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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平山的海拔并不高，是典型的黄
石岩地貌，山表覆盖着厚沃的泥土，

平 山 情 思

生长着茂密的小柞树，当地人叫做“博

江鸟（笔名）

洛棵子”，还有叫不出名的山花野草，

我的老家在距县城约 40 多里的
山区，这样的乡村在中国极为普通，
你丝毫也找不出它的特别来，乡民们
过着还算温饱的日子。我之所以惦记
它，除了因为那里是我出生的地方，
还因为我 的父母一辈子都在那里生
活、劳作，更因为村子的东头有一座
山，乡里都叫它-----平山。这山也普
通的不能再普通了，没塔没洞没奇石，
无瀑无泉无古迹，更没有什么历史故
事

和

浪

漫

的

传

奇

。

以及很多种可食用的野菜。上平山山
顶有两条路：一条顺着山侧的水沟；
一条是“z”型的小路，路有些崎岖，
但也好走。
孩提时，一年中不知道要多少次
登上平山。平山就像一座“宝藏”让
人们去“淘宝”。那里遍地都是羊奶
子、山酸浆、榛蘑、辣椒秧子、蕨菜、
多得数不胜数；平山的博洛叶大而宽，
用博洛叶包成的菜饺子是当地百姓的
家常便饭，美其名曰---博洛叶饼，其
实就是高粱面或玉米面裹着的菜团
子，外层再用博洛叶包起来，吃的时
候倒会闻到一股博洛叶特有的清香
味，也只是能填饱肚子而已。博洛叶
上还能放养柞蚕，那时只知道蚕好吃
好玩儿，并不知道柞蚕是世界上优质
的丝织品原料，而居然就盛产在我的

平山应属于千山山脉极微小的

家乡。现在乡里已建成了规模较大的

一端（辽宁境内所有的山都归属于千

绢纺厂，安置了许多劳动力，成了乡

山山脉），山顶比较平坦，有一个足

里最重要的支柱产业。老板是姐姐的

球场那般大，猜想平山的名字缘此而

同学，她成了全国知名的农民企业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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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出的地毯据说进了人民大会堂，远

只听说邻村有人被咬过，送到县上的

销国外许多国家。

医院救治。所以每次去采榛子时总会

最有趣的莫属去平山上抓蝈蝈，

有大人们的叮嘱。采回的榛子要先放

循着叫声去捕，一会儿便捉到许多，

到缸里“捂”，这样做的目的是让果

把肚子挤干净，再塞上一颗嫩青豆，

粒脱落出来，捂到什么时候全靠大人

拿到石板上烤，烤的肚子滋滋冒油，

来掌握火候，然后倒在地上用鞋底搓，

便不等烤 熟就争着抢着拿到嘴里吃

拣走叶蒂便剩下黄橙橙的果粒，等到

了，有时嘴烫得直跺脚，那味道真是

晒干后就可以拿到合作社卖。伙伴们

美极了。在那饥饿的年月里，可以填

一边数着钱，一边计划着去买汽水、

满孩子们的肚子。

冰果、咸味的饼干、练习本、红领巾、

平山还盛产一种矮科乔木，本地

带橡皮头的铅笔。懂事的孩子给家里

人叫----榛子柴，可结成一种圆型有

买盐买火柴和灯油；还有几个买几分

坚壳的果实——榛子。每年的七、八

钱一包的香烟，躲到树林里偷偷地吸

月份，是榛子成熟

着，真是开心

的季节，也正逢孩

极了。而结果

子们的暑假。小伙

都逃不过父

伴们三五成群“战

母的耳光，于

斗”在平山，一口

是劳动成果

袋、一口袋的摘。

被无情的“没

采榛子时受着累，

收了”。我便

流着汗不用说，几

是其中一个，

乎没有不被树枝

但尽管被打

划破手脚的和被“羊剌子”蜇了的。

了，也觉得很有趣，每年也都如此，

“羊剌子”蛰了的地方很痒很疼，皮

有的孩子早早学会了抽烟，而我却改

肤会肿的老高；要是不小心被蛇咬了

过自新了，书包里多了许多“小人书”，

那可糟了。庆幸的是这里没有发生过，

多时家里有上百本，每当小伙伴缠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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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央求着借看的时候，我心里甭提

澡，偷学校里的画报，弄坏了姐姐唯

多美了，我觉得我是村子里最富有的

一的一支钢笔，把奶奶的猫绑在草垛

孩子。

里，拆了家里的收音机，掏鸟窝踩坏

平山是孩子们的“迪斯尼”。放

了邻居的屋瓦，剪了生产队里马的尾

学后，去爬平山，做游戏、采野花、

巴，偷喝家里的酒……爸爸是不会饶

吃野果、追野兔、捉山鸡、掏麻雀、

了我的。太阳落山了，肚子也饿了，

挖山药，捕萤火虫，一年四季忙个不

恨自己太淘气了，心想奶奶和妈妈一

停……仲夏的夜晚，并排躺在平山上，

定会着急的，因为她们最疼我了，可

唱儿歌，数天上的星星，背诵课本上

她们怎么不来找我呢？我呆坐在平山

的文章和古诗词，背毛主席语录和学

上呜呜的哭了起来。不知什么时候妈

来的“快板”。我是学快板最出色的

妈出现在我的眼前，我一下子扑到妈

一个，什么“东风劲吹形势好，批林

妈的怀里，委屈的哭了，妈妈把我抱

批孔掀高潮；全国农业学大寨，学军

在怀里，跟我说了很多话。现在我知

学工呈英豪。”之类，这是文革后期

道了，我是在那一天才能听懂妈妈的

的时尚文艺，至今还能说出几段。那

话；我是在那一天才真正开始懂事；

时村子里的大人们也常把我堵在村口

我是在那一天才开始长大；也是在那

说几段给他们。我在平山还指挥伙伴

一天，我突然变得沉默和自卑了，从

们干了一件大的“工程”，捡来几百

此

块白色石头砌成了“农业学大寨”五
个字，几里地以外都能看得见。也因
此伙伴们都很佩服我。我也因此而得
意洋洋，威风极了。
最难忘的是有一次闯了大祸，打
碎了生产队的玻璃，为了躲避爸爸的
毒打，一个人偷偷的跑去了平山不敢
回家。我欠爸爸太多了：去大河里洗

我变成了一个少言寡语的男孩。那天
妈妈说的话我现在还记得啊。那天是
妈妈拉着我的手回家的。没想到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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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爸竟心平气和的告诉我以后不要再

他在那挣扎着撑不起来，我和妈妈使

淘气了，吃饭吧，以后把书念好就是

劲的扒掉压在爸爸身上的草，妈妈把

了……爸爸虽然没打我，可我却蜷缩

爸爸背回了家。也正是这次的意外导

在被窝里哭了一夜，我后悔极了。

致爸爸得了“坐骨神经痛”，又因为

第二天一大早，爸爸就取下家里

没钱治，病情越来越重，严重时有半

窗户上的玻璃，赔给了生产队。我是

年卧床不起，后来走路就一瘸一拐，

眼睁睁看着爸爸一声不吭拿着玻璃走

到现在还能看得出走路的不便。爸爸

出家门的，我这一天课都没上好。放

病了的那段日子，家里的活计自然就

学后，我看着奶奶在窗户上订的塑料

落在了妈妈身上，而且为了爸爸能带

布的时候，我难过急了，我给家里丢

上手表，妈妈也一有功夫就去平山割

脸了。我要找回家里的尊严。我发誓

草，在第二年的秋天让爸爸戴上了手

要好好读书。后来常常一个人独自跑

表。我不知道平山南坡的草有多少是

到平山，望着远方，急切地想知道山

妈妈割下又扛下山的，可我知道，那

外面的世界。这给了我读书的动力。

几年，家里并没有因为爸爸不能干活

山外边的一切都让我心驰神往、游目

而影响家里的生活，相反，家里又买

骋怀…… 我渴望能到县上去读书。

上了缝纫机，姐姐上学有了自行车，

平山还有我心酸的记忆。平山的

奶奶每天都能吃一个鸡蛋，我和姐姐

南坡长满了茂密的稗草，是很好的饲

都有四季的新衣服，猪圈里还养了两

料，合作社每年都大量的收购。爸爸

头大肥猪，一头是交给公家的任务，

喜欢手表，那时谁能戴一块上海牌手

一头留到过年时吃肉。我真幸运，老

表，那可牛了。可是家里拿不出钱来，

天给了我一个能干的妈妈。我感谢妈

爸爸就起早贪黑去平山割草。他计划

妈，她疼爱我，包容我，教我感受了

着到过年的时候就可以买得上。可是

人世间许多美好的事物，教会我许多

有一天，爸爸去平山割草时天下了雨，

做人的道理，引我走上人间正道。

雨越下越大，也不见爸爸回来，妈妈

如今，我已步入中年，成了一个

领着我去山上找。原来爸爸滑到了，

男孩的父亲。每次回老家都情不自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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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望着平山，回想少时的情景，像电

那间，我的心颤抖着，啊！平山---妈

影一样清晰地呈现在眼前，追问儿时

妈-----你给了我多少美好的年少时

的伙伴，你们都在哪里，你们可好吗？

光啊。车子开动了，我望着车窗外母

是否和我一样还留恋着平山。然而，

亲那渐远的身影，我的眼睛湿润了。

我眼前的平山已不是记忆中的样子。

我抚摸着儿子的头，跟他说我要写篇

山头被炸成了采石场，山上的植被也

关于平山的文章。儿子不屑一顾地笑

因过度的砍伐和放牧已成了光秃秃的

我。也许平山在他眼里太普通了，是

样子，

啊，他怎么

只有杂

能知道我

乱的草

经历过这

丛和几

些平山的

簇博洛

故事呢？

棵子在

又有谁能

瑟瑟的

像我拥有

风中摇

这样一位

曳，难

伟大的母

道山也

亲呢……

会老吗？自然的力量是无可抗拒的，
堆积的日子成为了历史。这样想着，
心里沉沉的。

我在心里默默地念着平山、平
山……
我的魂牵梦绕、永屹心间的——

今年回老家过年，我想带儿子去

平山。

爬平山，儿子说没意思，不愿一同随
往，我也就打消了念头。过完年我们

不忘初心，坚守教育的本质

一家三口要返回城里了，临上车时我
又抬头望了一眼平山，却不知不觉地

朱艳红

把目光落在了母亲瘦弱的身躯上，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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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报的就是师范，曾经在大学
的课堂里，就有老师问过，你以后走
上工作岗 位，想成为一个怎样的老
师？

某的女儿拿了第一。也没有让我有半
点喜悦。
我也会记得初三学习最紧张的时
候，我的科学成绩非常不理想，提高

我也曾认真地思考过这个问题。

困难，灰心丧气。一个人在教室里伤

人生之路，从幼儿园到大学，经

心流泪。那时的化学老师王老师从窗

历的老师林林种种，总有上百人。随

口走过，轻轻说了句：加油哦，丫头，

着时间的流逝，那些老师也成了人生

千万不能自暴自弃。人生有一种鼓励

的过客，有些早已记忆模糊，被我淡

就像夏日一阵清凉的微风，冬日一道

忘。但一些老师曾经的话语和行为，

暖阳，给你的人生添了一点感动。

或者如刺，或者如暖阳，穿过我的身

后来，自己也成了老师。大学报

体，直达心灵。即使不会主动常常想

考志愿，所有的批次报考的都是师范

起，在内心也有深深的烙印。虽然不

类学校。当初报考师范更多的是爸爸

能严重地说影响人的一生，但那些感

的愿望，因为两个哥哥大学报考志愿

觉似乎从未曾远离。

时都没有继承父亲的教师职业。虽然

我甚至还会记得小学阅读课时，

懵懵懂懂，但老师的职业还是喜欢的。

我的笔芯漏了，然后弄脏了书，那时

从来没有豪言壮语说要当怎样的一个

老师正在门口跟一个熟人聊得正欢。

优秀老师，但心里最清楚的是不能当

我抬头，老师的目光利剑扫来，所有

怎样的老师。人生的道路上，每个人

的书都被她摞在了地上。那时的我，

都会经历很多的老师，我可以成为被

家境贫寒，本身已经十分内向和羞怯。

他们遗忘得无影无踪的平凡老师，也

那老师的行为我分不清是羞辱还是教

不能是那个让他们深受伤害，刻骨铭

育。之后也没有找过我谈过话聊过天。

心的老师。

之后的我，就变得格外沉默内向了。

再后来培训老师的推荐下读了毕

即使到后来一年级结束考试时，那老

淑敏的《谁是你的重要他人》，长辫

师送奖状到家说：没想到最后还是某

子老师是她的“重要他人”，那竖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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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食指，如同一道符咒，锁住了她的

哪怕工作已经过去九年，进入了

咽喉，影响了她的人生。虽然这么多

工作的一种倦怠期。哪怕对工作本身

年过去了，她已忘却了她的名字，也

的辛苦偶有抱怨。但老师的责任感，

能明白她当时的用意和苦衷，但却无

从未曾减少。不辱骂学生，不伤害学

法抹去她在一个少年心中留下的惨痛

生。多给一些笑容和鼓励。多给一点

记忆。“烙红的伤痕直到数十年后依

快乐和真诚。

然冒着焦糊的青烟。”

人生也是一段修行，一边走，一

毕淑敏写给老师们看，希望老师
们谨慎小心地面对孩子稚弱的心灵。

边修正自己的路。走的路再远，也不
能忘了最初那个真诚善良的自己。

因为童年时被烙下的负面情感，是难
以简单地用时间的橡皮轻易擦去的。
虽然我面对的不是还处在童年时
期的小朋友，而已经是略有思想的高
中生。但是孩子总是孩子，总有他幼
稚脆弱的一面。每个老师都有自己独

日全食

特的个性，有的严厉谨慎，有的温柔
可亲，有的开朗乐观，有的内向沉默。

张文枭

其实每一种个性的老师，都能成为一

我不要作日全食

个好老师，只要有爱心、耐心和责任

纵使清冷

心。一个老师对学生的影响，知识层

纵使辉煌

面真的是微乎其微的。而老师自己善

纵使瑰丽

良正义的人品，以及对待人生和工作

心跳过后

的态度，往往对学生的影响深远。所

一切又复归现实

谓良师益友，所谓以身作则，表达的
都是这样一种意识。

生活
还要回到平凡的轨迹
铮铮的誓言不是生活的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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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奇的故事

都是出于爱我

让人在虚幻中沉迷

爱到真

真正的生活

爱到尽

是平凡的浪漫

爱到全心全意

是真实的点滴

所以

它是柴米油盐

我应回馈你全部真

是洗衣做饭

所有尽

你啰嗦时我不嫌

每时每刻

烦

全心全意

你糊涂时

因为

我不生气

总有一天

你如果诉说分享

我们会分离

快乐

为什么总要等到

不论几回

临别

始终不腻

才撕心

在你受伤无助时

才裂肺

身边总会有我

才流涕？

不嫌烦

等到那时

不后悔

一切已晚

不离不弃

毫无意义

真实的生活

我不要做日全食

爱你的啰嗦

我要默默伴你

爱你的操心

就在平时

爱你的不合时宜

就在点滴

因为我知道

全心全意

你做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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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也很少专注的做一件事，不喜
欢智益玩具，只热衷什么破车破枪破

玛丽的愿望

动画片里死贵的塑料“机器人”；尤

赵艳丽

其是发起脾气来，曾把我这个妈气得

前几天三剑客小聚时我还感慨：
想当初，我也是个多愁善感细腻温柔
的文艺少女啊！如今，“多愁”和“细
腻”跟我基本没关系了。还好，偶尔
善感，些许温柔。大多数时候，我已
俨然一个 风风火火大大咧咧的女汉
子。

不管不顾在人前大哭。
说到这里，我又想起《开往春天
的地铁》里丽川给建斌讲的那个故事：
一个叫玛丽的女孩，四岁的时候，天
使飞到她家问她“玛丽，你有什么愿
望，希望我帮你实现吗？”玛丽说，
我想在我二十岁生日的那天，找到一

大八斤也是被我这样风风火火
大大咧咧的带到这个世界的。他来时
风风火火，欣哥说不想将来开家长会
时显得太老，于是还没来得及好好享
受二人世界就怀了孕。怀孕时大大咧
咧，6 个多月了还每天骑自行车去上
班；生他时大大咧咧，没在意孩子多
大，折腾了 10 多个小时顺产下八斤八
两的他，大夫后怕得冒冷汗说太危险；
养他也大大咧咧，从来没喝过什么雅
培美素外国奶粉，1 岁多就喝了鲜奶，
2 岁才断了母乳。家里也从没有把什么
桌角插排都像人家那样包上。唯有教
育他，我还真是用了些心，可惜可能
方法不对，他没有像我想要的那样爱

个男朋友。他叫汉斯，有长长的头发，
要会弹吉它会唱歌。我们会生四个孩
子，全都是女孩。她们会跳芭蕾舞。
天使说：“好吧，我答应你。”然后
就飞走了。
玛丽长大了，在她十七岁生日的
那天，她真的遇到了那个叫汉斯的男
孩，也有长长的头发，可是，他不会
弹吉它。他是一个厨子。他们相爱了，
生了四个孩子，都是男孩。他们都爱
踢足球。终于有一天，天使又飞回来
看玛丽，天使问，“玛丽，你过得怎
么样？”玛丽哭了，“你为什么没有
给我我想要的愿望？”天使回答，“问
题是，玛丽，你也没有给我我想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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呀。”玛丽说，你是天使，你想从我

不会很伤心，他被妈妈说得如此不堪。

这要什么呢？天使说，“我想要你给

不过，我想让他知道，他的妈妈是不

我的，是你的快乐。 ”

会让天使伤心的玛丽，她会坦然接受

这 个 故 事 多年 来 被 我无 数 次想

现实中并不是很优秀的八斤。还好，

起。我们每个人都是玛丽，都在心中

他健康得像头小牛，从小不爱生病；

给自己的生活设计一个理想的模样，

他很有毅力，摔得再疼也总是一句“没

但现实总 是与理想有或多或少的出

事儿！”；他虽然当面总跟我作对，

入。有些人不愿接受，自怨自艾；有

但过后也会按我的指导去改正；他虽

些人坦然面对，发现

然淘气得像个破坏大

也不是那么糟糕。

王，但是如果淘气与

是的，我设想中

不淘气二选一，我仍

的我的孩子，聪明活

希望是前者。不管你

泼，懂事认真，他会

是什么样的孩子，你

继承我的双眼皮大

只是这世上我唯一的

眼睛（比欣哥大点

宝贝八斤。

儿），会继承欣哥的白皮肤（比我白）；

我只希望天使能保留我心中的底

他或者继承我还算可以的语言表达能

线，如我怀孕时无数次祈祷的那样，

力，或者继承欣哥踏实细心的品质。

我的八斤，是一个健康，快乐，善良

可是，他继承了欣哥的单眼皮小眼睛，

的人，从小，到老。

有着和我一样“小麦”肤色；他继承

最后，祝我的八斤生日快乐！7

了我的粗心浮躁，有着综合我和欣哥

岁，小小人生的小小转折点，他不但

的倔驴脾气；他智力没有那么过人，

要接受两天掉了三颗牙这个事实，更

也没有特别的一技之长，他没有领导

要准备好走上中国教育漫长而辛苦的

风范，也没有学霸气质。闯祸的本领

“不归路”。只能说，妈妈会陪你走

倒是与生俱来。

一程，看你如何开辟自己的多彩人生！

哦，不知道八斤将来看到这些会
64

你可以不优秀，但是不可以不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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