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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雨潇潇

■

江苏省泰州市朱庄中心小学 宫凤华

秋雨， 淅淅沥沥地下着 ， 如蚕嚼

桑叶， 燕啄春泥， 蝉鸣树梢。

喜欢听雨， 雨声如泣如诉 ， 时而

轻柔如小溪流水， 琴瑟谐和； 时而浓

烈如惊涛拍岸， 壮怀激烈； 时而幽怨

如秋风芦荻， 凄婉萧疏； 时而欢快如

荷上蜻蜓， 灵动轻捷。

窗外有轻拂的风， 嘀嘀哒哒的雨

声给这幽静的黄昏增添了几分韵致 、

几分凄美。 推开木格小窗， 暮色和凉

意一齐袭来， 几星雨点俏皮地沾上我

的额头， 凉沁沁的。 院角一株月季承

受不了雨点的侵袭 ， 无力地垂下头 ，

松散的花瓣被斜风吹落在脚下的污水

里， 让人心里涌上一种深深的怜惜。

我平凡而孤寂的教书生涯是从那

年的雨季开始的。 村庄不大， 极其宁

谧。 一条潺潺流淌的小河把村庄分成

东西两半， 一座小桥则是联缔两岸的

纽带。 孩子们在秋天入学， 又在落雨

的秋天离去， 候鸟一样。 我徘徊在朴

素的乡村校园里， 听不到人流如潮的

喧哗， 只听到秋雨打在梧桐树叶上唰

唰的声音， 如一曲凄婉的二胡。 那样

的雨天， 聆听着丝弦般的雨声， 我紧

绷的灵魂舒缓下来， 郁闷释放了， 躁

动而疲惫的心变得沉静安宁， 心绪远

离了局促的现实， 飘向性灵的远方。

秋雨淅沥的夜晚 ， 我走进梭罗的

《瓦尔登湖》， 字里行间闪烁着哲理的灵

光， 那甘醇、 悠扬、 纯净的文字， 引领

我们进入自然， 进入清凉宁静的澄明之

境， 每一个毛孔都吮吸着幸福； 我走进

晋人的书法， 体验一种绝世的灵动和飘

逸。

我在乡土文学的沃土中耕耘 ， 我在

教育的天空中仰望， 我在尘世之中、 烟

火之外穿行， 我成为村庄的一棵会流泪

的苦楝树， 一株筛风弄月、 清秀俊逸的

芦苇。

有雨声装饰的时光是诗意的 、 唯美

的。 让潇潇雨声一滴一滴入耳， 直落到

我们的心上， 打湿我们的情感， 使我们

的心变得润泽起来。 雨声像一缕薄薄的

轻纱笼罩着我们的心境， 把一切世俗烦

恼 、 物欲横流都挡在身外 ， 真正进入

“不以物喜， 不以己悲” 的超然境界。

独倚窗前， 葳蕤的树叶在灯光的映

照下噙着点点晶莹的泪滴 。 我总想起

《诗经·国风·郑风·风雨》 中 “风雨凄凄，

鸡鸣喈喈。 既见君子， 云胡不夷” 的句

子， 凄风冷雨中， 情人欢聚， 何其欣喜。

我铺开粉红色的信笺向她倾诉自己的孤

寂 、 理想和爱慕 。 在一个秋日的黄昏 ，

我和她相约于芦花摇曳的圩堤上。 残阳

如血， 秋风似歌， 我们相偎的身影凝固

成一幅油画。

雨后天空湛蓝清远 ， 像收割后的

打谷场 ， 清爽疏旷 。 莲花瓣似的云朵

漂浮在半空中 ， 银子一般耀眼 。 灰褐

色的树叶像一只只疲倦的蝴蝶 ， 在秋

风中簌簌而下 ， 仿佛一滴滴离别的眼

泪 。 河滩上芦花纷飞 ， 映着苍苍秋水 ，

令人想起采薇蒹葭之章 。 几株狗尾草

在 风中 摇曳 ， 黄色 的 草 尖 轻 沾 水 面 ，

流泻幽深的诗意 。 长空中飞过一行大

雁 ， 那高亢嘹亮的鸣和之声汇成激越

的浑天清响 ， 久久回荡于旷野 。 远处

颓废的古窑无言伏卧 ， 似饱经沧桑的

祖父在冥想过往的时光 。

教学生涯最美的一道彩虹

■

山东省鄄城县鄄城镇第一完小 申星

那年， 我在一所乡镇中心小学当了一年

的支教老师。

那一年 ， 我和学生们共同上好每一节

课， 我们在学校的杨树下无忧无虑地做游

戏， 在简陋的操场上认真地做操， 在学校前

面的小河边捉小鱼、 研究蝌蚪， 还在第一场

雪后打雪仗……那一年， 同学们送给我熟透

的苹果、 亲手用柳枝编制的花篮……那一

年， 我们班得了全校会操比赛第一名， 荣获

学校庆六一文艺演出一等奖、 “迎新年” 合

唱比赛二等奖……

孩子们说 ， 支教老师似乎永远没有烦

恼， 微笑总是挂在脸上， 格外和蔼可亲。 支

教老师最爱给他们讲故事、 教他们唱歌……

孩子们常常拉着我的手问： “老师， 您可不

可以多教我们一段时间， 可不可以不走啊？”

我们离开的那个上午， 孩子们一大早就

来到学校为我们送行。 接我们的车到来之

前， 孩子们还在有说有笑。 但当我们把行李

往车上放时， 不知是谁发出了第一声抽泣，

之后便一发不可收拾， 特别是小姑娘们， 抱

在一起， 泣不成声。

孩子们依依不舍地拉着我的手， 天真地

说： “老师， 您可以不走吗？” 他们紧紧地

挽住我的胳膊、 抓住衣角， 尽管眼泪和鼻涕

蹭得我满身都是， 尽管胳膊和双手都被他们

拉疼了， 但此情此景， 真令人终生难忘！ 我

心里高兴着、 感动着， 眼泪情不自禁地流了

下来， 我抚摸着他们的小手， 安慰道： “老

师一定会回来看你们的……”

支教回来后， 转眼半年过去了， 我时常

感到那一双双清澈的眼睛在盯着我。 有时，

脑海里会涌现他们做不出试题到办公室来求

教时着急的样子。 记得有一次我生病了， 他

们把小脑袋探进我的宿舍门， 流露出怯怯而

又探寻的目光； 还记得孩子们从我手中拿过

奖品时， 他们脸上情不自禁流露出的满足和

骄傲……这些时光已经成为我生命的一部

分。 我想起那天的承诺， 觉得应该回去看一

看他们了。

去年冬天的一个下午 ， 和他们现任班

主任打过招呼后， 我独自回到了那所曾经

支教一年的小学校。 孩子们已经上六年级

了， 他们是否因长大了许多而变得沉稳了？

是否对我已经有些生疏了？ 我猜测着 ， 心

跳加速了。

见到我时 ， 他们几乎是飞奔着簇拥过

来， 蹦蹦跳跳地还是那么活泼可爱。 我们又

一次来到学校前面的那条小河边， 仿佛又回

到了一年前的美好时光……

一个短暂的下午很快就过去了。 孩子们

送我搭上最后一班车。他们送给我许多礼物：

美丽的卡通卡片、柳条和芦苇编制的花篮、果

盘……他们的纯真感动着我， 看着他们的笑

脸，我从心底最深处产生一种感激之情。回头

看着他们渐渐远去的身影， 我发现他们真的

长大了， 分别时没了当初的泪眼婆娑。

车上， 我闭上眼睛禁不住泪水流淌， 脑

海中满是和他们一起欢笑的情景， 仿佛又一

次听到他们的祝福： “敬爱的老师， 我们忘

不了您带我们捉小鱼、 打雪仗， 忘不了您带

我们观察小蝌蚪怎么变成小青蛙， 忘不了您

在我们遇到困难时投来鼓励的目光。 我们真

舍不得与您分别！”

距离当支教老师的日子越来越远 ， 孩

子们天真可爱的笑脸有些模糊了 ， 但我知

道， 那是我教学生涯中值得珍藏终生的一

道彩虹。

园丁手记

孩子们略显幼稚的文字让我回想到曾经拥有赤子之心的自己，让我找

回了早已丢失的童真。 他们就像一个个天使，降落人间，只为了拯救他人。

生活小记

孩子们说， 支教老师似乎永远没有烦恼， 微笑总是挂在脸上， 格外

和蔼可亲。 支教老师最爱给他们讲故事、 教他们唱歌……

即使我们是凡夫俗子， 但倘若我们能把每一天都当作 “礼物”， 那我们的生命也就有了非凡的意义———因为我

们品尝到了幸福。

影视笔记

把每一天都当作“礼物”

■

安徽工业大学文法学院 魏邦良

生命的意义是什么呢 ？ 电影 《夏洛的

网》 几个不同的角色给出了不同的答案。

小猪威尔伯的命运无疑是凄惨的 ， 因

为， 长期以来， 猪对人类的贡献就是成为餐

桌上的腊肠和熏肉。 威尔伯出生于春天， 却

可能看不到冬天飞舞的雪花， 人们在圣诞节

前， 就会把它送入屠宰场， 然后是熏肉房。

之后， 活蹦乱跳的猪成了美味可口的猪肉。

是蜘蛛夏洛让它逃脱被宰杀的厄运的。

为了提高威尔伯的知名度， 让人们放弃将威

尔伯制成熏肉的想法， 夏洛绞尽脑汁。 它先

是在网上给威尔伯织了一个词———“与众不

同的猪”， 然后又给威尔伯编织了 “了不起”

三个字。 不过， 威尔伯虽引起了不可思议的

轰动效应， 但它的命运似乎难以逆转， 因为

年年都要过圣诞节， 而圣诞大餐岂能缺少熏

肉？

可怜的夏洛， 搜索枯肠， 再也找不出能

让威尔伯熠熠生辉的词了。 它请老鼠邓普顿

为它寻找旧报纸以激发灵感。 向来自私的邓

普顿一口拒绝， 夏洛则循循善诱： “威尔伯

能活下来， 猪栏里就有泔水。 而它的泔水有

一大半被你享用了。” 邓普顿见有利可图，

改口答应。 它冒着被老鹰啄瞎眼睛的危险，

为夏洛 “啃” 来一个词———“光彩照人”。

可是这一切仍旧不足以改变威尔伯将要

被宰杀的命运。 于是， 夏洛决定陪威尔伯去

当地农贸市场参加一次竞赛， 如果威尔伯能

在竞赛中获奖， 它就能逃过在冬天降临之前

被宰杀的厄运。 此时的夏洛， 已怀有身孕，

即将产卵， 可它仍决定冒险和威尔伯一道赶

赴赛场， 因为倘若它不亲临赛场， 威尔伯几

无获胜的可能。

集市上， 威尔伯的竞争对手是一头真正

“与众不同的猪”， 它魁梧、 彪悍， 和威尔伯

相比， 果真 “光彩照人”。 那么， 怎样让威

尔伯在这场实力悬殊的比赛中脱颖而出反败

为胜呢？ 夏洛陷入沉思。 好在老鼠邓普顿找

来的废报纸让夏洛灵机一动， 在威尔伯的头

上织成两个字———“谦卑”。

果然， 威尔伯用貌不惊人的 “谦卑” 力

克 “光彩照人” 的竞争对手， 荣获金奖。 导

演通过这一细节， 告诉我们， 所谓 “与众不

同”、 “光彩照人”、 “了不起” 虽然炫目一

时， 但却像烟花一样， 闪耀之后， 迅疾归于

沉寂； 而朴实无华的 “谦卑”， 虽润物无声，

却深入人心。

为了拯救威尔伯， 夏洛耗尽了智慧和力

量。 它的身体逐渐衰弱， 已无法随威尔伯一

道荣归故里。 它把装着自己孩子的卵袋托付

给威尔伯之后 ， 含笑而逝———因为它的牺

牲， 恰恰让它实现了自己的生命价值。 临终

前， 它说了一番话安慰悲痛的威尔伯： “生

命到底是什么啊？ 我们出生， 我们活上一阵

子， 我们死去。 一只蜘蛛， 一生只忙着捕捉

和吃苍蝇是毫无意义的， 通过帮助你， 也许

可以提升一点我生命的价值。 谁都知道人活

着该做一点有意义的事。”

夏洛是个崇高者， 其生命的意义就在于

牺牲自己， 拯救他人。 而对于像威尔伯那样

的 “凡夫俗子”， 它们生命的意义又是什么

呢？

这个问题， 电影 《夏洛的网》 也给出了

答案， 那就是享受生命中每一个貌似平凡实

则珍贵的日子。 当威尔伯终于可以活下来过

冬后， 夏洛对它说： “秋天的白昼要变短，

天气要变冷。 树叶要从树上飘落。 圣诞节于

是到了， 接下来就下冬雪。 你将活下来欣赏

冰天雪地的美景。 冬天会过去， 白昼又变

长， 牧场池塘的冰要融化。 北美歌雀将回来

唱歌， 青蛙将醒来， 和暖的风又会吹起。 所

有这些景物、 声音和香气都是供你享受的。

威尔伯， 这个美好的世界， 这些珍贵的日

子。”

夏洛这番话让我想起波兰诗人切·米沃

什那首名叫 《礼物》 的诗：

如此幸福的一天。

/

雾一早就散了， 我

在花园里干活。

/

蜂鸟停在忍冬花上。

/

这世

上没有一样东西我想拥有。

/

我知道没有一

个人值得我羡慕 。

/

任何我曾遭受的不幸 ，

我都已忘记。

/

想到故我今我同为一人并不

使我难为情。

/

在我身上没有痛苦。

/

直起腰

来， 我望见蓝色的大海和帆影。

是的， 即使我们是凡夫俗子， 但倘若我

们能把每一天都当作 “礼物”， 那我们的生

命也就有了非凡的意义———因为我们品尝到

了幸福。

该说说老鼠邓普顿了。 是它帮助夏洛找

到了 “光彩照人” 和 “谦卑” 这两个举足轻

重的词。 倘若没有它的帮助， 夏洛仅凭一己

之力是无法拯救威尔伯的。 不过， 邓普顿之

所以冒着风险不畏辛苦去搜寻词汇， 主要目

的是为了分享威尔伯的泔水。 当威尔伯请邓

普顿帮忙取下夏洛的卵袋时， 邓普顿一口回

绝， 而当威尔伯以奉送自己的泔水作为交换

条件时， 老鼠则一口答应。

在邓普顿费力地取出卵袋时， 衰弱的夏

洛真诚地对它说： “谢谢！” 这一声 “谢谢”

其实表明了导演对邓普顿的态度： 一方面，

邓普顿的贪婪自私是毋庸置疑的 ； 另一方

面， 它也确实为威尔伯和夏洛做了一些有益

之事。 既然如此， 对于动机自私、 行为却有

益于他人的邓普顿， 我们理应心存感激。 导

演以此呼吁人们要学会宽厚与包容。

我们不可能要求每个人都像夏洛那样，

牺牲自己， 拯救他人， 但只要我们憧憬每一

天、 善待每一天、 享受每一天， 我们的生命

就有了意义。 即使自私如邓普顿， 因为曾助

他人一臂之力， 其浑浊的一生也有了闪光之

处， 其原本浑浑噩噩的生命也因此有了意义

和价值。

孩子们的纯真梦想

■

山东省济南市第十一中学 尹广学

在学习了马丁·路德·金的 《我有

一个梦想》 之后， 我布置了作业： 以

“我有一个梦想” 为标题， 写一段文字

谈谈自己的梦想。

对于 “梦想” 这一命题 ， 我不敢

奢望学生能写出多么好的文章， 我所

说的 “好” 不是指文笔优美， 而是指

内容丰富、 思想深刻。 你想， 在这个

似乎 “一切向钱看”、 有人叫嚣着 “别

跟我提感情， 提感情多伤钱啊” 的环

境中， 孩子们能有什么惊天动地的梦

想呢？

早先， 一位南方的老师在公开课

上告诉学生 ， 长大后就要 “挣大钱 ，

开好车 ， 住大房子 ， 娶美女 ”。 前不

久， 一位北方著名大学的教授， 对即

将毕业的学生说： “当你

40

岁时， 没

有

4000

万身价不要来见我。”

我们身边的情况如何呢？ 那一天，

我给一位老师介绍我最近读过的一本

散文书， 那位德高望重的男老师竟然

严肃地问我： “都什么年代了， 读书

有用吗？” 奉劝我多挣钱， 少看书。 一

位年轻的女老师也表示认同， 而周围

的老师沉默不语。

所以， 让身处这个物欲时代旋涡

中的学生写自己的梦想， 还真有点儿

冒险。 交上来的作业不会是一串串带

着货币单位的天文数字和一大堆大牌

明星的芳名吧？ 我暗自嘲笑自己， 果

真那样， 我该怎么给他们批阅呢？

等作业一交上来， 我就放下手头

的工作， 赶快去做 “鉴定”。 这些待鉴

定的文字 ， 是写在一张张纸片上的 ，

纸片大小不一 ， 有的是从 “大演草 ”

上撕下来的， 有的干脆用了

1/4

的试卷

的反面 。 有的还算整齐 ， 方方正正 ；

有的歪歪斜斜， 甚至还带着毛边……

看着这些作业 “不修边幅 ” 的模样 ，

我的心凉了半截。

还 是 看 看 这 些 纸 片 上 的 文 字

吧———

我有一个梦想 ， 梦想有一天成为

校长 。 学校再没有这么多条条框框 ，

老师们教得轻松自在 ， 学生们学得

意气风发 。 再没有分数的迫害 ， 再

没有排名的压力 ， 每个人都能找到

自己的所长 ， 每个人都能呼吸到自

由的空气……

我有一个梦想， 梦想有一天成为

医生。 花去整整

10

年的时光， 我终于研制

成功了肿瘤疫苗……看着家属们的笑脸，

看着病人们日益强健的身体， 幸福在我

心中激荡……

我有一个梦想 ， 梦想有一天成为富

翁。 我将用我所有的收入， 建世界上最

好的房子、 最美的花园、 最先进的大学、

最好的图书馆 。 那些孤苦无依的老人 、

孩子、 流浪汉， 都将被请到这里……

我有一个梦想 ， 梦想有一天成为天

使 。 我把理想之箭射向庸庸碌碌的人

群， 他们立刻精神起来， 急着寻找自己

的希望。 我把回忆之箭射向那群大腹便

便的 “老爷 ”， 他们立刻收敛了堆在脸

上的浮笑， 想起了来之不易的生活。 我

把清醒之箭射向滚滚红尘， 那些油腻的

思想 ， 那些沽名钓誉的身体， 立刻平息

下来……

我一口气读完了所有的纸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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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作

业确实有不少都提到了 “钱”， 但他们大

都是为了别人， 要么是照顾自己的亲人，

要么是救济那些困难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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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不起眼的

纸片， 就是

52

个精致的梦想。 多么真诚的

文字， 多么纯真的愿望啊！ 孩子们略显

幼稚的文字让我回想到曾经拥有赤子之

心的自己， 让我找回了早已丢失的童真。

他们就像一个个天使， 降落人间， 只为

了拯救他人。

许多年前， 俄国文学家果戈理和中

国文学家鲁迅都曾发出 “救救孩子” 的

强烈呼声， 可现在， 我们这些大人沉溺

在名利场中太久， 已伸不出救人的援手，

反而要等着孩子们来拯救……

时代小札

这位已年过

40

， 并有一个孩子的母亲说： “我的父母都已经过世，

易老师就是我的母亲， 我要尽点孝心， 让她安度晚年。”

“夫子” 老钱

■

湖北省武穴市实验高中 方军勇

“夫子”姓钱，文弱老成，戴着圆框眼镜，

书生气十足。

他酷爱读书， 趣味纯正， 又喜欢作诗、

填词， 是校园里的另类。 我们送他 “夫子”

一号， 揶揄其不合潮流、 古典传统。

偶尔聊起往事， “夫子” 告诉我们， 高

三时， 如果历史老师或政治老师请假， 就安

排他给同学上课。 “夫子” 是个诚实的人，

这话应该不假， 我们开始对他刮目相看。

“夫子” 说自己小学三年级就开始阅读

古典名著， 《红楼梦》 中的所有诗词都烂熟

于心。 我们不信， 把 《红楼梦》 翻开， 挑了

一首考他， 果然张口就背。 再挑， 再背， 毫

无差池。 寝室卧谈会， 论及政治 、 历史话

题， 开始是群雄逐鹿， 大家慷慨陈词， 互不

相让。 渐次， 成了 “夫子” 一人舌战群雄。

他记忆精准， 思想深刻， 知识广博。 我们三

言两语即招架不住， 只好以胡诌、 狡辩、 转

移话题来应对， 最终以 “夫子” 作个人演讲

而结束。

“夫子” 喜欢卧读， 晚上早早洗完脚上

床， 就半倚床头看书。 “夫子” 读书时， 神

情专注， 若有所思， 时而双眉微蹙， 时而嘴

角含笑， 真是风景自出。

在 “夫子” 潜移默化的影响下， 卧读在

我们寝室流行起来。 特别是在冬日早晨， 阳

光煦暖， 透过玻璃窗铺展在架子床上。 我们

拥被半躺， 一边晒太阳， 一边看书， 间或交

流几句， 安闲惬意。 此时读书， 无关学业压

力， 只是为兴趣而读， 为学识而读， 享受纯

粹的读书之乐。

“夫子” 常周末回家， 其家离学校十几

里路远， 我去过。 我原以为他一定有个书

房， 书房里的书架直通天花板。 可到了他家

一看， 才发现跟一般农户家没有区别， 他的

房间只有几十本书而已。 原来， “夫子” 博

览群书， 主要是借阅， 跟亲友借， 从图书馆

借。 书， 非借不能读也， “夫子” 印证了这

个道理。

“夫子” 回家时， 必定背上一布袋借来

的书。 他读书的原则是博览专攻， 有计划、

有步骤。 回家之前， 他会列出相关书目， 认

真挑选， 确定之后， 才去图书馆借。

“夫子” 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情有独钟，

尤其推崇儒学。 他对儒学发展史了如指掌，

而且有自己独到的评价。 看书时， 他会随时

记下有用的东西， 或者写下零星思考。 厚积

薄发， 他的论文一篇又一篇出世， 有的传到

教授手中， 令教授称奇。 渐渐地， 中文系的

教授们都知道有个绰号 “夫子” 的学生读书

多， 读得好。

有一次上大课， 课间休息， “夫子” 被

某教授叫了出去。 两节课结束， 他才回来，

表情激动， 脸色发红， 双唇微颤。 我们问他

怎么了。 “夫子” 说某教授同他讨论儒学问

题， 两人激辩两节课， 谁也无法说服谁， 只

好约定日后再交流。 此事一出， “夫子” 的

名声陡然大增。

“夫子” 唇薄， 安静时文质彬彬， 一旦

论战， 必然两眼放光， 声调上扬， 言辞犀利，

气势逼人。 而教授儒雅， 说话慢条斯理。 两

人一少一长， 一快一慢， 风格迥异， 不知演

绎出怎样的精彩。 只可惜我等无福眼观， 只

好空自想象。

“夫子” 毕业回到小城教书。 小城注重

应试教育， 读书空气稀薄。 “夫子” 找不到

论战的对手， 很寂寞。 两年之后， 他去了南

方一所公立名校。

电影 《蝴蝶》 剧照

为“母亲”尽点孝心

■

新疆伊犁师范学院 隗峰

易英娟， 可可达拉农场一位普通的

乡村教师， 从教

30

余年，

1993

年退休， 今

年因肺气肿 、 脑梗住院三次 。 出院后 ，

她很想找个保姆， 但却不能如愿。

易老师的这些烦心事， 被她

30

年前教

过的学生孙华知道了。 这位已年过

40

， 并

有一个孩子的母亲说： “我的父母都已

经过世， 易老师就是我的母亲， 我要尽

点孝心， 让她安度晚年。” 她收拾行李，

从百里之外赶到易老师的身边。

来到易老师家 ， 见到老师那一刻 ，

她忍不住泪水直淌 。 她万万没有想到 ，

过去和学生们一起打土块建校园， 一起

参加乒乓球、 篮球比赛， 培养了一批批

学生的老师， 竟瘦弱成了这样， 让人几

乎不敢相认。

她不敢有丝毫懈怠，为了不让老师操

心，把什么事情都包揽了过来。 三顿饭安

排得有条有理、丰富多彩。 每天一大早就

上菜市场， 买老师喜欢吃的绿色食品；打

鲜奶、煮鸡蛋，用鲫鱼、土鸡肉炖汤；自己

动手擀面，擀得薄薄的，切得细细的……两居

室的房子也被她收拾得干干净净、舒舒服服。

孙华心里琢磨 ， 要想让老师身体很快

恢复， 就得让她开心。 于是， 这位学生有

空就与老师聊天 ， 回忆过去的往事———易

老师心灵手巧， 裁剪不学自通， 许多学生

穿的衣裤都出自易老师的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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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代， 易老师的家就是学生的家 。 放了

学， 家长们还未下班， 孩子们就吃在老师

家、 睡在老师家。 有时， 老师还点上灯为

学生辅导功课……一桩桩往事常常引得师

生开怀大笑。

孙华还多次向易老师表白： “我数学学

得不太好， 但你一点拨我就明白 ， 每次考

试， 我都能及格。” 她还带着有点嫉妒的口

吻说： “小英子能成为南京大学的博士， 您

是不是对她偏心了？”

孙华还陪易老师去户外散步， 做做操，

唱唱歌， 偶尔在家也玩玩麻将， 说是能防止

老年痴呆。

孙华到易老师家快

3

个月了。 易老师的

心情好了， 精神提起来了， 脸也有血色了，

走起路来， 腿也有劲儿一些了。

岁月回首

“夫子” 说某教授同他讨论儒学问题， 两人激辩两节课， 谁也无法

说服谁， 只好约定日后再交流。 此事一出， “夫子” 的名声陡然大增。

美丽心情

我徘徊在朴素的乡村校园里， 听不到人流如潮的喧哗， 只听到秋雨

打在梧桐树叶上唰唰的声音， 如一曲凄婉的二胡。

电影 《夏洛的网》 剧照

秋雨浸润下的美丽

放飞梦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