里呆得久了，每日里看见的除了

车子便是人，四时早已不分，更忘了今夕何

夕。

不过，蛙鸣起了，蝉噪也就不远了。这是

一个季节的征兆。

世上有许多已经很美好的事物，仍需要

一些点缀来加深它的美好。蛙声就是夏日最

好的点缀。绿油油的菜畦上、泥泞的水稻田

里，长着蔬菜，长着豆苗，是青蛙绝佳的藏身

之地。旧时农村里家家有田，田里到处都是青

蛙。人们在插秧的时候能看到它们，禾苗长起

来的时候也能看到它们，甚至稻谷丰收的时

候仍能看到它们。然而现在，农村里的马路越

修越宽，池塘、田地越来越少，白日里我们已

很难见到青蛙的影子，连蛙声也是“难得几回

闻”。

但到了晚上，一切就变得不一样了。当夜

色如幕挡去了日光，村庄里的灯一盏盏亮起，

忙碌了一天的人们纷纷围坐在餐桌旁，享受

着天伦之乐时，蛙鸣声响了。这蛙鸣一声连着

一声，一片连着一片，此起彼伏，绵绵不休，如

夜的私语在人耳边不住回响。

蛙声唤醒了沉睡的池塘，也唤醒了人们

慵懒的睡意。明明书本还捧在手心，脑袋已经

昏昏沉沉。青蛙全然不理会这些，呱呱的声音

从入夜响到黎明，从人清醒时响到人梦里。

直到北风吹过，天与地感受到了凉意，哆

哆嗦嗦地，几个寒战打下来，叶子落得差不多

了，青蛙也就不叫了，钻进土里冬眠，且一眠

就是一整个冬天，到第二年春暖花开时，我们

可以在有水的地方看见许多黑色的小蝌蚪。

上个月去松阳，我在山谷的溪涧里也见到了

几只蝌蚪，便觉得夏天还在来的路上。一晃

眼，蝌蚪长成了青蛙，夏天也来到了我们的身

边。

青蛙藏在田里，也藏在古人的诗里，“黄

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何处最添

诗兴客，黄昏烟雨乱蛙声”“蛙声篱落下，草色

户庭间”……青蛙似乎很早就有，但具体在哪

一年上，史料中并未有记载，我们也就无从得

知。这些蛙声穿过秦汉、穿过三国、穿过隋唐、

穿过宋元明清，一直落到了今天。只是今天的

蛙声是否就是从前的蛙声，谁也不好说，但蛙

声里的自然况味显然是一样的。

辛弃疾有首词，其中几句是：“抛却山中

诗酒窠。却来官府听笙歌。闲愁做弄天来大，

白发栽埋日许多。”现代人以高雅自居者，得

闲时常跑到剧院里去听歌剧、看话剧，自以为

得趣，细想来，倒真有点舍本逐末的意思。

雨天的蛙声相较于晴天另有一番味道，

你都不知道它是什么时候起的，但觉有高明

的指挥家在暗处指挥。随着指挥棒的上下舞

动，整个天地都沸腾了，一声声，好似跟雨比

着绵长。此时，山是听众，水是听众，村庄是听

众，如丝的细雨也是听众——

蛙声起，聒噪是一种宁静！

儿子高中毕业，远走他乡求学，

给我留下了如“山”高的课本和习题

集。然后反复叮嘱我：“不要卖掉，没

准儿我还要看。”

望着这么多的书，我需要细细

地整理一下，翻开那些儿子从小学

到高中的语文课本，瞬间，我就被其

中的课文所吸引。记得有人打趣地

说：“小时候，想到语文课本，总是与

背诵全文的恐惧相关，可是，有一

天，你再看它时，它摇身一变，成为

带货指南。”

我读了几篇课文，确实和当年

读有了不同的感觉。小时候，学鲁迅

的《少年闰土》《社戏》《从百草园到

三味书屋》，感觉那个世界离自己太

过遥远，好像是听故事一般。长大

了，真正走到了绍兴，看星罗棋布的

河道，人们摇曳着小船，才真切地感

受到了鲁迅小时候去看社戏时的情

景。那一晚，我们吃罢黄酒、梅干菜

焖肉和臭豆腐，我们入住在鲁迅故

里的老台门里。一座老台门就是一

部家族的兴衰史，我站在老台门的

木栏杆前。夜色里，到处留着岁月痕

迹的木雕，仿佛还在深情地诉说。第

二天，我走进了盼望已久的鲁迅故

里，游了百草园和三味书屋，寻到了

那个刻在木桌上的“早”字，此时，我

仿佛想起了小时候，老师领着我们

读《百草园和三味书屋》时的情景，

一切似乎都在这里重现。站在百草

园前，我仿佛看到鲁迅笔下那些“碧

绿的菜畦，光滑的石井栏，高大的皂

荚树，紫红的桑椹”，还有肥胖的黄

蜂、轻捷的叫天子，油蛉的低唱，蟋

蟀弹琴，时光仿佛静止了一般，让我

有了身临其境之感。

后来，学习老舍的作品，迷上了

济南这座城。小时候，喜欢读《济南

的冬天》。“请闭上眼睛想：一个老

城，有山有水，全在天底下晒着阳

光，暖和安适地睡着，只等春风来把

它们唤醒，这是不是个理想的境

界？”工作后，因为在济南设立分公

司，我曾在济南生活过几年，走遍了

济南的大街小巷，更爱流连在老街

泉水畔，那才是老济南的风骨。喜欢

看黑虎泉、趵突泉，喜欢人们依泉而

居，种满鲜花，活色生香的生活。在

济南，我经历了春夏秋冬，感受着济

南这座老城独有的人文韵味。此时，

再读读老舍的文字，我更加热爱这

座城。我曾多次去济南老舍故居，老

舍在这里写下众多著作。那个小小

的四合院里，也曾凝结着老舍在济

南的幸福时光。此时再读儿时读过

的文字，颇有些亲切感，仿佛老熟人

偶遇般欣欣然。

自然，我还读到了儿时琅琅上

口的桂林山水、黄果树瀑布，还有黄

山的云海奇石，当我已经走过这些

地方，再重温这些儿时的课本，有着

一种说不出的感动。原来，儿时的课

文是让我们燃起了读万卷书的理

想，更赋予我们走万里路的决心。让

我们对这个广阔而美好的世界充满

了向往。

我轻轻地抚去书页上的微尘，

似乎这里面，藏着很多美好的宝

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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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一样的黄昏 ■ 和智楣

教书人的美好瞬间
■ 张海洋

蛙声起
■ 潘玉毅

一晴方觉夏深 李海波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