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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梦想的人
扈刚

性格内向的我，从小就有一
个作家梦。得知当年小学撤并，
我心里甭提多难受了，我的童年
已融入那几栋红砖楼。每当路过
改换门庭的昔日校园，我都驻足
凝望，仿佛回到昨天，又见到课
间伙伴嬉戏吵闹，老师小憩微
笑。

1979年，江敦伍老师担任我
们高一语文教师。他那略有弯曲
的头发、浓重剑眉和深陷的眼
睛，尤其那犀利目光给我留下深
刻印象。因为我在课本上画他肖
像被批了一顿，可他话里话外对
我画技有所肯定，这叫我自得。
他好像只去过教师进修班，但却
是个特棒的语文老师。他热心搞
教研，业余还写些文艺评论，我
打小就喜欢写写画画，这下遇上
引路人了。我和几个兴趣小组的
同学常跑江老师家借书，听他介
绍作家作品。他也教我们朗诵，
多年来，诗朗诵一直是我保留节
目。听说有个机关图书室处理一
批存书，他鼓励同学们去淘宝。
我只花五毛钱便淘得杨朔的《三
千里江山》和徐迟的一本散文
集，大喜过望。

读高二换了语文老师。我兴
趣有增无减，有一阵儿针对时弊
写出一组作文，师友传阅，我有
点飘飘然。可好景不长，有位老
师提出质疑，说某某处似有抄袭
之嫌。这下我紧张了，自信顿时
丢到九霄云外。正当这时，江老
师出来讲：这孩子我带的我知
道，他有能力独立完成作文，可
以排除抄袭。

之后，江老师找到我，问：确
定以后当作家？我点头。他严肃
起来：“专业作家没几个，要求也
高，可以考虑业余时间潜心写
作，这一条路更适合你。”这番话
在当时，头脑发热的我哪能听进
去？后来高考失败入伍当兵，才
有时间慢慢咂摸，我觉出江老师
说的不无道理。

退伍后，阴差阳错进粮食系
统打拼。这些年虽遭遇几番精
简、分流以致下岗，但我坚持向
后来从政的江老师学习，正直做
人、嫉恶如仇。在最艰难时仍千
方百计挤时间读与写，脚踏实地
做事著文，记述生活点滴，每一
天都过得充实。

我不是江老师得意门生，也
无缘发达，但我始终感念，是他
修正我梦想，教我做个干净的
人。如今我身在烟台与亲人天各
一方，许久未曾谋面，他该是早
从岗位上退下来了，愿江老师安
享晚年幸福生活！

我离开母校已52年了，但我
与老班主任魏柏桐老师从未间
断会面。我是农村穷苦的孩子，
从1958年秋考入烟台第一中学
高中部，毕业至今，受魏老师的
恩惠如链锁不断，终生难忘。

在校读书时，魏老师见我作
文写得好，除了认真批改以外，
还吸收我加入三人文学创作小
组，每周六下午学习一次。他给
我们讲文学创作知识，老师还用
自己发表的散文、诗歌薰陶我们
的心灵，这为我踏上教育岗位，
并成为中国散文学会会员，烟台
作家协会会员著书立说，打下了
坚实的基础。

怎能忘记？升高二时，老师
帮我交学费，还买了6元钱的饭
票。那时老师月工资才42 . 50元
啊！他每月还要寄钱给他在农村
的哥哥；怎能忘记？毕业后我的
孩子曾住毓璜顶医院治病，他叫
我住在他家里，还带礼物进医院
看望我孩子，并给我30斤全国通

用粮票和100元钱。再三嘱咐我
不要上火，需要钱的话，我倒借
给你；怎能忘记？1994年我女儿
结婚后急需买楼房，他借给我
1000元，并关照地说：“允好，我
女儿买楼拿去2000元，不然这次
还能多借一些给你。如果你还需
要钱的话，下月借两三千给你，
我和你师母都有工资。老师热切
的话如暖流通遍我全身。

魏老师德才兼备。上世纪80

年代中期，他被省府评为烟台市
首批特级教师，市政协委员、市科
技拔尖人才。还被牟平、文登等中
学邀请去讲课，广传教学经验。他
的教学经验论文，在《山东教育》
杂志上发表，许多中学争先学习。

今年8月份气温高，魏老师
打电话告诉我：“允好，天太热
了，不要外出。千万别中暑，要保
重身体。”魏老师还牵挂我这位
老学生。我每年去看望老班主任
四五次，也难报答他老人家的恩
情！他待学生好，何止我一人？

德高望重老班主任
任允好

初中在烟台二中就读，四十
岁后，对于记忆中的老师好像换
了一个视角，不再是简单仰视，或
无理由盲从。记忆深处有些不在
意的情景蓦地浮现在眼前。撷取
几个记忆片段，或者就是这些片
段使我成为现在的自我。

地理老师应当姓史，五十岁
左右，秃顶，眼睛极有神。我自幼
对自然知识比较感兴趣，地理成
绩还不错。有一次上课时，我在下
边说话。被他发现，把我叫了起来
问：我刚才讲的什么？我答五大水
系。问哪五大水系？我从容作答，
并答出了还未讲到的珠江水系。
他端详我片刻对全班同学说：你
们要能答上来，也可以说话！自此
他对我有了印象，在课堂上经常
对我提问，我也对地理兴趣更浓，
从未让他失望。

一次地理作业布置的填图
题，课堂后半段每个学生拿已
完成的作业轮流给老师批。到
我时，他拿起笔，看看填图册又
看看我，打了个85分，说：你的字
太差，我一个也没看懂，我给你
的是水平分。这话对于我的震
撼是巨大的，这包含着老师对
我怎样的肯定！

中考地理考试占50分，我是
全场第一个交卷的，看到史老师
正在院子里转，看到我就问：题怎
么样，难不难？我正在为一道填空
题的一半答错了而懊悔，就随口
答道：“我错了一半填空题。”他愣
住了，喃喃地说：“完了完了，你要
错一半，全级部就没有能及格的
了。”我赶忙更正是一道题的一
半，他才放下心来。成绩出来49 . 5

分，就错了那半道填空题。我在这
些年里每当想起这些肯定之词，
心里都无比温暖。

很惭愧，语文老师的姓名
我已不记得了，她在我初二时

教了我一个学期。老师30多岁，
留短发。我是个偏科很厉害的
学生，英语差到几乎零分，数理
化一般，主科只有语文比较出
色，通常120分的题能拿110分左
右。

作文课是我高兴上的课，作
文常被作范文由老师在课堂上点
评。同时我又是个很麻烦的学生，
除了顽劣，还因青春期极孤僻，在
班上没有几个朋友，同学和老师
都不喜欢我。这位语文老师却非
常喜欢我的作文，她毫不吝惜对
我的赞赏，并不顾课代表的反对，
让我收语文作业，甚至批改同学
们的作文。

但她对我的字深恶痛绝，每
天都要叫我练一篇字，放学之前
检查，但我总是完不成。她把我叫
到办公室，问我为什么不练字？又
给我讲了很多道理。我无言，其实
就是懒罢了。她又说，你中午不要
回家吃饭，就在学校里吃，你也不
用带饭，我带咱俩的饭，吃完饭就
练字，用两个月的时间把你的字
练好。

我听完吓得要命，我家住新
海阳，中午上下学要走小黄山，在
山上是我极快乐的时光，山上有
那样多的昆虫，各种各样的植物，
可以摘酸枣，运气好了还能偷个
苹果，拣点板栗。老师要剥夺我中
午的快乐，去无味地练字，我哪里
肯干？我连忙推辞，也不知用什么
借口从她的办公室逃出来。以后
见她就躲着走，上课也不积极发
言，看得出她很失望。中午我还是
在小黄山的乐园走着，字直到现
在还是这样差。

现在想来，自己全无心肝：老
师对我多么好，真的是把我当自己
孩子一样，我这么对她，她该心里
有多难过。无论怎样，我都感激这
位老师，并为我的行为向她道歉。

我的初中老师
雪烈

老师精妙难忘怀
于大卫

迎着金秋的熏风，一年一度
的教师节翩翩而来。每到此刻，怀
念老师的心绪越发浓烈。我走出
各级学校的校门，至今算来已有
60多年了，受教于面命耳提的各
级各类教师百名计。

我踏上社会工作的40年，连
同退休十几年中，深感当年诸多
老师教诲我们的精妙细节，潜移
默化，循循善诱，竟是自己社会工
作进取的最佳营养，它使我在追
求人生梦想的征程上，迈出了踏
实的每一步。

记得小学我在高年级学习，
先后两个班主任崔方舟、许之懽

特别善于发现学生身上的闪光
点，启蒙睿智，用热情鼓励的方
式，引导学生以饱满的情绪好好
学习。算术老师宇克忠对学子极
其严格，我的小学毕业考试卷面
成绩100满分，而在成绩册上标明
99分，问及老师，宇老师认真地告
诫说：“这是我有意识给你标明的
学业总成绩。于大卫记住，今后在
成绩荣誉面前应认识到还是差着
那一点点，还要继续努力的。”这
分明告诉我万万不可有丝毫的骄
傲，人生之路必须躬身前行。这种
鼓舞上进的教育方式，将我当年
的“调皮蛋”调教成“三好学生”，
1954年光荣参加全市首届三好学
生代表大会。

老师的亲情和真诚的教诲，
我亲身体验，时刻铭记在心，激励
我一辈子老老实实做人。在以后
的教育和教学的工作中，我积极
实践了这种激励机制，同学生“教
学相长”，与同仁们团结相处，“教
师激励”的基因起了很大的作用。

记得我在烟台一中初中有位
历史教师，名字叫田岳明。讲课声
情并茂：“西安事变，张学良兵谏
蒋介石。”田老师，腰背有残，但却
用内行熟练的端枪低身前行的军
姿潜行。田老师边做动作，边口
述：“深夜，士兵层层包围了华清
池蒋介石的办公兼寝室的小屋。
进屋就擒蒋介石时，人不在。可是
一摸，被窝还有暖意，断定人没走
远。于是在就近进行搜查。”老师
猫腰端枪警惕潜行的动作惟妙惟
肖，给精心听讲的学子留下至今
历历在目的深刻印象。“围查到南
面的半山腰，突然发现蜗居一个
人，就是蒋介石。一个无恶不作、
贪赃枉法、阴险毒辣、罪行滔天、
杀人不眨眼的民贼蒋介石终于就

擒了！”这种教学法，我在以后的
20多年的语文教学工作中效法使
用，获得异乎寻常良好的教学效
果。

在烟台一中高中，我的两名
语文老师：魏柏桐、王焕章令我终
生难忘。他们严谨治学、一丝不
苟、挚爱学子、公诚勤毅，是引领
我走向文学殿堂的亲近恩师。我
的每篇作文，他们都是精批精改，
连一个极小的标点符号都不放
过，当然多有鼓励。他们对我创作
的民歌和有点现代意识的新诗，
大加赞赏，栩栩如生地在课堂上
读读讲讲，我年轻的身躯也多有
飘然质感。打开自己保存至今的
当年老师批改的作文本，老师朱
笔批改的字字句句、圈圈点点历
历在目，我浑身的热血顿感迅速
奔涌，仿佛老师期望学子的灼热
眼神又在扫描着自己。

在大学，我先后就读烟台师
专(烟台师范学院、鲁东大学的前
身)和上海华东师范大学汉语言
文学专业。先后有30多名教授指
教过我们，他们精深治教，泉井精
掘，我深有“术有专攻、学无止境”
的感慨。每一位老师的精妙经典之
处，数不胜数，我沉醉在他们每节
课的讲演之中，常常不能自拔。记
得华师大的古典文学课程邸瑞平
老师，她能把《红楼梦》像讲评书那
样讲下来。开课那天，海报传知，近
千名听众(包括社会听众)，让她的
讲座吸引，时而会心静品，时而击
掌叫好。她既有讲述，且有表演，又
有讲评。讲到“撕扇子公子追欢笑”
情节，晴雯敢于冒犯主子，蔑视权
贵，没有丝毫的奴颜媚骨的鲜明个
性时，她离开讲台一点距离，让大
家看清楚，声情举止惟妙惟肖地表
演起来，将人物形象和思想意义，
表达得真切深邃，让学子终生受
益，那是肯定无疑的。

我握住笔杆子进行各种文体
的写作已有50多年了，从教学讲
台到行政岗位，从一般公文写作
到文学创作，纸稿约计等身，不为
夸张，成功之作也在读者真诚的
称赞之中。我深知内中饱含了我
的恩师当年指教营养的心血，文
字的有机生命才蓬勃成长着。

如今教诲我的恩师，半数已
经作古；健在的年岁已高，蹒跚举
止，多有不便。祝健在的老师健康
长寿，祝离开我们的老师在天堂
永远快乐！

1 9 6 1年暑假后我升入曹家
庄完小五年级，班主任是曲和歧
先生。曲老师三十出头，个子不
高，两只眼睛炯炯有神，嗓音洪
亮有力，说话抑扬顿挫、干脆利
落，是个精干而教学有方的人。

印象最深的是曲老师对学
生人格的尊重。记得刚上五年
级没几天，有一次曲老师因公
要出校一节课。老师刚走，有两
个平日很顽皮的同学立刻小嫚

脚扎撒起来（本土方言）。他们
用墨水描着鬼脸，从座位走向
讲台，学着老师平日的样子，引
得同学哄堂大笑。这时老师正
巧因故取消公干返回学校，眼
前 的 一 幕 被 他 从 窗 外 逮 个 正
着。

可曲老师却并没有直接走
进教室，等这俩家伙洗干净脸，
老师才和颜悦色地走进教室，
娓娓讲起课来，好像什么也没
发生。也真怪，从此以后我们班
纪律出奇好。我设想如果当时
老师火冒三丈，把这俩鬼脸拉
到讲台上示众一番，结果又会
如何呢？我突然明白了，只有尊
重学生人格的老师，才会永远
被学生尊重。

曲老师教我们做学问，注
重教我们长知识的方法，使我
铭刻在心的是老师教我们怎样
写作文。记得那时我们的作文
课 一 般是星 期五下午一 二 节
课，这是同学们最难熬的时候。
瞅着老师写在黑板上的作文题
目，大家两眼发呆，眉头紧锁，
课桌上放着一张写了画画了又
写的草稿纸，直到两节课快结
束了，才匆匆胡诌几句，算是交
了差。

为此曲老师向我们推荐分
析了马烽先生的《饲养员赵大
叔》这篇文章，告诫我们写文章
必须观察生活和深入生活，才
能写出生活的细节，让人看了
如身临其境，这样也就有东西
写了。后来，老师又带领我们到
饲养院帮助喂猪，到生产队和

社员一起劳动，春天到山上“观
梨花”，要我们边看边干边思
索。在老师的教导下，同学们作
文水平提高很快，下笔好像有
好多话要说，文章再也不像个

“瘪三”了。
五年级第二学期的一天下

午，曲老师把一个新同学领进
教室，并向我们介绍说：“这是C

同学，品学兼优，希望大家团结
新伙伴，互相学习共同进步。”
新来的小C浓眉大眼，长得结实
英俊，举止投足看得出来是个
聪明文静的少年。可是一个这
么优秀的十三岁的小男孩，眼
睛中却常透出一股与其年龄不
相符的忧郁。后来我们得知，小
C的生父是国民党的一个军官，
被人民政府法办了，其母还是
个戴帽的“四类分子”。在当时
那个阶级斗争处处讲时时讲的
年代，连我们和他交往也有点
顾忌。可曲老师丝毫不歧视小
C，满腔热情地对待他，使小C心
里也阳光起来。小C酷爱诗歌，
有一次有同学看到小C笔记本
上有一句“东风无力百花残”的
诗，联系到他的家庭出身，觉得
有点意味，就向老师反映。

老师经过了解，向我们介
绍了晚唐大诗人李商隐的这首
著名的《无题》，指出这里的东
风无力百花残是表达了作者当
时的伤感心情，与“西风”、“东
风”并无干系。老师的讲解不但
消除了部分同学的误会，还把
我们 引 进 了 学 习 古诗词 的 殿
堂。从此，我们班诞生了古诗词
课外学习小组。后来根据小C的
表现，他担任了我们班少先队
的小队长，八一节给驻地解放
军叔叔写慰问信，老师还指派
小C主笔。现在看来这件事很平
常，可是当年曲老师这样做是
要担一定政治风险的，弄不好
会背上“阶级路线不清”的罪
名。曲老师说：“我是一个老师，
我的责任是让每一个孩子健康
成长。”

曲和歧先生二三事
梅仙寿

献给教师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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