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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节即将来临，我谨以此
文祭奠恩师刘德溥先生逝世50
周年。

不记得有多少次了，我站在
合肥巢湖之滨，想到故乡县城边
也有个不大不小的文亭湖，仿佛
看到刘先生在湖畔蹒跚而行的
身影。

上世纪50年代中后期，刘先
生是我在成武县一中读初中的代
数老师，兼班主任。他中等个子，
面庞黝黑；走路时，腰不灵活，有
些摇摆(当年少不更事，而今看很
可能患腰椎间盘突出症)；不苟言
笑，没有风流倜傥的风度，却有一
对大而明亮，流露着聪明、和善的
眼睛。

两年前，部分同学在文亭湖
畔聚会时，我才确切知道刘老师
早就不在人世了！我心痛了半
天，才激动地给大家讲述了刘老
师对我的再造之恩。

那是1959年仲春某日午饭
后，我端着碗正准备离开，猛抬
头间，看到刘老师提着竹壳暖水
瓶前来打开水。他笑着向我招
手，我马上走上前：“有事吗，刘
老师？”

“我是想问你，对毕业后升
学有啥打算？”

“这事自你上次班会讲过
后，正巧我父亲到学校送伙食
费，他不让我再升学了。”

刘老师不等我说完，就皱起
浓眉，着急地追问：“为什么？怎
么能这样？”

见此情景，我赶紧说：“是这
样的，刘老师，我家离学校50里，
不能走读，必须住校。交伙食费，
家中实在有困难。还有，母亲经
常生病，弟弟还小，祖父70多岁
了，在山西乡下开个小商店，最
近又生病，父亲是独子，近日准
备把他接回来，叫我回去把这个

家支撑起来。”
“这不行。”刘老师略加思

考，缓慢却坚定地说：“你的条件
很好，学习好，又是优秀团员，是
品学兼优生。如果不深造，不就
太可惜了吗？”

“还有个原因……”
“你不要吞吞吐吐，都说来

我听听。”
我不好意思地告诉刘老师，

父亲这次来，还对我说：“家里给
你定了亲事，女孩是你姨父的外
甥女，条件不错，只是文化低点
儿，你也见过，是你姨母做的媒。
等我从山西把你爷爷接回家，盖
两三间房子，年前就给你把婚事
办了。”

刘老师马上接过话茬说：
“这可是件大事，你还小，要慎重
考虑。我看，你应继续学习，不应
急着成家。你不是家庭困难吗？
如成家后，又会增加老婆孩子，
你又没有工作，吃穿全靠挣工
分，那不就更困难吗？这不只对
你和家庭不利，对国家人才培养
同样不利。”他把话停了一下，又
自言自语：“要想法子，想法
子……”转身走了。那摇摆的身
影，穿过几棵垂柳树下随风纷飞
的绿丝，渐行渐远。

一周后的课外活动时，我正
看篮球比赛，忽听背后喊道：“刘
谓福，过来！”

我立刻快步跑到刘老师面
前。只见他笑眯眯地大声道：“告
诉你个好消息，有法子啦！”

我脑子一时没有转过来，问
道：“有啥法子啊？”

“升学啊！保送你上单县师
范，是中专学校，不缴学杂费，伙
食费全包，还有点助学金；三年毕
业后就有份正式工作，可以教小
学或初中。你看怎么样啊？”

我连应着：“好，这当然好。”

刘老师大声笑着说：“好啦，
你回去吧。下边就看你如何做好
父亲的思想工作了。你星期天回
家，下周一还是这个时间，到我
办公室来。如果你父亲还是老脑
筋，我就抽时间，亲自跑你家一
趟，非撬开他这榆木疙瘩脑袋不
可。我这话，你一定要带给他。”

到了约定时间，我准时站在
了先生面前。刘老师笑着说：“一
看你这满面春风的样子，就知道
问题解决了，那就简单说说吧。”

“继续上学的事，父母都同
意了。”稍停，我又讲，退婚约的
事也说好了。

“叭”的一声桌子响，刘老师
立马站了起来，激动地说：“好！那
就这样定啦！送你一句古话———

‘有志者事竟成’。不怕家里穷，就
怕没志气。要发愤图强，学到真本
事，将来干什么都成！”

回教室的路上，我反复体会
刘老师的话。我一辈子都不会忘
记，并要去努力实践他的话。后来
的中师三年，我坚持苦读，又有幸
考上高师；高师毕业后，又阴差阳
错地被中央一家传媒单位选去，
做了新闻工作。

这时，坐在我右边的女同学
田孝龄突然发话了：“讲到刘老师
关心学生，我也有切身体会。”

据她讲，1958年暑假后开学
时，家里因按月缴伙食费有困
难，就让她辍学，去村里小学做了
代课老师。想不到的是，开学后的
第二个周日，刘老师就来家访了。
他诚恳、动情地对家长说：“你们
这个女孩老实好学，是个好苗子，
不应该退学。我有个办法，请生产
队给孝龄解决口粮，家里给她备
些咸菜之类，我找有关领导说一
下，请伙房代加工一下，不收费
用。这样，孩子就可以接着读书
了。”后来，问题解决，孝龄重回学

校读书了。
田孝龄眼含热泪地说：“刘老

师为我忙了一上午，又坚辞留餐，
匆匆返校。看着他拖着病体，很疲
惫地一摇一晃地往回走，我心里
想，这一来一回30里路呢，他图
啥？我又感动，又负疚。我暗下决
心，今后再困难，也要咬牙坚持学
下去。”

田孝龄没有辜负刘老师的期
望。她奋发向上，坚持读完初中、
高中，考上并读完大学本科。

至此，我不禁作进一步想，
像田孝龄和我这样的事，一定还
有很多。因为我长期远在外省，
参加同班同学聚会仅有两次，还
有30多人未见呢！再说，刘老师
从教17年，教过多少学生，当过
多少次班主任？谁能说得清楚有
多少这样的事例啊！

令人扼腕痛惜的是，刘老师
竟在50年前那场浩劫之初，正当
四十刚出头的英年，突然殒命！但
他无形的榜样力量将永远引领学
生们在筑梦路上奋力向前。

(本文作者为新华社高级编
辑)

我认识张蕾教授，是在1962
年考入山东师范学院中文系以
后。那时，他跟冯中一先生一起，
给我们上习作课。他为人豪爽，
豁达乐观，学识渊博，讲课生动、
风趣，很有亲和力，所以我们都
喜欢听他讲课。又听说他擅长写
杂文、随笔，文章常见诸报刊，在
省内外颇具影响，这更增加了我
们对他的仰慕和尊敬。然而，彼
时我却未能很好地向他讨教。客
观上，当时强调“政治挂帅”，专
心钻研业务会被斥为“走白专道
路”、“修正主义苗子”，因而除了
正常上课(课堂上也讲“突出政
治”)外，课余时间是不兴切磋学
问的。主观上自己当时上进心
差，求知不主动……正当学习上
有点入门的时候，社教运动来
了，我们被派到农村搞了8个多
月的社教。社教结束不久，又遇
上“文革”，平静的校园成了斗、
批、改的“战场”，知识、学问都成
了“罪恶”，一向受尊敬的老师一
夜之间便成了“牛鬼蛇神”、“反
动学术权威”……这时你就是想
学知识，也是求师无路、访贤无
门，难于上青天啊！

真正有较多的机会受教于

张老师，是在毕业十多年后的上
世纪70年代末。那时，我刚到出
版社工作，干业务和做学问都还
比较生疏，而当时张老师就住在
尚未改造的经二纬二路旁，离我
们单位较近，所以，有什么不明
白的问题，我总爱跑到张老师
家，跟他聊聊，向他讨教。记得当
时他经常告诫我，一是要多读
书、勤练笔；二是做学问要有主
攻方向，博中求专。前者对我非
常重要，我开始利用业余时间读
书学习，恶补了一下荒废十多
年、知识极端贫乏的头脑；同时
坚持练习写作，并陆续在报刊上
发表文章……对于后者，由于我
懒于搞专门研究，并未认真去
做，所以至今学识浅薄，不博也
不专。这以后，我写了文章，或有
什么创意，总爱先让张老师知
道，听取他的意见。他也总是不
厌其烦地听我“唠叨”，给我指
点，帮我把关。这一习惯，一直坚
持到他的晚年。尤其是当我的新
书出版后，张老师给予我的鼓励
和帮助，更令我终生难忘。

那是2005年，我的散文集
《片羽寸心》即将出版。考虑到张
老师长期对我的恩顾和关心，我
便请他为该书写序。那时他已年
近八十，年老体衰，还有病在身，
我本想不让他过度劳累，只一般
性地指指方向、提提意见即可。
没想到对这本近30万字的书稿，
他不但从头到尾、逐字逐句地仔
细读过，还作了详尽而又中肯的
评述。我深知，由于老师对我的
厚爱，难免会有过誉之词、拔高
之语，对我的散文存在的缺点也
谈得不够，但我更懂得老师的一
片苦心，他是在激励我、鞭策我，

“应在随遇而写的基础上再升华
一步”，向着更高的目标努力！

张老师对我的影响，不只是
言传，更在身教。他常在理论上

给我以指导，在行动上又为我做
出榜样。教学之余，他一直笔耕
不辍，不但写出大量有影响的杂
文、随笔，还先后出版了《文章写
作指要》、《写作心理学》、《济南
名泉》等学术专著和《斜阳居杂
缀》等自选文集，以其硕果累累
的创作实践，对我们进行无声的
教诲。这其中让我感受最深的，
是《济南名泉》一书的写作。

上世纪80年代，我所在的出
版社编辑出版了一套宣传地方
文化的“潇洒济南丛书”。因为作
者要求是文史专家，我便约请张
蕾老师撰写《济南名泉》一书。就
学术水平来说，张老师当然颇能
胜任。然而这毕竟是一个新的领
域，不在他的研究范围以内。这
就意味着，他要花费更多的时间
和精力来完成这一新任务。当
时，他的教学任务很重，平时没
有空，他便利用课余时间、节假
日休息时，研读了《历城县志》、

《章丘县志》等大量志书典籍，并
多次向严薇青、徐北文等熟悉济
南的学者请教。不仅如此，他还
给自己提出更高的要求。他认
为：“济南的泉，今天和往昔大不
一样，必须一一地去查看，不仅
要写出往昔的神采，还要写出今
天的风貌。”于是，他又带上助手
金翠华教授 (即另一作者胡偕
华，当时为大学讲师)，几乎走遍
了济南的大街小巷，对市内的大
小泉池一一进行查看、探访，掌
握了大量丰富生动的第一手材
料。经过了一年多的艰苦努力，
终于写出文字严谨、资料翔实、
考据充分、文采斐然的《济南名
泉》。该书出版后，深得专家和读
者的好评，为济南的历史文化建
设作出了较大贡献。

张老师的身教，还体现于他
的人格力量。他一向做人低调，
恭谨谦和，宽宏大度，淡于名利，

从不计个人的恩怨得失，然而，
在大是大非面前，他却从不含
糊。为帮助别人，他敢于挺身而
出，仗义执言。上世纪70年代，张
老师带学生到社会上开门办学，
有一位颇具才华的同学因特立
独行，深为当时的僵化环境所侧
目，不但被视为“另类”，而且个
别领导还要组织班组同学对其
进行严厉批判。张老师闻之挺身
而出、据理力争，坚决反对对这
位同学进行批判和给予处分。在
张老师的保护和抗争下，该生躲
过了一场关乎个人前途命运的
政治灾难，毕业后顺利走上工作
岗位，并积极努力，在教育和文
学战线上取得了很大成绩，成为
全国知名作家。

有道是“文如其人”，此言极
是。张老师的人格和为人，从他
的作品中也能很好地表现出来，
如收在《斜阳居杂缀》中的文章，
有杂文随笔，有散文诗歌，也有
学术论文；有对真善美的赞美，
有对假恶丑的批判，也有对亡友
的思念和追忆……不管用何种
形式，也不管写什么，总是那样
恢宏大气、爱憎分明、情理并茂、
幽默风趣，蕴含着深刻的批判精
神和大慈大悲的菩萨心肠。尤其
在他写的追忆亡友的文章中，我
们在了解余修、王大彤、田仲济、
严薇青、冯中一、孔孚等文化名
人鲜为人知的高贵品质的同时，
也看到了张老师的正直豁达、公
正无私、忠于友情、古道热肠和
知恩图报等闪光的品格。

如今，敬爱的张老师已经仙
逝，但他的精神不死，英风长存。

“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
风，山高水长！”范文正公的这一
赞语，我想用在张蕾教授身上，
也不为过吧？

(本文作者为中国作家协会
会员、济南出版社编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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