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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埊

工资……
摆 手 说 不 ，主 要 是 怕 扣
业 ，脑 子 里 都 是 学 生 ，他
有老师说他太敬

我们千万铭记 蔚新敏
亲爱的﹃千万﹄老师

◎

◎

灵，
却是一对一的表白。
看似一种集体的约会，于心
相遇最美，师生的相遇

◎

千人伊面

清，单单一个拄胳膊肘就成了改不了
的毛病。自习，
卜老师背教案，
左手拄
着墙壁，托着腮，问为啥不用右手，卜
老师晃晃手腕：
“ 左手有表呀，情侣
表。
”
我们起哄，
“千万要炫。
”
卜老师教了我们两年半语文时，
忽一日，卜老师右手在写教案，左手
呢？坐前排的同学发现，卜老师左手
一个劲在揉肚子，
脸上大汗淋漓，
校医
诊断，
肝胆结石，
他愣坚持到暑假才做
手术。有老师说他太敬业，脑子里都
是学生，他摆手说不，主要是怕扣工
资。而我们最怕他不拄左手，那是平
安的象征，
而高三的整个下学期，
凡是
他盯的自习，都左手托腮。偶尔会跟
他淘气说：
“不要摆拍了，手怎么舒服
怎么放。”卜老师说：
“智慧太多，脑袋
太沉，
得用左手支着点。
”
后来才知道，
卜老师的颈椎不好，
脑供血不足，
偶有
头晕，
在我们毕业的那个暑假，
才去医
院治疗。
每每聚会散去，卜老师举他的左
手，坐托腮状，说：
“ 吃好，睡好，生活
好。
”
我们都是简短一句：
“保重，
千万，
千万。
”

直到遇见您
曾经废柴

习惯左手托腮，发现胳膊肘竟然
起了茧，
胖燕和孙楚楚也是，
借着同学
会卜老师出席，我们举起卜老师的胳
膊，
人家胳膊光滑细腻，
卜老师笑：
“你
们只是模仿了我拄胳膊，可你们不知
道，
在家里我拄右胳膊，
两个手换着。
”
大呼上当。卜老师见缝插针：
“千万别
太相信自己看到的，真相往往出人意
料。
”
哦，
亲爱的
“千万”
老师，
我们千万
铭记。
卜老师男，眼大，鼻子高挺，像段
奕宏，
帅帅的，
坊间传卜老师的爱人很
是紧张他，
常买好多零食来探班，
操场
的甬道要是车喇叭连响五下，卜老师
就摇头朝着后排一溜人高马大的男同
学说：
“千万别太帅！
”
哄堂大笑。卜老
师若无其事整他的衬衣领子。五下是
俩人暗号
“吾来也。
”
卜老师爱骑行，自作主张有机会
带我们骑行到狼牙山，
然，
重点中学的
高中生一进校门学习好似在冲刺，
玩，
根本不配合，
那个暑假，
卜老师的骑行
计划要落空时，卜老师做思想工作，
“知道李白不，
知道李白是诗人中的第
一导游不？李白游遍了 18 个省，206
个县，80 座山，李白才是真正的有诗
和远方的人。”那次，跟着卜老师骑行
38 个小时，途中，有人车好骑得快，但
早早累瘫，
最后还是被大部队赶超，
卜
老师说：
“个人可能骑得快，但集体会
让你骑得更远，千万记住自己是集体
的一分子。”我们答：
“是，千万老师。”
途中买水，
卜老师跟商家讨价还价，
完
全是家庭妇男那一套，他坦然：
“家有
千万，
也要精打细算。
”
卜老师讲诗词，
讲到
“曾经沧海难
为水，
除却巫山不是云”
，
太熟了，
听不
听也罢，
然卜老师开始讲作者元稹，
说
这首诗催人泪下，这是元稹在原配苇
丛去世一年后他搂着崔莺莺时写的，
我们正听得津津有味，卜老师拐弯：
“所以，女同学以后找男友要注意，遇
见能诗能哄能撩的，千万要擦亮自己
的双眼哦，远离渣男。”马上问卜老师
写不写诗，
卜老师说写，
只写给开小红
车的那位，然后朝着窗户外操场方向
点了下头。卜老师的名言：
“渣，千万
要有方向性，渣要渣得长情。”没这么
夸自己的。
同学俱成家，其中不乏移情别恋
闹得鸡飞狗跳的，
早忘了卜老师
“擦亮
眼”的话，卜老师说我们都是好学生，
好学生一毕业就把学的东西还给老
师。又是哄堂大笑。我们可真还不

开学伊始，儿子转到一个神奇的班，据
说，这个班原来就是个普通班，因为师生的
共同努力，教学成绩及其他，竟然比实验班
还要好。
这让我想起我的
“圆桃”
老师。
遇 到 袁 老 师 之 前 ，我 觉 得 自 己 是 块
废柴。
其实，没有哪个孩子觉得自己废，我的
废，
是被一场转学逼的。
从村庄到集市，不过一公里的路程，可
集市上的人把我们看成
“村里的人”
，
我是村
里来的，
自带三分怯与土。
身为插班生，
我小小的个子被安排在倒
数第二排，挺直身子也看不到黑板，偶尔做
一次整齐的作业会被组长责问：
是自己做的
吗？学校到班里选
“文艺演员”
，
我穿个胖棉
袄的样子被人笑掉大牙。
挨过二年级，升入三年级，班里一阵骚
乱，听说班主任换了，换成一个叫“袁陶”的
男老师，他可是有名的铁面无私。可我听
着是“圆桃”，孙悟空手里那个甜蜜蜜的大
蟠桃。
那些欺负我的女生们害怕，
我却莫名有
些兴奋。
“敌人”的敌人是朋友，一个八九岁
的孩子，
模糊地感到一种契机。
袁老师上课了。我按照身高坐在了教
室中央。老师姓袁，可长得一点儿也不圆，
修长的身材，一张棱角分明的脸，他冷冷地
严肃地往那儿一站，
下面的孩子大气儿也不
敢出。
可是，他一讲课又像变了一个人，黑
红的脸上泛着光，雪白的牙齿配着雪亮的
眼神。他像一个高明的垂钓者，那些知识

点 就 像 一 个 个 鱼 饵 ，我 们 这 群 鱼 儿 追 着
他，饵在动，鱼在追，群情激愤。我拼命地
想要咬到饵、抓住线，想随他的鱼竿一起
跃出水面。
我想我追逐鱼饵的心态老师一定感觉
到了，他一次次与我目光相遇，一次次高难
度地抛出鱼饵，而我一次次辗转腾挪地接
住，
他雪亮眼睛里的笑那样欢畅淋漓。
像我这样的鱼儿，班里有几个，而且很
巧的，
都是从前自卑的中等的学生。我们需
要老师的夸奖，而袁老师，是从不吝啬夸奖
我们这些貌似废柴的学生的。
我从前不太敢看老师。可袁老师不一
样，他每一次目光落到我身上都是暖的，像
田野里新开的洁白棉花。他让我站起来朗
读课文，我读了，他在全班同学面前大声地
表扬我，
说我是未来的播音员。因为他的鼓
励，我们班出现了朗读热潮，每个人都声情
并茂，
把自己想象成话剧演员、
影视明星，
闪
闪发光地站在万人瞩目的演讲台上。那些
光荣与梦想，
在小小的教室里膨胀。
第一次写作文，
仿写《一只公鸡》。我写
了一篇，想了想，又大胆地加了一些自己的
语言。没想到，第二天，老师竟然拿着我的
作文在班里朗读。他用赞赏的目光看着我，
铿锵有力的声音响彻白墙青瓦的教室。
那一刻，
我的心收紧了。我真的是这么
优秀的学生吗？我不是那个被人嘲笑的穿
着胖棉袄的村里孩子吗？我真的可以超越
全班四十多个孩子之上吗？
老师的鼓励，
让我由丑小鸭变成了白天
鹅，我在学习的这条大路上昂首阔步，更奇
怪的，我的容貌也跟着变，鼻梁处的雀斑渐
渐淡去，
单眼皮一夜之间双剪秋瞳。
三十年过去了，
被袁老师
“点化”
的一批
学生变废为宝，废柴成了人才，只是我的老
师啊，
您在哪里？
听说，袁老师当时只是民办教师，他去
了哪里，
没有人知道。
沧海月明珠有泪，在茫茫人海里，我们
怀念那些给予我们鼓舞与温暖的人，
那样的
身影，
是高大伟岸，
是公平正义，
是屹立在我
们心灵上的人。
相遇最美，
师生的相遇看似一种集体的
约会，
于心灵，
却是一对一的表白。

面喊：﹃求求你了，
叫我朱！﹄
了，
得空就追在小民老师的屁股后
被 小 民 老 师 喊 了 全 名 ，这 下 不 得
来得宠，
有回与小民老师闹别扭，
班上有个姓朱的数学奇才，
素

◎

红辣子

5
隔三岔五，会有学生加我微信，向我
问好，
让我猜他是谁……
他是一个学生，也是每一个学生。
就像那些老师，在我面前，会把所有学生
都念一遍。

清风爱来不来
你若盛开，

4
宫老师教语文，但高中语文课，没人
听。宫老师的满腹经纶，也随了他的姓，
进了宫。
讲到“圣人无常师”，宫老师叹口气：
凡人有常师！死学也学死了，这是学习
枯燥的原因吧？我们起哄：既然“无贵无
贱，无长无少”，我们也是你的老师。宫
老师点点头：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以后
我们相互学习！谁对听谁的！我哪里说
错了，
你们尽管指出来。
宫老师总是出错，这使我们兴奋而
努力。整个高中，语文是唯一鲜活、缤纷
的课程。
葛老师教数学，思维也如一次函数
呆板、枯燥。有次月考，我在作文里调侃
了他。他很生气，给我上起政治课。他
一遍遍读那篇作文，啪地拍在桌上：乖乖
来！好文章啊！
毕业时，我们拿这事糗他们。宫老
师狡黠笑道：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
必贤于弟子。
我总想，若没有他们，我的高中将会
多灰暗！我也不会踏上教书的岗位和写
作的道路。

致过去的时光
致我的老师，

3
初二时，班主任另谋高就，我们成了
“弃儿”，一时群雄纷起！直到“路不平”
出现。
“路不平”姓陆，民办教师，教语文，
因为腿瘸，
我们就给他起了这个绰号。
陆 老 师 却 不 生 气 ：路 不 平 下 面 是
啥？
“有人踩。”他严肃起来：对！这不公
平，凭啥说你们没希望！学不好！我就
不信，你们信不信？我们沉默了，但都听
见了内心的声音。
路不平有人踩，我们想做“人”，不想
被
“踩”
，
成为一声叹息。
初中毕业，我们班的成绩一骑绝尘
——但这次，
不是殿后，
而是领先。
那时才知道，没人愿接我们班，因为
是民办老师，陆老师才被“发配”教我
们。我们没辜负他，证明了自己。陆老
师也证明了自己——民办教师也是教
师，
不是历史的边角料。

路不平，但脚是平的，好好走自己的
路，
路自然就被脚撸平了。
陆老师早已退休，解甲归田。他的
话，
我还装在行囊里，
不时翻出来看一看。

我算是独得恩宠，
万千宠爱于一身……
打是疼，骂是爱，不打不骂要变坏。唉！

2
大伯的棒是规矩的象征，太写意，鲜
少伤及我。李老师的棒则写实，打得我
刻骨铭心。
那时，农活繁多，我懒，上学是为了
逃避干活。但上课太枯燥，哪有逃课逮
鱼摸虾自在快乐！李老师 1+1 还没算出
2，我就溜到窗台上，不顾老麻雀厉声抗
议，
把手伸进鸟窝……
数学课，我和老师平起平坐——站
着，并兼职反面教材，光头也客串起木鱼
和铃铛。
梁上麻雀、墙角老鼠和窗外的风吹

草动，都让我分神，李老师的教棒便“大
珠小珠落玉盘”。打到痛处，我就悔恨，
恨不是女儿身。否则，留一头长发，挨打
也不至于这般痛。
打是疼，骂是爱，不打不骂要变坏。
唉！我算是独得恩宠，
万千宠爱于一身。
因为站着学数学，所以“高瞻远瞩”，
像桌子锯一个角的问题，我一眼就能看
穿。老师高兴，父母开心，我沾沾自喜。
慢慢，我从反面教材成为正面教材，
“坑
害”
了好多伙伴。
那天，路遇李老师，扶他过马路。说
起过去，他长吁短叹：你那时咋就恁顽皮
呢？
二十多年了，很多事，我都记不清
了，
他还没忘记。

本期主题：老师，
您好！

1
子曰：
三人行，
必有我师。家里，
父母
目不识丁，
打小我就是说一不二的
“老师”
。
虽然天不怕地不怕，但我怕两种人，
一种是拿针的医生，
一种是提棍的教师。
可怜我生不逢时，大伯治病、教书一
肩挑。父母说，小孩不听话，就使劲打。
那时，这话是真话！老师真信！大伯教
训起我来，跟不分家似的！回到家，父母
还要再教训一顿。
正应了“前有堵截，后有追兵”。纵
使我有吕奉先之能，也难敌三英合力围
剿！整个童年，我装病逃课没成功过一
次，抱病上课倒不止一次，想不好好学、
学不好都没有机会。
提到启蒙老师，我就两股战战。或
许太顽劣、太蒙昧，大伯才用大棒帮我
启蒙。
如今，每次经过大伯家，我都诚惶诚
恐，
自省其身，
字正腔圆地汇报状况。
我的担心是多余的！大伯八十多岁
了，一句简单的话，都要说上三遍，他才
听得见。

这年头，喜欢看闲书的人，越来越
少。像小民老师这样喜欢读闲书的理
科男，更少。小民老师读的书，闲杂，
且高冷。瞧瞧这些书名！
《人类六万
年》
《枪 炮 、病 菌 与 钢 铁》
《遗 传 的 革
命》
《机器人叛乱》
《进化心理学》
《人
类简史》……
我一向敬重读书人，尤其敬重那
些能坚持自己的阅读品位的读书人。
自然，与小民老师就有了书来书往。
我向小民老师借过《杂草的故事》和
《臭皮囊》，小民老师从我这儿借走过
一些历史类的书籍。不过，书来书往
是一回事，路上遇到小民老师就本能
闪避是另一回事——怕小民老师和我
谈“自私的基因”或“大数据”与“长尾
理论”
，
露怯啊。
小民老师教数学，思维敏捷、缜
密。上小民老师的课，真不能走神。
因其上课的节奏，是紧锣密鼓式的，你
若发个呆，跟丢了一个鼓点，你就手不
是手，脚不是脚，紧接着无所适从、踉
跄难行了。所以，小民老师的学生，对
小民老师的评价，也就走了两个极端，
有顶礼膜拜封他为“数学教皇”的，也
有发牢骚
“这都讲的啥子哟”
的。
读书多的人，通常口才也好。听
小民老师说话，是件很有意思的事。
比如，小民老师最不待见在学习中藏
拙的学生，总是鼓励他们大胆提问，小
民老师是这样撺掇他们的：
“ 厚厚脸
皮，就能饱饱肚皮！”偶尔小民老师也
会痞那么一下，对总也带不全尺规就
敢听他的几何课的皮猴子来上一句：
“你呀你呀，真是个无尺之徒。”对喜爱
的学生，小民老师爱喊昵称。能被小
民老师喊昵称的学生，走路屁股都朝
天，荣耀啊！比如班上有个姓朱的数
学奇才，素来得宠，有回与小民老师闹
别扭，被小民老师喊了全名，这下不得
了，得空就追在小民老师的屁股后面
喊：
“求求你了，
叫我朱！
”
做学生的，有几个喜欢上班会课
的？小民老师的班会课也不免俗，主
题肯定也是事先定下的，但不到五分
钟，小民老师铁定就跑题，就神采飞扬
地带着学生上天入地，神游八荒。天
文地理、时事八卦，只要学生想听，小
民老师就给他们讲。往往正听得入
神，小民老师会突然停下来看一眼腕
表，道一声歉：
“ 吾又扯远矣。”然后扫
一眼全班，想继续听？先把这阵子咱
们班的问题摆一摆，再拿出点措施来
给我看一看。到了这个环节，全班就
齐刷刷地盯着那几个犯了错的小伙伴
看，盯得小伙伴如坐针毡，其实也不用
盯太久，小民老师想在班会课上解决
的问题也就差不多解决了一大半。
有次小民老师扯着扯着就扯到了
他和他邻居家的两扇进户门。小民老
师感慨每日里贴到两家门上的小广告
特别多，他还打了个比方，不说“像牛
皮癣”，说“如同蝶儿乱飞”。学生正窃
笑小民老师一数学老师硬充什么小文
青啊，小民老师话锋一转，问：
“若你今
日好不容易清理干净了，明日又贴上
了，如此循环往复，你会怎么办？”学生
七嘴八舌，小民老师笑，继续扯：
“我不
管邻居的好心劝阻，我照样不厌其烦，
每日里清理得干干净净。我坚持了半
个月，奇迹发生了。我家的进户门上，
再也没人贴小广告了！而我邻居家的
进户门，则层层叠叠，似无穷尽也！”小
民老师戛然而止。至于做人、做学问
与清理小广告在道理上的相通处，那
是需要学生自己去用心悟的。
被小民老师如此这般调教过的
学生，知识面、见识、能力都比其他班
强。他们普遍守得住本分耐得住寂
寞，勤勉笃实又不乏活络，毕业后，基
本上都能在各自的岗位上混得风生
水起。
小民老师呢，这么多年，却没见混
上个一官半职，学生们都为小民老师
叫屈，小民老师自己呢，没事人一般，
仍然读着他的《人类的天性》或《世界
是平的》。
人家小民老师说了：你若盛开，清
风爱来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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