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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艳玲草木之心草木之心

胡付营

李玉德

秋阳里的温暖记忆秋阳里的温暖记忆

绿野堂开占物华绿野堂开占物华

乡村的故事，生动；乡村的风景，
迷人；乡村的记忆，深刻。它们在泥土
里萌动，在旷野里生长，在阳光里浓
郁，在秋天里成熟，在岁月深处不断地
蓄积着，蓬勃着。

村里人的早饭比较早，饭后，那红
彤彤的太阳才从东坡的棉田里慢慢探
出脑袋，带着湿湿的露气爬上河东岸
的树梢，一道道斑驳的阳光越过低矮
的门楼和院墙洒进一个个不大的院子
里，家家户户便渐渐热闹起来，那些美
好的童年记忆如同舞台剧，在秋阳里
拉开了帷幕。

村庄的清晨四处湿漉漉的，随着
秋阳的照射，那氤氲的雾气才慢慢消
散，感觉一顿饭的工夫就变得亮堂起
来。天渐蓝，风渐暖，阳光也愈发明亮
清澈了，低垂的树木也昂起了枝头，稀
疏的叶片泛着金色的光泽，开始抖动
身子，不时还有几滴水珠从叶片上轻
轻滑落，惊动了睡梦中的小草和小花。

树下拴着的老黄牛冲着初阳“哞
哞”叫了几声，用力甩甩粗短的尾巴，
兴奋地晃晃脑袋。刚从鸡窝里撒出来
的公鸡母鸡呼呼啦啦涌出院子，扑棱
着翅膀一哄而散，那只大红公鸡独领
风骚，蹿上墙头，昂首挺胸，摆摆脑袋，
伸着脖子，“喔喔”地打鸣，那特具领导
范儿的影子从墙头拖到院子中间。

村东的马四干渠似乎一天到晚总
是洋溢着笑声，有一天三次牵着牛马

饮水的孩子，有拿着锄镰钩镢在桥头
石上打磨的老人，河边是三五一群涮
洗衣物的婶子大娘们，哗哗的水声荡
漾在微微水波中，阵阵笑声融进暖暖
的秋阳。河水映照着蓝天、白云携着秋
风，笑声温暖着缕缕阳光，笑脸在水波
中欢快地浮动，几片刚刚飘落的柳叶
小船般欢快地在水面上游荡起来，几
只水鸟藏在微微摇动的芦苇丛中啾啾
地鸣叫着。几个人影在河东岸的小路
上行过，那斜斜的阳光便绕着人影不
散，晃动的影子在水面上穿梭。

小河在秋阳中平静地流淌，送走
明媚的春天，与热烈的夏季告别，在秋
阳的怀抱里迎接即将走来的素雅的寒
冬，每一个季节都有其最美的展现，每
一种生命都有对岁月最好的表达。

故乡的人们，在秋阳里毫不掩饰
丰收的喜悦，那一张张朴实的脸上挂
着浅浅的笑意。房顶上、院墙上、门前
垒起的木板上晾晒着金黄色的玉米。
院子里阳光充足的地方用木凳或木头
搭起几卷苇箔，晒着洁白的棉花，一道
黄白相间的色调，充盈在秋阳当中，就
连不宽的胡同里也被玉米铺成一片金
黄。一张张紫铜色的脸上，洋溢着秋阳
般的温暖，那朴实的笑意终于消除了
一年的劳累。

胡同里的耿奶奶总爱坐在门口，
不论早上、中午还是傍晚，或晒晒太
阳，或是拿着一个粗粮馒头，端着一小

碗简单的菜食慢悠悠地嚼着，或是拿
着一团纺线不紧不慢地缠着，那日出
日落的日子就在摸摸索索里度过，那
浅浅的时光就在碗筷中轻轻划过，那
一个个朝阳晚霞的岁月就被缠进五颜
六色的线团里。每一个经过耿奶奶门
口的人，不论是上坡下地的，还是上学
放学的，都跟她打个招呼，耿奶奶就是
胡同里一道永远的风景，渐渐变成了
一道记忆。

姥爷时常披一件旧棉衣，扛一把
铁锨，锨头上挂一个荆条篮子，走上大
桥，沿着河东岸的小路往南，再下一个
大坡，迎着秋阳拐进菜地。菜地里白
菜、萝卜长势正旺，似乎每天不到菜地
里转一圈，姥爷总觉得不踏实。随手拔
几棵杂草，俯身捉几只青虫，或用铁锨
拢一下菜地的土埂，姥爷总有干不完
的活，正因为那些农活让田野更加生
机勃勃，让简单的生活有了更多味道，
充实着每一个春夏秋冬，描绘着他们
再普通不过的年轮。坐在地头上吸一
袋烟，烟火气息中姥爷用苍老的眼神
望着那片深绿色的菜地，秋阳中便又
多了一道风景。土地从未辜负一代代
农人，用粒粒饱满的粮食，用棵棵鲜嫩
的蔬菜回报他们的那份真诚和希望。

我喜欢在这个季节奔向田野，披
一身秋阳，揽一缕秋风，携一片白云，
走过狭长弯曲的田间阡陌，走向一望
无际的原野，抚摸田野上荡漾的秋风，

闻新鲜泥土的醇香。走向河堰上的树
林，走在铺满秋阳的小路上，路边的野
草带着不舍的情怀褪去了青春的容
颜，杨树和柳树也在憧憬中落叶纷纷，
呈现一份岁月的金黄，装扮着秋天独
有的景致。

秋阳的味道，是一股淡淡、幽幽的
叶香，沁人心脾。那弯曲流淌的小河
里，清澈的河水映出秋阳的颜色；那孤
独的石桥上，留下秋阳的影子；那寂静
的田野里，那稀疏的树林里，那片片金
黄的落叶里，都有秋阳抚摸的痕迹。

秋叶静美，美在生命的厚重，美在
生命灿烂的过程，美在风霜浸透后的
丰盈，美在回归泥土的从容。在那个小
村庄长大的我沐浴在秋阳里，思念着
那些曾经与过往。如今的村庄，红瓦
房、沥青路，街道整齐、绿树环绕，广场
上笑声和歌声在幸福中荡漾。田野里
庄稼齐整、瓜果飘香，完善的灌溉系
统、全方位的机械化作业，处处呈现着
一片收获的景象。

老家的秋阳，有一份静谧和安稳，
恰似一道地道的家乡菜，色香味美韵
味悠长，带着一份乡情在记忆中挥之
不去，化为缕缕乡愁，萦绕在秋阳的温
暖中。

秋，是明净，是绚烂，是时光的沉
淀，是深深埋藏在岁月风骨里的温润
与美丽。

“白杨倚靠着蓝天，树叶翻动阳
光/空气明澈，没有一丝杂质/清风与
鸟鸣穿过身体，半壁蔷薇在风中颤抖/
体内绿意丛生/等待。圣洁的白一簇一
簇，挤进来/密不透风/从此，长出一颗
草木之心/我愿心怀朴素，牵着草木的
孩子/从秋走到冬，从冬走到夏，从黑
夜走到天明”。曾经一度痴迷诗歌，这
是我2019年发表在我们当地文学刊
物上的一首小诗，文采不够、水平不

高，但我个人特别喜欢，这也许源于对
教学与写作的一份赤诚吧。

写作是一种有创意的、复杂的脑
力劳动，指导写作毫不亚于写作。上学
期各种原因，我来到小学部教五年级
语文。学期初，由于改学科，从叽里呱
啦的外语教学转到要求教师文化素养
较高的语文教学。面对生疏的教学内
容和繁重的作业，特别是对作文教学
毫无头绪，一段时间我感觉焦头烂额，
心力交瘁。但在自己的不断调整和热
心同事的勉励帮助下，终于也摸出来
一点语文教学的“小门道”。

我是这样培养孩子的阅读能力
的。学期初，以《窗边小豆豆》为载体，
让孩子们每天在书上圈圈点点、写写
画画，以不同形式表达自己的读书感
悟，阅读课也是孩子们的读书交流会。
学生在“众乐乐”式的互动交流中，驱
动自己对文本的理解和深入阅读，以
及和同伴的分享，唤醒了阅读的喜悦
和渴望。相信在孩子心里种下阅读经
典的种子，才能为以后写出好文章积
累资源和财富。我希望孩子们人人都
写得一手漂亮字，于是班级里有了每
日字帖、作业、作文展评活动，我知道
这些看似不起眼的事，对于学生的习
惯养成意义非凡。

《文心雕龙》中有言：“夫缀文者，

情动而辞发。”感情宛如写作中流动的
水，水动，则情深。教学中，我注意适时
触动孩子们的感情琴弦，改变固化的
感情模式，甚至抄袭、背诵范文的恶
习，鼓励孩子们阅读“取法乎上”的经
典，引导孩子调动各种感官感受身边
的事物，感受自然。某日，带领孩子们
游览每天学习生活、最为熟悉的学校，
于是便摇曳出校园里一道又一道美好
的风景：《秋游校园》《校园一角》《美丽
的校园》《老师带我去游玩》……

细数与孩子们相处的时光，还有
一趣事记忆犹新。一日，课堂遭遇一大
黄蜂偷袭，有人见状惊呼，有人惊慌抱
头，有人心慌，而故作镇定……纷乱之
中，老师持书拍之，蜂毙命，众孩拍掌，
以示欢喜。“大黄蜂事件”让我有了一
次相机教学的机会。“孩子们，停下手
头作业，咱们讨论一下刚才的事件
……”由于亲身经历，孩子们纷纷踊跃
发言。一番热烈的讨论为下一步的习
作打下良好的基础，“看来大家意犹未
尽，那就请你把刚才的事件写成文字
吧。”我顺势引导。王若冰、甄子琦等好
几位同学不但详细地描述出当时的情
景，遣词造句也细腻无比、生动有趣。

任何成人化、虚假的语言范本都
是对孩子创造力、想象力和童真童趣
的伤害与抹杀，这并非危言耸听。学生

在年复一年的背诵范文过程中，逐渐
失去理解能力、感悟能力、鉴赏能力、
创造能力，也就慢慢失去了对阅读与
写作的兴趣。面对繁重的教学任务，怎
样腾出些时间来，让孩子们多些阅读
与写作呢？这是一个值得每一位语文
老师深思的话题，我知道这需要我们
在以后的教学实践中，更新教学理念，
挖掘内在潜能，让阅读与写作促进孩
子成长，促进教学发展，真正做到“教
学相长”。

古人云：“言为心声。”没有心之
德，就不可能有言之美。古往今来，凡
不朽之作无不摇曳着智慧的光华，流
泻着思想的精髓。人的生命是有限的，
可如果有了具有生命力的文字的记
载，生命就有了无限的意义。

那时的天空依旧澄澈明亮，校园
里的蔷薇花又开了，密密匝匝的花朵
铺满整个院墙。她们正沐浴着阳光，在
清风中微微颤抖着，像在对孩子们诉
说心底最美的花事。

我笃信草木有心，如同一个人至
少拥有一个梦想，有一个理由去坚强。
不因走得太久走得太远，而忘记当初
出发的方向。轻轻绕过可爱的孩子们，
走到教室窗前，抬眼望向远方，那一簇
簇、一丛丛圣洁的蔷薇，犹如绿波中的
朵朵浪花，微笑着、闪动着朴素之光。

再见到恩师李洪杰先生，已经是
毕业三十余年后了。

那天，正是桃红梨白的时节，天上
飘着绵绵细雨，路边的花草格外鲜嫩
和清新。梨园深处，偶见夹杂其间的桃
花，一树鲜红，不胜娇羞，此情此景，便
是把活脱脱的春洋溢到了极致。在这

“沾衣欲湿杏花雨，吹面不寒杨柳风”
的季节里师生相会，正好烘托出久违
的愉悦和欢快。

我们八二级生物班毕业于1984
年7月14日，在最后一次班会上，班主
任老师语重心长地叮嘱我们：“同学
们，毕业后大家就要步入社会了，不像
在学校这样单纯了，希望同学们到了
工作岗位后，尽快适应环境，努力工
作，为社会多作贡献，为惠师、为老师
争光！”老师的谆谆教导犹在耳畔，一
直指引我前行。三十余年的风雨，三十
余年的沧桑，使同学们改变了容颜，曾
经青春年少的脸庞已变得满脸沟壑。
而值得庆幸的是，相见后，经仔细审
视，依稀还能辨出同学们身上那青春
年少的身影。

此次聚会，令人欣喜的是孙荣文
同学依然活泼开朗，魏华之同学仍然
沉默寡言，董合舒同学仍然洒脱可爱，
高希亭同学仍然笑容可鞠，蒋维宗同
学仍然认真心细，张相民同学仍然有
条不紊……而作为这次聚会的组织
者，李和同学依然城府颇深。最值得庆
幸的，是我们的恩师，惠师生物专业班

班主任李洪杰老师虽已双鬓染霜，但
精神矍铄，风采不减当年。尤其让同学
们感动的是，老师见到我们，竟能一一
叫出名字。听到老师一声声亲切的呼
唤，我们的眼眶湿润了。

惠民师范八二级生物专业班，可
谓是李洪杰老师一生的杰作和自豪。
曾支撑鲁北教育半壁江山的惠民师
范，如同茫茫学海中的舵手，牵引着鲁
北教育的航向；如同巍巍书山上的一
颗璀璨明珠，镶嵌于齐鲁大地。惠师在
长达几十年的办学历程中，曾创造了
无数辉煌。而我们的生物专业班更可
谓人才济济，引用岳麓书院的门联“惟
楚有材，于斯为盛”来形容，一点都不
过分。惠民师范生物专业班，拥有八十
人的班额，是惠师办学以来最大的班
集体。这个班集体可谓人人才俊，为惠
民地区输送的都是可圈可点的优秀人
才，大家在各级初高中学校，在各自平
凡的工作岗位上，默默地奉献着，践行
着教书育人的责任和担当。即使是在
毕业三十余年后的今天，当人们提起
生物专业班，无不称赞。作为班主任的
李洪杰先生更是将生物专业班引以为
傲。

惠民师范生物专业班可谓是应运
而生。当时，正值教育改革之初，中学
教育增设了生物学课程，但缺少生物
教师，惠民地区教育主管部门决定迅
速培养一批生物教师充实到教师队伍
中，而这一重任自然落到了惠民师范
的肩头。当时，选拔学生的方式是择优
录取，即从八二级现有学生中，通过自
愿报名、考试录取的方式，挑选出八十
名优等生，组建惠师有史以来最大的
班集体。为了将这八十名学生培养成
有建树的人才，学校采取大专化的管
理和教学，并在全惠民地区各类院校
中选拔抽调业务能力强、工作作风过
硬、个人素质高、教学经验丰富的教师
任教，而这其中挑大梁的正是我们的
班主任李洪杰老师。

李老师不仅教学业务精湛，而且
为人坦荡，做事周到，处理问题果断。
尤其是对教育教学有自己的一套完整
的理念和理论。对学生严宽有度，关爱
有加，在严肃的外表中有一颗炙热的
心。更重要的是他有着宽广的胸怀、高
瞻远瞩的眼光，而且虚怀若谷，从不居
功自傲。当说起生物专业班的教师队
伍时，李洪杰老师总是把成绩归于其
他老师。即使是三十余年后的今天，李
老师对生物专业班任课老师的高度评
价，依然感动着我们，让我仿佛一下子
又回到惠师生物班的课堂。主教生物
课的李光尚老师上课总是那么认真，
即使冬天，都能看到老师额头浸出微
微的细汗来。生物学家童第周的得意
弟子李松俊老师将生物化学课讲得总
是那么幽默风趣。山东大学教授葛老
师讲的遗传和变异生动自然、浅显易
懂，通过平实的语言传授着最深刻的
知识。朱晓燕老师和张秀芳老师是山
东大学毕业的高材生，她们主讲的生
理卫生课活泼形象、妙趣横生。让人记
忆犹新的还有侯老师的苗木嫁接一
课，总能惹得同学们哄堂大笑！宋新民
老师的白描课，让人易学易懂，感受深
刻。潇洒俊逸的李敬书老师的音乐课
最为沁人心脾，什么强弱强弱次强弱
了，什么五线谱了都生动有趣。严肃认
真的张顺征老师的体育课最能锻练
人，因为他的每一堂课都如同军训。而
让我们最难忘的还要数李洪杰老师的
化学课，每一堂课都是自然生趣，都能
举一反三，见微知著，其艺术性、科学
性、实用性、前瞻性已深入了学生的灵
魂，他个人渊博的学识、丰富的教学经
验、严谨的工作态度，也为我们树立了
榜样。

当再次提到生物班的同学们时，
老师眼里的自豪、欣慰溢于言表，如数
家珍而激动地说：“我们的生物班人才
济济，这都是有目共睹的。比如，王玉
贵同学，曾担任阳信二中副校长，因个

人工作成绩突出，曾当选为中国共产
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还被
评为全省优秀教师。董风华同学，曾当
选为全国人大代表……还有很多优秀
的同学，都在各自岗位上默默作着贡
献，这些荣誉既是他们个人的光荣，也
是生物班的光荣，更是惠师的光荣。我
作为班主任，为有这么优秀的学生而
感到无比骄傲和自豪。”那一刻，老师
的眼睛湿润了，同学们都不约而同鼓
起掌来。

八十人的班集体，短时间內老师
对同学们无法一一细数，但从老师那
坚定而欣慰的眼神里不难看出他对走
向社会的同学们时刻都记挂在心。在
毕业三十余年后，又一次聆听老师的
教诲，我们又是何等的荣幸。尽管李老
师常常自谦，而生物班成就最大的功
劳归于李老师已是不争的事实。他那
抑扬顿挫的声音，让我仿佛又回到了
三十余年前，又回到了惠师。那清晨嘹
亮的军号声、学生的出操声，那教室里
的朗朗读书声……经常浮现在耳畔。
我们何其有幸，考入了惠师；我们何其
有幸，进入了生物班，成为李洪杰先生
的学生，都说世上的万事万物都是应
缘而生，师生情自然也是一种缘分。

天上依然飘着绵绵细雨，快乐的
时光总是那么短暂，虽然师生不忍就
此离去，但在黄昏中，我们还是恋恋不
舍地踏上了各自的归程。千言万语，也
道不尽老师恩、同学情。有句话说得
好，有一种感情，虽没有天空的辽阔，
却足以让思绪在其中翱翔；有一种恩
情，虽没有大海的深沉，却足以让你我
终生念念不忘。

饮其流者怀其源，学其成时念吾
师。每一个人的心中都有一种美好的
事物，点缀着我们的人生，而惠师的老
师恩、同学情便是我生命中最美好的
记忆。

老房子老房子
□□ 李文兴李文兴

三间土坯房，木质的窗棂
冬天的风，被一层薄纸阻挡着
几双小手烤着火盆里的暖
指着笑着那被烟熏红的眼睛

同辈人中，母亲做过教员
常能讲出好听的故事打发夜晚
无数的童话，纷纷掉落进睡梦里

补丁接着补丁，母亲用一双手
连缀着堵上生活的破绽
一件外套轮换着穿
由里到外，翻新着日子的甜

如今，老房子腾出一片空无
废墟里，燕子的叫声也已飞散
疲倦的落日
渐渐隐没在旺盛的青草里

寄给远方
□ 杨民章

邻里草坪上
川流不息着清新空气
一个人静静地躺在上面
享受我最惬意的时光

吮吸着草香，畅享阳光、凉风
看草叶上的露珠
轻抚脸颊的温情与徜徉

仰望蔚蓝的天空
看着白云朵朵，簇拥着清风
悠然在头顶飘荡

我试图撕开一片云彩
在上面写满渴望与思乡的诗行
寄回祖国，又或者
放逐风中，任其飘向远方

岁月帖
□ 冯云峰

时间，这把沉重大锁
竟也关不住年轮，让其溜走
套牢母亲佝偻的身体

我试图寻找什么？以减缓
它对母亲的步步紧逼，无奈
岁月悄无声息爬上额头

青草在露珠里映着发黄的脸
我躲进她的皱纹，听
一只蝉跟榕树交出最后的情话

怀揣沉重的心事
搀扶着越来越轻的母亲
无意触碰到她的皮肤
干瘪、松弛，指尖颤栗、微凉
像在键盘上敲出密码
小心翼翼地
打开一段难过的旧光景

门
□ 王建新

守望，只为风霜不入？
那扇衰败的老门实在有些困顿

夜香在偷袭，攀爬执意不停
希望
即将坠落在又一个灰色的黎明

一声叹息网住了痴情的蛾
没有衣冠楚楚
暗夜里的倾诉更加赤裸血性

孤寂的脸被频频抚动
此刻，血脉喷张
却不知，冰冷的骨骼能否借此苏醒

咏蝉
□ 韩灵峰

蝉鸣响起，便了然已是夏天
“知了，知了”嘶鸣不断
它幼小的生命
曾深深扎根于泥土之中
历经酷暑严寒，用自己的肉体
凿出通向世界的隧道

慢慢地，蜕去泥土芬芳的壳
打开被纹理勾勒的翅膀
换上金丝衣裳
迎着烈日欢快地高歌

等秋风袭来，它又要隐去
退回大地的怀抱
我想，一蝉退亦知秋
它倾其一生演绎着生命的不凡
我用指尖轻轻触碰
那个残落的壳
企图试探一段尚有余温的日子企图试探一段尚有余温的日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