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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越上年岁，便越喜欢追忆似
水年华。在被追忆的人中，那些不
同时期先后在自己身上倾注过心血
的老师们总是在脑海中出现得最频
繁，其中最使我怀念的是一对中学
老师——何英鹗和叶味真夫妇。

那是20世纪50年代前期，我
就读于衢州一中，当时何老师主要
教物理，叶老师始终教地理。俗话
说“不打不相识”，我与这两位老
师的特殊感情，是从一次课堂上的

“遭遇战”开始的。
上初一不久，有一次上课时，

叶老师的声音戛然而止，瞪大两眼
逼视着我，这时我才发现自己走神
了，自得其乐地在抛一个球玩耍，
因此顿觉紧张起来，准备在众目睽
睽之下接受老师的一顿训斥，甚至
被赶出教室罚站。但想不到叶老师
很快恢复了原来的表情，和颜悦色
但不无挖苦地说：“我以为你们班
上要算叶廷芳最老实了，想不到今
天也看到他玩起来啦。”我被老师
批评了，但是我丝毫没有感觉受到
伤害，相反，我感到老师的批评里
包含着善意和爱护，一种温暖的感
觉油然而生。从此我对叶老师由衷
地尊敬，上课时再也不开小差了。
结果，地理课成了我成绩最好的功
课之一。不仅如此，在叶老师的鼓
励和指导下，我学会了绘地图，而
且怀着浓厚的兴趣，画得又大又精
致，自己裱好后当作作业交给叶老
师，老师总是爱惜地把它们保存在
图书馆里，作为教学挂图，以尽可
能节省教学经费。这样我自然成了
叶老师比较满意的学生。也因此，
我与何老师的接触也就比较多了。

何、叶这一对青年伉俪，一个
仪表堂堂，一个白皙娟秀，彼此恩
恩爱爱，人们常以赞叹的口吻议论
说：这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
但他俩都端庄大方，穿着朴素，教
学认真负责，这是我和许多同学对
这两位老师的印象格外深刻的原因
之一。

何英鹗老师政治上一贯要求进
步，还在中学时代就是一个热血青
年，曾参加党领导的进步学生运
动。何老师是个多面手，他原来是
学航空的，但他完全服从教学需
要，叫他教哪一门，他就
教哪一门。新中国成立后
学校兴建一排教室，由于

经费不足，他毅然承担起设计并指
导施工的任务，使这幢有六个教室
的房屋节省了30%的造价。虽然这
只是一座单层的平房，但设计者却
赋予了它别致的造型，既实用，又
美观大方。如果说我后来对建筑美
学发生了一点兴趣，那么何老师的
这个作品，便是对我最早的启蒙。
上高二以后，我就很少见到他了，
原来他又无偿地担负起兴建衢州二
中的勘测、规划和施工的任务。在
衢江畔一百余亩荒地上，只见他戴
着一顶草帽，敞着一件灰布中山
装，挥洒着汗水。不到两年工夫，
几十幢二三层的楼房在这里拔地而
起，其中有何老师的一份不可磨灭
的功劳。那是他一生中的黄金时
代，他的才能得到了充分的发挥，
他获得了报效祖国的机会。他从来
没有像当时那样意气风发过，但从
来不炫耀自己。

在我上大学以前，何老师就调
到建德去了，他在那里担任严州中
学物理教研室主任。教学之余，他
先后设计了严中科学馆、新安江中
学、白沙电影院等建筑，被评为先
进工作者。“文革”后我打听二位
老师的消息，却得到不幸的噩耗：
英鹗老师在“文革”中被活活迫害
死了。这样一位卓越的英才、忠心
耿耿的灵魂工程师，正当风华正茂
之年，便永远与我们诀别了。叶味
真老师精神上受到的打击可想而
知，她的健康受到了摧残，还一人
艰难地拉扯着四个孩子。她退休后
一度回到衢州，我曾看望过她几
次。三年前她由一个女儿陪着来北
京观光，我们又聚首一堂，前后几
次相见，令人可慰的是她已经坚强
地战胜了自己，仍像以前那么乐
观，话题总围绕着过去那些愉快的
岁月，不停地打听何老师和她过去
教过的那些学生的近况。当她听到
他俩的学生几乎遍布全国各地，活
跃在各条战线上，有的还挑了大
梁，她欣慰地笑了，笑得那么幸
福，仿佛一个辛勤的园丁，看到自
己三十多年如一日所精心浇灌的满
园桃李正郁郁葱葱、喷芳吐艳而受
到最珍贵的回报一样。叶老师说：

“当了一辈子人民教师，除了看到
自己的学生成才，还有什么比这更
值得喜悦的呢？”

哦，尊敬的老师，您的崇
高愿望将永远鞭策学生们努力

奋进，以报效祖国的一个个新成
绩向您汇报，并以之告慰何老师
的在天之灵！

（摘自即将出版的“卓尔文
库 · 大 家 文 丛 ” 之 《西 风 故

道》，大道行思出品）

怀念我的两位
中学老师

叶廷芳

李义山诗“春蚕到死丝方尽，
蜡炬成灰泪始干”是中国人用来比
喻教师的佳句。的确，自古以来，
做教师就意味着燃烧自己而照亮学
生，然而，所有的教师都要面对自
己所处的时代，某种程度上看，教
师面对的问题就是他们所处时代的
问题，新时期以来文学长廊中的教
师尤其如此。

新时期文学伊始的伤痕文学虽
然在时间上略晚于朦胧诗，在艺术
上仍以暴露为主，但它是新时期主
流文学的起源，它指向刚刚过去的
历史，在叙述这段历史时重新确立
了历史的主体和主体的历史。伤痕
文学在当时产生较大影响的作品是
刘心武的 《班主任》 和卢新华的
《伤痕》，值得寻味的是，这两部作
品的主人公都是教师。

《班主任》中的班主任张俊石愿
意认识并收下被称作小流氓的学生
宋宝琦，这让人心生好奇：张老师
是个什么样的人？作者也自问自
答：“张老师实在太平凡了。穿着明
显发旧的衣裤，但非常整洁。有一
张让学生们敬畏的嘴，教学生知
识，扫去学生心田上的灰尘。”两个
最让张俊石费心的学生表面上看一
好一坏，其实都是在特殊年代里心
灵遭受过毒害的孩子，而教育他们
是张俊石最大的责任。《班主任》不
仅提出那个百废待兴的时代重振教
育的问题，而且发出了“救救孩
子”的呼声——张俊石面对的问题
其实是那个时代的教育问题。作家
经由笔下的教师发出这样的呼声，
从某种程度上说就是新一代青年作
家看清了历史的真相，对历史的反
思，甚至隐含着作家们获得更强主
体性的未来。

在卢新华的《伤痕》中，王晓
华的母亲是老师，兼一所学校的校
长，晓华在上山下乡运动中下乡，
成了村里民办小学的老师，晓华的

母亲遭到迫害，平反后未及见女儿
一面就离开了人世。晓华在乡下虽
然努力改造，仍然遭遇各种挫折。
小说很短，没有像 《班主任》 那
样，展开晓华和母亲的具体生活，
但却将她们的“伤痕”撕开给人
看，她们的人生堪称那个时代知识
分子遭遇的典型。小说有一个朝向
未来的美好结局，这是那个时代的
人共同的思考方式，他们需要向前
看，虽然历史和人性的问题可能会
因此悬置。

说到新时期文学中的教师形
象，不由想到路遥《人生》中的高
加林。虽然小说更多的笔墨在写高
加林在县城的工作与生活，没有出
现高加林当老师的情节，但小说以高
加林的民办教师被别人取代开始，以
巧珍为高加林争取再去学校教书结
束，可以看作一个乡村民办教师离去
又归来的故事。从路遥在《人生》中对
高加林的不惜笔墨可以看出他对这
个人物的欣赏。高加林的各种才能在
进入县城后都施展开了，他有着英俊
的外表、强健的体格、天赋的才华，是
个天生要将自己的未来交给城市的
人。然而，他生在农村，虽然极力奋
斗，却一再地被迫回到黄土地。高加
林的困境就是改革开放之初农村知
识分子的困境，那时的社会现实与今
天不同，没有进城打工的说法，高加
林没有别的选择，最后一无所有地回
到了农村。高加林若继续做民办教
师，必然是优秀的，但他不能安稳
地做民办教师，更无处施展自己的
才华。

相比高加林的苦闷，刘索拉小
说《你别无选择》中的教授们似乎
是幸运的，他们都在音乐学院从事
自己喜欢的专业，教授专业基础很
好的学生。小说中音乐学院的教授
们面临的是一个疾速转型的时代，
所以他们面对的是一群叛逆的、难
以用普通方式交流沟通的学生。教

授们各有所长，比如王教授精通几
国语言，搞了几百项发明，涉及十
几门学问，一口气兼了无数个部门
的职务。他给五线谱多加了一根
线，把钢琴键重新排了一次队，把
每个音都用开平方证实了。这种发
明能把所有人气疯。李鸣最崇拜王
教授，他去找王教授却说自己想退
学的事情，王教授的回答是：“你别
无选择，只有作曲。”王教授没有从
根本上解答李鸣的困惑，问题的本
质就在于，教授们自己也开始困
惑。刘索拉原本就毕业于中央音乐
学院作曲系，她写音乐学院的生活
自然有一般人无法超越的优势。这
部作品发表时许多读者觉得其中的
人物离自己很远，很快，就发现他
们出现在生活中了。

新世纪到来之后，书写教师的
作品越来越多，写作方式变得多
样。或许是这个时期的作家大多有
高校生活经历，其作品更多呈现出
对教师生存困境与精神困境的书写。
孙春平小说《老师本是老实人》中塑
造了一个厂办中学的高中老师于力
凡，讲述了他离开学校后的生活，于
力凡因为学校几个月发不出工资而
调动了工作，但是做梦也想不到自己
会因此发迹。他发迹后物质生活富
裕，精神上却开始堕落。市场经济大
潮给校园同样带来很大冲击，外在环
境与内在精神呈现出一种胶着与挤
压。张者的《桃李》就是描写这一现象
的作品，名牌大学法学院的教授、博
导在学术环境良好且很有发展前景
的学院里做学问，他们的专业知识与
教学能力都是一流的，但他们也处在
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宏大社会背景中，
校园里也有交织的欲望和矛盾。如
何对所处的时代保持一种必要的警
觉，不被世俗吞蚀成为教师们新的
困境。

作家们的创作往往与此前的作
品呈现出某种延续性。在 《天行

者》中，刘醒龙关注了乡村民办教
师的转正问题，小说描写了一群民
办教师为转正而历经艰辛的辛酸故
事，让读者想起一度被遗忘的乡村
民办教师这一群体的存在，也让读
者想起《人生》中曾做过民办教师
的高加林。青年作家徐则臣的《夜
火车》同样写高校生活，却写出了
人性的复杂和扭曲。大四学生陈木
年的渴望“出走”与 《你别无选
择》 中李鸣的渴望退学非常相似，
不同之处则在于陈木年遭遇到自己
信任的老师沈镜白教授的欺骗，失
手杀死自己的大学同学，乘坐夜火
车逃亡。同样书写社会对人的异化
的是严歌苓的《老师好美》，这部作
品表面上写师生不伦之恋，实则揭
示母爱的缺失与人性的失常。老师
在教师与母亲、教师与情人之间找
不到自己的位置，学生自然更难找
到自己的位置。

作为知识分子一员的高校教师
的困境被广泛关注，其中较为彻底
的是阎真的《活着之上》，小说直面
当前中国高校现状，涉及高校的学
术制度问题，以现实主义的手法书
写高校青年教师的生存困境与精神
困境。聂致远出身农村，凭自己的
聪慧和勤奋拿到博士学位，毕业后
到一所高校教书。他有学术理想，
有原则，但很快发现自己的理想无
法实现，追求的学术道路早已不
在，只好适应现实，但在内心深处
坚守着自己的独立人格。

身为知识分子的教师究竟应该
如何面对自己所处的时代，如何自
处，如何在现实生活中保持知识分
子的人格独立，是作家面对的问
题，更是教师要面对的问题。生存
是必须的，良知和情怀更是必须
的，所以，蜡炬在不同时代的燃烧
方式不同，但其本质则是相同的。

（张晓琴，文学博士，西北师范
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蜡炬，燃烧在他们的时代
——新时期文学作品中的教师形象

张晓琴

每到教师节，我就会想起老
家，想起那个土筑的校舍和亲和的
校长，想起在那里度过的那些温馨
的教师节，心头，便漫过阵阵淡淡
的乡愁。

那是1986年，我到村小学任教
的第二年。那年暑假刚开学，校长
就兴致勃勃地找到我说：“你准备个
发言稿，村里的书记过两天要来给
我们庆祝教师节，还要表彰一名优
秀教师，学校报了你。”

我一听连连说：“不行，不行，
我刚来任教不到一年，荣誉应该给
比我优秀的教师。”

校长笑了，说：“我们都是土生
土长，只有你一个是专科毕业。”

教师节那天，表彰会如期举
行，说是表彰会，其实也就那么几
个人，我们学校的五个老师加上村
里的书记和主任。尽管人少，学校

狭小的办公室却盛不下这么几个
人，就在校园土墙边的那棵老柳树
下，用几张课桌布置成了会场。

书记一定在家学习了文件的，
讲话时把教师节的意义说得头头是
道，把尊师重教的口号喊得响满了
院子。书记讲完话，就开始发奖，
奖品很特别，一个搪瓷缸子，上面
用红漆写了一个大大的“奖”字。

我接过奖品时，书记笑着说：
“听说你是大学生，教五年级，明年
的毕业班如果有一半的升学率，我
就奖励你毛巾被。”

书记说得没错，那时的农村，
师资力量很弱，每年的小学升初
中，班里三十多人，仅有十多人升
入乡里中学读书。

那以后，不知是书记的承诺还
是那个搪瓷缸子奖品的激励，我更
加努力地备课教学。那年冬天，我

患感冒，嗓子沙哑得话都说不清
楚。课堂上，我天天抱着那个搪瓷
缸子，猛劲喝水。后来感冒好了，
我却再也离不开那个缸子，手时不
时地摸向带有温度的缸体。泥土筑
成的教室，总挡不住寒风，天寒地
冻里，陶醉在一杯茶的温度，无限
满足。

第二年，我带的毕业班爆出冷
门，32个学生，有21人升入乡里中
学。那年教师节，学校开表彰会，
书记真的奖给我一床毛巾被。会后
书记笑呵呵地说：“明年如果再提高
升学率，我就奖你一辆自行车。”

面对这样随和的书记，我也笑
着说：“我更喜欢那个搪瓷缸子！明
年我如果带好了毕业班，您就给学
校盖间教室吧。”

我本是一句戏言，却让书记锁
了半天眉头，郑重地说：“如果明年

真的再提高升学率，我就是砸锅卖
铁，也盖个新教室！”

那年暑假，当村里组织人给学校
盖新教室的时候，我也迎来了命运的
转折点。那年县中学在全县招考新
教员，我以优异的成绩名列其中。

其实，我真的不愿意走，可校
长说：“你是个好苗子，不能埋没了
你，到了城里的大学校，你会
教出更多优秀的学生。”

后来我又经历了
许多个教师节，除
了登台领了几回
奖状，再没领到
过茶缸、毛巾被之类
的奖品。

多少年里，那个搪瓷缸
子一直陪伴着我，每当看到它，我
就会想起当年乡下的教师节，和那
个淳朴的乡村⋯⋯

教师节里的乡愁
魏益君

⦾名家

叶廷芳：翻译家，作家，原中国
德语文学研究会会长，著有《现代艺
术的探险者》《卡夫卡，现代文学之
父》等。

⦾心语

实现工作室实现工作室 供图供图

荒野在高处像一位教师
我们总是慌里慌张
白纸上的字让时间一笔一画写清楚了

你还记得吗
早晨在树叶上闪烁

拔节声中的露水，洗净了打碗花
还有我们那些变得潦草的回忆

果子落地劈啪作响，九月的太阳
给盖了半截的房子抬起道横梁

谷穗的影子足够结实
山里的纯净让一口水井问了出来

而荒野在高处就像教师
在远处你会相信
在近处等你领悟

教师
莫非

教
师
节
特
别
策
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