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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双双黝黑的手
■毕增富

每到核桃成熟季节， 我就会情不自禁地
想起小时候我们的小学老师毕国才， 以及老
师带着我们收核桃、 剥核桃皮而被染得黝黑
的一双双小手。

为了不让一个山里娃因贫困而失学， 毕
老师认为必须进行勤工俭学。 他和村社多次
商量， 提出把荒山划给学校作为勤工俭学的
基地。 于是， 用劳动课和课余时间， 毕老师
带领一批又一批的学生开垦荒山， 栽种核
桃、 华山松、 云南松， 开展勤工俭学。 就在
我上二年级的那年秋天， 学校的核桃树终于
挂满了核桃。

毕老师欣喜地说： “核桃今年挂果了，
我们要去收核桃啦！” 接着又问我们： “但
剥核桃皮会染黑你们的小手， 你们怕吗？”
因为我们从心底里就清楚有了核桃， 卖了核
桃， 我们就有书读了， 就再也不用为交不起
学杂费而发愁了， 所以大家异口同声回答:�

“不怕！”
放学后， 毕老师抬上长杆， 我们背上小

箩筐， 排起了整齐的队伍， 唱起山歌出发
了。 来到核桃林后， 毕老师就爬上树， 用长
杆把核桃打下来。 核桃纷纷落地， 同学们就
像一群觅食的小鸡在下面拾捡核桃。 收完核
桃， 大家高高兴兴回到学校， 把核桃放在草
堆里， 过上几天后， 等核桃皮开裂， 我们又
在毕老师的指导下， 开始剥核桃。 当一个个
剥了绿皮的核桃呈现在我们眼前时， 所有人
的脸上都绽放出笑容， 但一双双小手则被染
得黝黑。 望着一双双黝黑的手， 毕老师开心
地笑了， 我们也开心地笑了……

开展勤工俭学的成功， 让毕老师信心大
增， 他又积极探寻更快捷创收的新路子， 为
学校创办了粮食加工厂， 山区群众和学校都
受益， 乡亲们在家门口就可以碾米、 磨面、
粉碎饲料， 从繁琐的劳动中解放了出来。 于
是， 我们的彝山学校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
就实现了免费教育， 山娃因贫困而失学的历
史彻底结束了， 彝家孩子一批又一批走进高
校， 不少人长大后成为机关公务员或其他专
业技术人才， 成为彝山脱贫致富的重要支撑
力量。

毕老师从教一生， 不但教书育人、 扎根
贫困山区， 而且竭尽全力带领干部群众改变
彝寨贫穷落后面貌， 使彝家山寨实现通电、
通公路、 通电话、 通有线电视、 通自来水、
通互联网。 他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了不平凡
的成绩， 他的先进事迹轰动了十里八乡， 吸
引了中央电视台、 新华社、 《人民日报》、
《光明日报》、 《中国教育报》 等主流媒体竞
相报道， 省、 州有关部门还为毕老师录制了
专题片， 引起了巨大的反响， 甚至连外国的
客人都曾多次到我们彝寨小学参观考察。

金秋时节， 山寨里的核桃又可以收获
了。 此时， 又让我想起了儿时收核桃、 而因
剥核桃皮而被染得黝黑的一双双小手。 每每
想到一双双黝黑的手， 也就想起毕老师， 毕
老师的精神就一直巍然屹立在我的心中， 一
直激励着我认真做人、 努力从教。

（作者系云南省大理州巍山县庙街镇营
盘小学教师）

怀念困难时期的老师
■范翠艳

上世纪60年代初， 正是国家经济困难
时期。 那时候， 我在山西长治市城北郊的八
一路小学上学， 我所在的三年级语文老师和
班主任是李盛成。 当时， 她真是又当老师又
当娘， 不仅要教我们念书， 而且想方设法呵
护我们。

现在的孩子一下课， 就到小卖铺买各种
零食吃， 可那时食物短缺， 人们忍饥挨饿。
一下课， 同学们就跑到学校附近的菜地里去
捡拾白菜根、 茄子和辣椒的嫩叶和嫩茎生
吃。 现在， 学校讲安全和那时学校讲的安全
内容截然不同。 每周， 老师都要给我们讲安
全， 主要讲哪些有毒的野菜不能吃， 老师每
天还不厌其烦地仔细检查我们的书包和口
袋， 看里面是否有含毒素的食物。

当时， 我家离学校有十里路， 全靠两条
腿步行上下学。 每天早上5点钟， 我就起身
去学校上早自习， 晚上八九点上完晚自习才
回家。 每天午餐只带一些炒面， 用白开水泡
着吃。 放学路上， 常常饿得头晕眼花。

学校有一个菜地， 有一次， 我偷了一个
大萝卜， 迎面碰上李老师。 李老师把我叫到
她的办公室、 也是她的宿舍里， 让我把萝卜
放到桌子上， 然后拿出一个金灿灿的窝头递
给我， 还分给我一碗菜汤。 那菜汤多数是野
菜， 但飘着几根面片， 非常诱人， 我狼吞虎
咽吃了窝头， 喝了面汤。

吃完后， 我等着老师批评我， 可李老师
却对我说： “人再困难， 也不能做有损于集
体， 有损于他人的事情。” 这句话， 让我牢
牢记了一辈子。

由于营养不良， 吃野菜过多， 很多同学
都有不同程度的浮肿， 李老师看在眼里很心

疼， 就像爹娘一样关心爱护学生， 因此学
生和李老师就跟母子一般亲。 很多同学每
到升入高一年级或转学， 甚至辍学， 都要
到李老师那里哭别一番。 这种动人的师生
情谊使我终生难忘。

李老师总是想办法帮助同学们， 因为
学校地处农村， 所以每年夏秋两季同学们
都要放假参加农业劳动。 当农民收获地里
的庄稼后， 学校要组织师生去捡拾地里遗
漏的粮食交给生产队， 这就叫“拾夏” 和

“拾秋”。 学校捡拾完地里的庄稼之后， 生
产队才允许本队或者本村的社员捡拾地里
遗漏的庄稼。 李老师找到附近的生产队，
经过协商， 他们同意我们学校的学生和他
们的社员同等待遇， 可以参加他们的“拾
夏” 和“拾秋”。 我记得有一年“拾秋”，
我们挖白薯。 李老师知道我们家兄弟姊妹
有五六个。 她把自己挖到的白薯全都给了
我， 我妈妈从那时起常常提起她这个“恩
人”。

李老师的言传身教也让我们明白一个
道理： 人再困难， 也不能只想着自己， 而
要设法帮助他人。

那时候， 我做过一件令我终生铭记的
好事。 有一次， 我到一家小吃店吃饭， 在
座位下面捡到一个破布包， 里面包裹着
30元钱。 当时， 那可是一笔很大的数目
啊！ 但我经受住了考验， 抵御住了诱惑，
我把钱包交给了饭店的阿姨， 后来失主给
我们学校写了感谢信。

我人生之初良好人格和品德的养成，
正是来自长治市八一路小学李盛成老师对
我的教诲。 作为一名教师， 我也竭尽全力
在教育生涯中， 把李盛成老师高贵的品质
情操传授给学生， 代代相传， 发扬光大。

（作者系山西省侯马市退休教师）

迟到的来信
■谢新

初三那年， 我在学生画展上认识了廖
老师。 当时他看我参观时十分专注， 就热
情地邀请我做他的美术组预备组员， 我答
应他了。 廖老师早年毕业于一所著名的美
术专科学校。 他的同窗中不乏国内顶尖的
美术人才， 可廖老师却甘当一名默默无闻
的中学教师， 在功成名就的同行面前谈笑
风生， 毫无落寞之态。

后来我成为廖老师美术活动组正式组
员。 周六下午和星期日一整天是美术组的
活动时间。 美术组的楼上是学校乐队的排
练场地， 活动时间完全一样。 这一上一
下， 一静一动的两个艺术小组， 仿佛一对
孪生姐妹依相互存、 比肩绽放着。

清晨7点， 廖老师就早早地来到美术
室码放桌椅、 布置现场了。 等大家陆续来
齐时， 教室里早已经窗明几净。 阳光透过
大玻璃窗射了进来， 照耀着威严、 俊朗的
石膏像大卫。 画室里静得出奇， 似乎只能
听到中华铅笔在素描纸上的摩擦声。 廖老
师来回巡视着， 这里不仅有校美术组成
员， 还有社会上的绘画爱好者， 甚至有两
位是已经从事美术工作的成年人。 廖老师
对所有求学者来者不拒， 倾囊相助。 这里
总是人流不断、 熙熙攘攘。

我常常感到廖老师悄然无声地站在我
的身后， 他仔细推敲着我的每一个失误和
闪光点， 然后替我一一总结出来。 每逢我
进步了， 他就会露出欣慰的笑容， 用他那
浓重的重庆口音拉着长音道： “还是———
可以的。” 这是廖老师的一句经典口头语，
是对一个学生的最高褒奖。

一晃就是三年。 我在小黑板上的名字
慢慢地向前移动着， 直到高二毕业那年终
于移到了第三名， 从此再没有变过， 成了

“千年老三”。 毕业后， 我即将前往农村插
队。临走的前一天，廖老师和美术组的同学
给我开了欢送会。 一本红彤彤的日记本递
到了我的手上， 上面签满了美术组成员的
名字，我们约定继续书信联系，永不中断。

一年后， 高考制度恢复了。 美术组学
员有的参了军、 有的考上了美术学院、 有
的上了重点大学， 可我仍然是一个农民，
一个被时代抛弃了的知青。 我的心冰凉，
深感无颜见江东父老， 无颜面对曾对我充
满希望的廖老师。 由于自卑心理作怪， 我
再也没有与美术组的任何人联系。

过了很多年， 一个美术组的成员在大
街上认出了我。 她惊呼： “你怎么不和大
家联系， 我们年年都去看廖老师， 廖老师
年年都在念叨你。” 又过了很多年， 两封
发黄了的信转到了我的手上， 那是当年廖
老师委托插队同学转给我的信， 遗憾的是
它来得太迟了。

那发黄的信纸上一行行苍劲而熟悉的
字迹映入眼帘： “我也相信命运之说， 但
命运也是由人主宰的呀!相信你， 坚持就
是胜利。” “听说你将分配回城， 我们将
在十里长安街上欢迎你的凯旋。” 廖老师
没有忘记和鄙视我， 而是默默地为我祝
福、 为我鼓劲。 两行热泪夺眶而出， 从此
我不再看轻自己， 而是发奋努力， 不敢懈
怠， 开辟了另一番人生境界。

我常想， 是廖老师给了我两把人生的

钥匙： 一把是安身立命的生存技能， 另一把
是面对不幸命运的豁达心态。 那两封发黄的
信静静地躺在那里， 那是对自己青春岁月的
纪念， 也是对恩师的怀念。

（作者系北京科锐公司退休员工）

您的无意让我铭记
■王欣

前两天， 突然接到老家高中同桌的电
话， 我既惊又喜， 毕竟1997年毕业后， 彼
此天各一方， 杳无音讯。 紧握着电话， 我俩
激动着， 侃侃而谈， 聊起很多同学和老师，
当聊起物理课杜老师时， 我心里顿感热辣辣
的， 有关杜老师的记忆也倏地浮现在眼前。

杜老师名叫杜英杰， 高高的个子， 瘦削
的脸盘， 言谈和蔼而风趣。 大概因为我的成
绩名列前茅， 杜老师上课时常提问我， 好在
我听讲很认真， 回答几乎没让他失望过。 那
时我能明显感觉到， 杜老师很喜欢我这个学
生。 与杜老师的交往中， 他曾三次摸我的
头， 尽管他是无意的， 尽管这个动作很细
微， 却让我刻骨铭心。

第一次是在高二的一个雪天。 我自幼失
去双亲， 跟祖父母相依为命， 读高中时家里
已一贫如洗。 俗话说： 屋漏偏逢连夜雨。 高
二那年祖父患病卧床， 庄稼收成很微薄， 一
头肥猪也因猪瘟死了。 那时尽管我每顿饭仅
花四角钱， 从食堂买两个馒头， 从不买菜，
但就这一点儿可怜的生活费， 祖父母也实在
掏不出了。

当我正艰难地下着退学的决心时， 杜老
师听说了我的窘境。 那天他把我叫到办公
室， 微笑着掏出五十块钱， 硬塞进我手里，

“先用着， 回头一起想办法”。 我不肯也不好
意思要他的钱， 我推搡着， 同时有一种酸涩
的眼泪从眼角流了出来。 他轻轻地拍拍我的
头， 努着嘴说： “大小伙子， 哭啥？ 快拿
着， 人家见了不好。” 走出他的办公室， 天
空中大雪纷飞， 而我却感到， 我头上仍有他
摸过的余热， 那股暖流从头顶渐渐暖遍全
身。 时隔不久， 我受益于市里组织的“爱心
助学” 活动， 终于让我渡过了难关。

杜老师第二次摸我的头是高三时。 有一
段时间， 我成绩明显下滑， 对此我不得不更
加刻苦学习。 晚自习后， 我仍坚持留在教
室， 直到实在撑不住了， 才肯去宿舍。 夜
里， 不管几点钟， 一觉醒来， 就跑到路灯
下， 躲在角落里看书背诵。 然而， 期中考
试， 我成绩竟降到中游水平。 我伤心苦闷，
却怎么也找不到缘由。 那天物理课后， 杜老
师叫住我， 认真而恳切地说： “不能总闷头
学， 要提高效率， 要拿出考试时的注意力复
习功课、 做作业， 要全神贯注， 该玩时， 就
彻底放松身心。” 他说罢， 转身要走时， 又
笑着， 轻轻摸摸我的头， 感觉如同一位慈父
在抚慰自己的孩子。 他的教诲让我醍醐灌
顶。 后来我调整学习方法， 成绩果然突飞猛
进， 期终考试， 我考了第二名。

杜老师第三次摸我的头， 是我捧着红艳
艳的军校录取通知书， 来到他面前时， 他张
开嘴笑了： “好哇， 好哇， 记着， 将来不管
怎样， 都要保持住那股拼搏劲儿。” 说完，
他用那厚实的大手用劲地摸了摸我的头， 我

感到了力度， 也感到了真实。
时光荏苒， 转眼十多年过去了， 而他摸

我头的记忆依然鲜活着， 当时他或许是无意
的， 或许是一种自然而然的习惯， 但他每一
次摸我的头， 对我而言， 都是一种慰藉、 一
种鼓励、 一种温暖、 一种动力， 那种感觉是
美妙的， 是从心底泛上来的， 是语言无法表
述的……

（作者系江苏省苏州市环保局员工）

温老师的那杆秤
■游玉增

前一段时间， 多年没见的小学同学在宁
波相聚， 大多数人在事业上都小有成就， 饭
桌上大家相聊甚欢。 同学阿毛提议大家谈谈
最难忘的老师， 出乎意料大家都不约而同地
提起了温老师。 小学毕业已经多年， 温老师
的形象依旧是那么清晰， 提起他就让人感到
一股温暖的情感在流动。

我们的小学时期是在福建宁德的一个乡
镇小学度过的。 温老师当时是从更偏远的一
个自然村调过来的。 他在那个只有他一个老
师的村小工作了几十年。 后来， 那所自然村
的学校被撤并他就来到了我们中心学校。

温老师， 名叫温大志， 听着名字会让人
以为他是一个满怀激情的大个子。 事实上温
老师身材不高， 人有点瘦但很精神， 当时他
头发已发白， 穿的衣服很简朴。 如果不知道
他的身份， 第一眼看到他的人会误以为他只
是一个普通的乡间农夫。

温老师很爱笑， 一笑眼睛就眯成了一条
线， 他和学生相处经常“没大没小” 的。 温
老师来我们学校后， 因为学校老师少， 在给
他排课外， 还让他管理住宿的学生。 那时，
我们乡镇小学周边有很多自然村没有小学
校， 家长就都把孩子送到我们学校。 家离校
远的小孩只能在学校住宿， 一周回一趟家带
些大米和咸菜当作下一周的伙食。 还有一些
家稍远一点的小孩， 中午也需要在学校吃
饭。 为此， 学校开了食堂专门负责蒸米饭，
方法是按学生带来大米的分量发票， 再让学
生凭票打饭。 温老师的一项工作就是帮助食
堂秤这些学生带来的大米， 给他们发票。

那时， 农村的条件还不好。 学生带来的
大米在重量上就有了差别。 温老师的那杆秤
就经常不准了， 当然他多秤出来的部分， 他
自己得补上。 温老师自己家的条件也不好，
小学老师的收入本来也不高， 何况他上有一
个年老的母亲， 下还有一个读高中的女儿。
温老师的爱人是一个脾气很急的女人。 于
是， 我们常在学校的操场上看到温老师被他
爱人追着骂。 因为温老师和我父亲关系很
好， 有时候被他爱人骂厉害了， 温老师就到
我家去躲。 当我父亲问他为什么这么做时，
温老师叹一口气说， 孩子还这么小， 还在长
身体呢， 总得吃饱吧， 我家再难吃饭还不是
问题。

温老师因为经常做这件事， 所以隔段时
间就要看到他挨骂。 那时， 有很多人对温老
师的做法不理解。 有人还说， 温老师是脑袋
上少了一根筋。 所以， 每当又看到温老师被
他爱人劈头盖脸骂时， 就有一些闲人在旁边
笑。 一些不懂事的小孩也爱凑在边上看热
闹， 嘲笑平日里爱笑的温老师狼狈的样子。

一晃很多年过去了， 细细回忆， 在我成
长过程中有许多老师教会了我知识和道理。
但是， 不断被挨骂的温老师是我最难忘的一
个老师。 在他狼狈而又微笑的神情里， 我们
在无意中学到了很多， 明白了很多。

那次聚会， 当听说温老师已经过世后，
有一些同学当场哭成了泪人。 他们中就有受
过温老师那杆秤恩情的学生。 这就是我们的
温老师， 平凡、 朴素， 用课堂外的身体力行
诠释了一个师者的大爱。

（作者系宁波大学宣传部工作人员）

文学路上恩师相伴
■孙艳

不管时光怎样流逝， 总有一段时光留存
心底； 不管人物怎样变迁， 总有一些人今生
难忘。 在我上学的阶段， 就有位班主任让我
心存感激， 念念不忘。 他是小学数学老师兼
班主任刘建俊老师。 当我上三年级时， 要去
十里外的村中心校读书。 在那里， 我碰上了
开启我写作之门、 树立我写作信心的刘老
师。

刘老师教我们数学， 又当我们的班主
任。 凭着年轻， 记忆力好， 他上课时常常不
拿书， 而讲的知识却又准确无误。 他能让一
个数学成绩倒数的班级在一年之后考到全乡
第一名， 他还能培养出十年内没有参加过县
级数学奥赛的数学尖子生， 并且在比赛中获
得小学组第三名的好成绩。 他能把本专业教
得这么好也许不足为奇， 但接下来发生的事
就不得不让我惊奇了。

小学阶段， 我是不偏科的， 语文、 数学
都学得好。 有一次， 我被语文老师选上参加
校级作文竞赛， 没想到我居然获得了第一
名。 刘老师知道这件事后， 就把我的作文本

从语文老师那儿拿去， 一篇一篇读我写得那
些稚拙的作文。 我当时不明白， 一个数学老
师看什么作文？ 结果有一天， 刘老师拿着我
的作文本来找我， 指着其中写他的那篇作文
说： “你能写我我很高兴， 只是有些地方写
得不太像我， 可能是你对我还不够了解。 这
篇作文， 我可以辅导你再写一遍。” 经过刘
老师的辅导， 我的那篇作文居然被登在了乡
镇中心校的校刊上。 这对我来说， 已经足够
我骄傲一阵子的了， 可对刘老师来说， 他觉
得我应该有更大的发展空间。 他一边鼓励我
坚持写日记， 一边四处搜罗供我们小学生能
读能投稿的儿童刊物。 功夫不负有心人， 他
终于找到了一本 《青少年日记》， 上面可以
刊登小学三至六年级的学生日记。 当老师拿
到这本杂志后， 他立即约我拿上日记本去他
家选日记。 他把我日记本上的每篇日记都认
真地看了一遍， 挑出了三篇有点档次的让我
修改。 我拿着笔吭哧了半天也没改出个所以
然， 刘老师就耐心地一字一字、 一句一句指
导我修改， 包括标点符号也不放过。 等三篇
日记改好后， 已是深夜十二点了， 刘老师匆
匆给我做了一碗荷包蛋面条， 略带歉意地
说： “太晚了， 也没什么好吃的， 将就点
吧。” 他哪里知道， 这在我们家已经是上等
的饭菜了。 吃过饭， 刘老师把我送回家， 他
又匆匆赶回去帮我誊抄那三篇日记去了。 他
说： “第一印象很重要， 你才学写钢笔字，
字体有点稚拙， 我帮你誊写吧。” 第二天，
刘老师借了同事的一辆自行车就去五十里之
外的县城把信发了。 就在我快忘了投稿这件
事时， 刘老师却喜滋滋地来找我的爸爸和妈
妈。 原来， 刘老师帮我投出去的三篇日记有
两篇发表了， 这不但是我的骄傲、 我家的骄
傲， 也是我们这所学校的骄傲。 后来， 我们
班爱上写作的学生越来越多， 发表作品的学
生也越来越多。

一位数学老师领着一群孩子在文学道路
上前进， 这种感觉妙不可言， 令人难忘。

（作者系新疆奇台七中教师）

想起那熟透的桃子
■操乐发

初二那年， 我们班来了一位姓朱的班主
任， 高高的个头， 黝黑的皮肤， 威严的面
孔， 再加上他平时很少露出笑容， 由此给我
们一种很厉害的感觉， 所以开始时大家都很
谨慎， 在他面前规规矩矩的。 可他对我们却
很宽容， 偶尔上课迟到、 作业拖沓或无意中
乱扔纸屑也不惩罚， 只是说说而已， 一段时
间过后， 大家的胆子渐渐大起来， 一些人还
偷偷干起了违纪的事情。

学校坐落在一座山坳， 旁边不远处就是
生产队的桃园， 那一年气候好， 桃子结得特
别多， 红红的、 大大的， 馋得我们这群路过
的孩子直流口水， 连上课都没心思。 一天中
午， 我们几个调皮鬼约好， 趁无人时扒开篱
笆， 溜进桃园摘桃子。 谁知刚伸手， 就被躲
在暗处的壮汉逮了个正着， 他递给我们每人
一张纸条， 我们一个个签上了名字， 然后怀
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回到了学校。 铃声响起，
班主任朱老师走进教室， 如往常一样上课，
我们这才渐渐心定下来。

课上过半， 生产队长突然闯进教室， 气
冲冲地说： “你们班有四个人偷了我们的桃
子， 按照我们队里的规定， 每人要罚5块钱。
请老师帮助执行！” 随即将一叠纸条递给班
主任， “你打开看看， 偷桃子的人就在上
面， 这是他们的证据！” 这突如其来的一幕，
令全班同学愕然， 我们几个更是胆战心惊，
顿感大祸将临。 可是， 朱老师接过纸条后，
并没有立即打开， 而是折好夹进课本里， 然
后对队长说： “每人5元， 四人就是20元。”
说着就从上衣袋里掏出两张“大团结” 交给
队长： “你回去吧， 下面的事情我来处理。”
队长接了钱， 自然无话可说， 转身而去。 此
时， 只见朱老师拿出纸条， 掏出打火机点
燃， 一会儿工夫， 纸条化为灰烬。 对老师这
一举动， 当时所有的学生都不能理解。

紧接着， 朱老师温和地说： “桃子红
了， 多诱人啊， 谁不想吃上一口呢？ 可那是
农民的生活来源啊！ 他们还要靠这个养家糊
口呢， 不容易啊！ 今天谁去摘了桃子， 我不
想知道， 因为你们都像我可爱又淘气的孩
子， 我不忍心让不小心已受伤的口子再流出
血来。 说实在的， 老师爱你们， 理解你们，
更相信你们会明理的， 什么事情该做， 什么
事情不该做。”

听了老师的话， 我顿时觉得是那么地动
听， 那么地让人心爽， 一时间我陡然感觉到
他的伟大和可敬。

现在回过头来想一想： 那一次， 我没有
吃到红红的桃子， 却得到了比桃子更甜更美
的东西———爱和自尊！

（作者系安徽省怀宁县高河镇初级中学
教师）

天涯海角有尽处 唯有师恩无穷期
———“难忘师恩”征文选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