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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夏，我考取了高邮师范学校，
成了一名中师生。那年，因落实“抓纲治
国，大干快上”的精神，高考扩招。新增招
的几个大专师范班进了高邮师范，本该进
高邮师范的中师生，就都留在了各县教师
进修学校，取名为高邮师范××分校，独
此一届。

高邮的80多名学生，按年龄分成了
大、小两个班。拨乱反正的年代，还没有
配套的中师教材，用了当时的高中课本和
师范生必读教材，未开英语、生物等课。
先后任我们大班课的有进修学校的老师
和师范过来兼课的老师。

卢善诚老师教我们语文。一开学，学
校组织看电影，大概是《巴山夜雨》，台词
中有一句古诗“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
明又一村”。第二天语文课，上课伊始，卢
老师什么也不说，用粉笔在黑板上抄写了
陆游的《游山西村》：莫笑农家腊酒浑，丰
年留客足鸡豚。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
明又一村……跟着板书，同学们读完了
诗。借着昨晚的电影，卢老师完整讲解了
这首诗。卢老师的粉笔板书，圆润，奔放，
自成一格，耐看。卢老师的朗诵，像扬州
韵白，耐听。这一课，开始了卢老师对我
们的语文教学。平时，卢老师说得最多的
一句话就是，散文要做到形散而神不
散。

一学期后，语文课分成了语文基础知
识和文学（含作文）两部分，卢老师教语文基
础知识，任俊梅老师教文学课。任老师的
语速较快，许多古诗词信手拈来，妙语连珠，
出口成章，更有许多独到的见解。她讲鲁
迅的《祝福》，讲曹禺的《雷雨》。课后指导分
角色朗诵《雷雨》片段，用录音机录音，到班
上播放，增强大家对课文的感受。

两周一次的作文课，同学们都比较期
待。两位老师作文教学略有不同，卢老师
细腻一些，规定题目，提出要求，以及课文
中范文的学用等。任老师相对粗放一些，
提出大要求，题目自定，自由发挥，学生的
想象空间大一些。两位老师对学生习作
的批改，细心认真。作文本发下来，大家
都急急地翻看老师的评语。当时班上许
多同学都订了文艺期刊，《北京文艺》《山
西青年》等等，写作的冲动不免在作文中
有所表现。两位老师都要求我们，要用好
白描手法，写景状物摹人，都要实实在在，

尤其是写人的词语要恰当，要与人物
相匹配。

杨国新老师是小班的语文老师，
兼我们班的地理课。印象深的是杨
老师的板书，潇洒、流畅的行书，一笔

一画都那么认真到位，让人见识了什么是
黑板上的书法。杨老师爱在课上有机地
针砭时事，揭露文革恶果。杨老师爱好音
乐和体育，常听到他在办公室自弹自唱；
县里开体育运动会，他带领我们两个班的
学生去当裁判，做服务。

杨玉喜老师教小班数学，见人笑眯眯
的。我们听过他的一次数学讲座。讲座
开始就说，说得好，是材料好，说得不好，
是我的口拙。然后给我们介绍什么是无
公度线段，诙谐的语言，加上手势的比划，
又用粉笔在黑板上展示出了一个开放的
螺旋图……可惜，这类开阔学生眼界的讲
座，学校开得太少了。

教师进修学校没有艺术类课的专职
老师，这类课都是师范老师过来上的。体
育课专门到师范里面去上，老师姓张，至
今还记得他教我们单、双手投篮的要领。
美术课是陈景国老师，音乐老师先后有崔
老师、奚老师、黄永璋老师和乐军老师。
崔老师矮矮胖胖，还记得他的一句话：琴
键盘中间的键是中央C。奚老师瘦瘦的，
乐老师胖胖的，都漂亮精神。大家爱上美
女老师的课，但有些同学对音乐的还课有
点抵触，生怕老师点名检查乐理知识。后
来奚老师不给我们上课了，临时代课的王
光照老师在课上说，能有奚老师给你们上
课，是你们的福分，你们不珍惜。我们这
才知道奚老师的专业是非常好的。然后
就是黄永璋老师代课，他是教育局机关
的，教我们唱民歌情歌。至今还记得那句
歌词：驾着拖拉机的情郎哥哥哎，情郎哥
哥哎，我的心没有变……后来就是乐军老
师上课，乐老师声情并茂的歌唱，赢得了
大家的好感。不久，班上的艺术课分成美
术和音乐两大组，分开上课，结果班上很
多人都报了美术，愿上音乐课的不多。在
班主任动员下，我放弃美术报了音乐。分
班后，乐军老师严格的一面充分显示了出
来。乐理知识还课从不马虎，风琴练习个
个过关，考试内容是电影《百万英镑》上的
一段曲子，左右手搭配，当面弹给她听。
进修学校没有琴房，弹琴要到师范琴房去
抢琴，很不方便，然而没有人偷懒，不敢！
被一个和你差不多大的漂亮女老师批评，
多没面子。

老师们尽心尽责的工作态度，绘声绘
色的讲解点拨，让我们终身受益。

我的中师老师们
□ 汪泰

1968年，我12岁，小学六年级毕业，来到县
吴堡中学读书。当时的吴堡中学是在上世纪50
年代末就有3个初中级部的底子上新创办的一所
完全中学，有7个班级。

那个时期，因交通不便，学校住宿生较多，后
勤压力较大，早中晚都需有洗用饮水，伙食也不
能差。好在国家在很困难的情况下，对完全中学
都有一定的粮油与煤炭等物资补贴供应，再加之
学校有小农场的十几亩蔬菜庄稼田，每周每班安
排两节学农劳动课，师生亲手种植，收获丰盛，才
减缓了一些可能随时爆发的矛盾。但即便如此，
学校也要紧跟大的形势，故教室外墙上定期都有
各班大字报专栏，每两周安排一次批斗会，主要
是针对“走资派”与“学术权威”的大会，全体师生
都参加。

与几个走资派等一起批斗的，后来多了个叫
张愈的年轻老师，高个子，短下巴，颧骨突出，脊
背已有点弓。张老师原本是苏州师院的数学高
材生，理科文科都精通，上课轻松自如，口若悬
河。更稀奇的是他课外能自装修理收音机，弄得
宿舍里老是有叽叽哇哇的电流声，引来校革会的
老师常派学生到他住处外偷听，但除了中央人民
广播电台“新闻联播与报纸摘要”，再就是“八大
样板戏”，找不到所谓“破绽”的东西。也巧，为了
丰富同学们的文化生活，学校利用晚自修组织各
班学唱学演革命样板戏，高二排演《白毛女》，高
一《沙家浜》，初三《红灯记》，初二我们班《智取威
虎山》，主要角色因班里人才而定，缺人就老师空
降支援。徐春庠老师助演杨白劳，黄俊老师助力
男中高音唱腔，赵旭东老师拉二胡，陈春啸老师
拉京胡，唐鉴老师帮助提台词，张愈老师就各班
轮流跑，当个总导演兼管教锣鼓琴板的配打。学
校组织学军60里长途拉练到高邮，张愈老师是先
锋联络官，晚上安排我们集体铺稻草当垫子住邮
中教室，第二天上午带去电机厂给矽钢片打毛
刺，下午就请来戏剧名家讲课。

那时候晚自习，老师都不需坐在班上，全由
班干管理，大家也都很自觉地看书学习。教英语
的年轻老师黄俊却常上班里来，想辅导我们提高
英语水平。他南京师院英语本科毕业，再加之音
质醇厚，在课上读起单词句子来，我们就像听到
了天籁之音那么美妙动听，又像听到天外之音那
么陌生遥远。“我是中国人，何必学外文”，一时因
其流毒影响，大家对英语只是学学玩玩，并不当

回事。但为了不驳老师的面子，有时就假意问些
单词短语，其实是给班上同学起绰号，譬如“黑
人”“癞子”“大麻子”等，后来胆大的也给黄老师
起了外号，叫“白头翁”，是因为老师头上有几根
白发。我那时顽皮，竟装模作样、拿腔拿调地念
了几句，引起一阵哄笑。黄老师微笑着摸了摸我
的头，什么责备的话都没有。

那时吴中的老师大都有科班背景，但也不乏自
学成才、功底深厚的中年骨干。如从高一起就教我
们语文的陈春啸老师，他出身书香门第，天资聪慧，
棋琴书画样样拿手，行为举止温文尔雅。在课堂上，
他声音不高，但柔和清新似富有磁性；板书秀丽灵
动，脱俗不凡能自成一体；教学流程自然合理如风行
水上。上他的课既有一种“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
声”的受熏陶之感，也有“如听仙乐耳暂明”的酣畅淋
漓之得。

我上到高中时，班主任换来了贾镛老师，他从
南京师院毕业后，到边地支教过几年，调来吴中有
三十多岁的样子。贾老师为人亲和，笑呵呵的像个
弥勒佛，在同学们心目中威信很高。他处理班级的
事，放手让班干去做，极大地调动了大伙的积极性，
班级始终充盈着上进的氛围，各个方面都走在全校
的前列。贾老师上数学课，课堂特别活跃，那些枯
燥的三角函数公式，眨眼之中，经他一番魔术师般
的口说手写，就由先前一条条冷冰冰的铁锁链变成
了一根根亮晶晶的珍珠项链。

让吴中同学难以忘怀的还有一位被称为老陆
的后勤上的老职工，五六十岁，头发花白，瘦骨嶙
峋，沉默寡言。他干的事似乎特别多，每天要准
时摇铃打钟，要油印讲义兼后勤保管，周日下午
要给到校的住宿生带伙的米称秤，停电了要给老
师们灌煤油擦灯罩，给教室掌汽油灯。他忠于职
守，任劳任怨，从不叫苦叫累。

上世纪70年代中后期，这一批老师陆续离开
了吴中，走上了新的工作岗位。他们在那个动乱
的年月里所表现出的忍辱负重、敬业爱岗、忠诚
事业的高尚品格与火热的工作热情及超人的才
智，永远留在吴堡中学所有同学们的心中，生根
开花，结出硕果。

我的中学老师们
□ 蔡 明

没想到，这一年下来没有攒够还债
的钱。心里面盘算，找亲戚朋友借一点，
将债还上。转而一想，这样拆东墙补西
墙，终究还是个债，绝对不是个好办法。
妻子说：“向人家打个招呼，过一段时间
再还上呗。”我不这么认为。当初因房子装修缺
钱的时候，只是一个求助电话，人家很爽快地答
应借钱，连一个条子也没有，更不用说利息了，足

以说明人家对我的帮助、对我的
信任，用“雪中送炭”形容并不为
过。到了还钱的时候，我怎么可
能出尔反尔呢？我下定决心，无
论想什么办法，都必须按时将钱
还给人家。

妻子是个明事理的人。她看
出了我的心思并改变了延迟还钱
的想法，特地告诉我，她快要发工
资了，给我补齐欠缺的那部分钱，
将债务还清。我犹豫不决，迟迟没
有表态。她在一家作坊式的小企
业上班，平时只发生活费，工资年
终结算。那天工资刚领回来的时
候，先要我给她对账，发现没有差
错时，她才打开包裹。说是包裹，
其实是用报纸将钱裹着。她将报
纸左一层右一层地打开，好不容易
才见到里面一沓沓崭新的人民
币。在数钱的时候，我发现她的手
有些颤抖，数了好几次也没有数清
楚。我开玩笑地说：“要不，给你买

个验钞机？”她头也不抬地答复我：“不
买，你就是小狗。”数完钱，她问我：“你这
次还债究竟差多少钱？”我装作没有听
见，她又问了我一次，我才勉强答复：“不
告诉你。”我为什么不告诉她，是因为我

压根不忍心用她的钱还债！她的钱挣得太辛苦，是
靠着每天加工成千上万个螺丝积累起来的。这种
实实在在的体力活，连我都干不了，何况一个年过
半百的女同志。我很惭愧，俗话说“丈夫无能妻受
罪”，如果我能挣到好多的钱，她也没有必要起早贪
黑地去干活。现在用她的钱去还债，我于心何
忍？

困难再多、再大，债务还是要及时还清的。我
想到了一个两全之策——“借”，这是个老办法又是
个新创意，就是不向别人借，避免“拆东墙补西墙”
的恶性循环，而是向妻子借，给她打一张借条。她
埋怨我：“找人家借钱也没有打过借条，夫妻之间反
而打借条，这个做法让别人看起来多觉得可笑，岂
不是多此一举吗？”我没有正面答复，而是借口说：

“这个借条能作为我们还债的一个佐证，要不然还
人家的钱从哪里来的，也没有一个依据呀。”可我真
实想法是：有了借条，也就有了我限期还钱给她的
义务。再者，这张借条不仅给我以精神慰藉，至少
说明我没有直接拿她的钱去还债的意思，而且通过
借条见证她的辛劳，使我常怀愧疚之心，增添挣钱
养家的决心。

我本打算通过微信转账的方式还债，这样既便
捷又能留下痕迹。再一想，便觉得不妥当。人家借
钱给我的情分，不能一“点击”了之，我得当面表示
感谢。

还债
□ 韦志宝

郭三掏出钥匙，足足拧了三圈，枣色的防盗门
“咔”地开了。厨房里，小琴系着围裙，正“乒里乓
啷”地忙活。

“郭三，去，买瓶醋！”小琴头也不抬地吩咐。
今天星期天，孙子不上补习班。郭三瞄了一

眼，果然，小祥抱着手机，坐在书房里笑哩，不晓得
又迷上了什么玩意。唉，都是为了他呀！120万
买个学区房！儿子是个装潢小老板，一甩手80
万，准备再贷40万。郭三细细一算，利息一大
堆。干脆把老家一松手，得了38万。新房是个婚
房，直接入住。房主姓姜，年轻人，儿子跟他签的
字。

“好好，我去。”郭三应了一声。
郭三买回来醋，桌上已经铺开了碗碟。红的

鸡翅，白的鸡汤，绿的青菜……孙子慢腾腾往桌边
挪步，手机依然捧在手里。

郭三叉了一筷子青菜，“小祥啊，手机粘在手
上啦！再这样，我叫你爸爸回来……”

孙子嘴一撇：“叫呀，你叫呀，我正要告诉他
呢，天天让我啃鸡翅！哼！”

“为你上学，花一百多万！眼看就是初中生
了！不能总是吃！吃！手机！手机！”郭三说着把
青菜塞进嘴里。

“人家高中生还玩手机呢！大学生更玩！”小
祥理直气壮地反驳。

“啊，呸！”郭三把嘴里的青菜吐了出来，把孙
子吓得摔了手机，“这……这什么菜呀！”

“菜怎么啦？”小琴连忙问。
“有怪味呢！”
“青枝绿叶的，我拣好的买的呀……”小琴分

辩道。
“有股药水味！你尝尝，哪里像我们家种的

菜！”郭三送了几根到老婆的碗里。
小琴嚼了嚼，“唔，是有点……恐怕城里的菜

就这样吧……”
“唉，这样的菜能吃吗!”郭三眼前浮现出老家

那一片菜园，他们基本上药水都不打的。
“爹爹，你嘴太刁了吧！我要报告你儿子！”孙

子幸灾乐祸地将了郭三一军。郭三却没有心情再
跟孙子斗嘴，他默默地扒完一碗饭。当初，干嘛要
头脑发热呢？孙子上学是不错，但是把个老庄台
卖掉，妥吗？签合同时，那个光头老姜说：“郭师
傅，你是一口价哟！厉害厉害！”当时听着，郭三有
点飘飘然，觉得蛮有面子。可是，只要想到带露水
的绿韭菜，带黑刺的嫩瓜，郭三心里就像猫抓的一
样。那么大个庄台，还贴80万，换了个巴掌大的
地方！儿子媳妇在上海打工，一年回家一两趟，他
们无所谓，但是，我们下半辈子就关在这个小笼子
里吗？

正在胡思乱想，电话响了。儿子从上海打来
的。“爸爸，听说了吗？初中要搬到城西去啦！”语
气很急促。

郭三心里一凉：“搬什么搬！没听说嘛……”
“本来冲着最好的初中买的房，现在学校要搬

家，房子掉价啦！起码亏掉30万！”
郭三脑袋“嗡”的一声，老家的大庄台“咕咚”

砸进水里，“怎么不声不响就搬呢？”
……
云里雾里的，郭三不晓得自己怎么坐的公交，

怎么到的车站，怎么下的车，直到熟悉的两层小楼
立在面前。原先的青色水泥墙刷成了明亮的桔
黄；荸荠红的大门没变，磨亮的紫铜把手没换；菜
地上姹紫嫣红，紫的茄子，青的大椒，翠的瓠瓜
……旁边一个鸡栏，一群鸡欢蹦乱跳。

“哟，郭师傅！”一个头顶光亮的老头向郭三招
手，正是老姜。“回乡下玩哪？怎么样，我那套房不
错吧？装修花了20万呢……”

啊，老姜是房主的老子？一股热流几乎冲出
郭三的眼眶。

郭三进城（小小说）
□ 顾文东

我爱人非常喜欢吃玉米，意想不到的
是奶奶带孙女，竟让孙女也喜欢上了吃玉
米。

孙女开始吃玉米是在2018年入夏，她
八九个月大。当时孙女吃米糊等副食，一
次，她奶奶对我说：“玉米虽是粗粮但有营
养，孙女正在长牙，吃玉米可让她练练牙
齿。”于是奶奶就拿了一小段煮熟的玉米
给孙女，本想试试看的，哪知孙女用小手
接过去就往嘴里放，吃得有滋有味。

奶奶见孙女喜欢吃玉米，每天早上去
菜市场买菜时，都会买几根新鲜的玉米。
用清水洗干净，然后放在电饭煲里煮上八
到十分钟，熟了后捞出来切成几小段，稍
冷即可吃了。煮的水也不浪费，据说患高
血压的人喝了有好处。

奶奶总是把玉米尖这一段给孙女吃，
既嫩又有水分。孙女吃玉米时，总是笑嘻
嘻的，爬上沙发靠在靠垫上，一声不吭，专
心致志。

孙女现在会顺着玉米粒横过来吃，然
后转着吃。如有玉米粒掉在身上，会用小
手捡起来放进嘴里。有时爱人和我一起
带孙女去菜市场，只要看见玉米，孙女就
会不停地说：“玉米，玉米。”

孙女爱吃玉米
□ 王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