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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山乡拾趣

有关亲情（特别是母爱）的文字、影片、
音乐，但凡有些许真实生动，都可使我这万
年不掉泪之人泪流满面，泣不成声。

200人的年级班会课上，辅导员放了
个不到十分钟的微电影。

剧中有三次送别。
七岁的他，在母亲陪同下经田野去上

学。他嚷着不想上学，往回狂奔，被母亲追
回后，抱起边拍着他边哄，那时的母亲温柔
可人，年轻美好；上大学的他，又那片经田
野，母亲扛着大小行李，又将他手中的拿
过，矫健地走着，对他说，“照旧送你到村
口。”彼时，她已是四、五十岁的村妇，岁月
的痕迹在她脸上显露；工作后，事业有成的
他回家吃饭，临时接到电话需回去工作，母
亲便拿了他的衣服，陪他走了小段路对他
说:“就送到这儿了好。”走了小段路，他回
头，看到母亲缓慢地捶着弯了的腰，艰难而
苦涩的往前迈。这时的母亲真的老了，连
稍远的路也走不动了。他顿时湿了眼眶，
狂奔向母亲，紧紧拥抱着她。

我的眼泪自第一幕就止不住的哗哗
流，待到影片完结时，面庞灼烧般的疼。

最珍贵且易逝的，往往都是习以为常
的亲人之爱呀。总以为只要回头，他们永
远都会张开强有力的怀抱拥我入怀。总以
为时光很慢，他们永远是顶在自己头顶的
那片天。那些自有记忆时便开始听的碎碎
念：好好吃饭，多穿衣，读书别熬夜等等，甚
至于让人忽视且厌烦的关心，待到真正失

去那一刻，该是何其的惶惑无助啊。所以
这些年的叛逆期，每逢和我母亲相看两互
厌时，我便会去试想，假使……她不在了的
话。想到这儿，我就鼻子一酸，红了眼眶。
曾梦到一次亲人离世，梦醒时，泪湿枕巾。
喜的是？他们都尚在人世，我还来得及好
好爱他们。

撇开我失了智的叛逆期，我从来都觉
得我的母亲是这世上最好的存在。所有同
她共度的时光，所处的细节，皆可用以力透
纸背，是她的爱。

刚生完我时，母亲遭受了婚姻等一系列
重大变故，可她仍倾心地照顾我，欣赏我抿
嘴舔下唇时种种姿态，尽力给我最棒的生
活。往事一幕幕闪现：买一斤二块钱的娃娃
菜，都要货比三家讨价还价很久的她，经不
起我的撒娇，给我买一个五块钱的迪迦奥特
曼，在街上和大爷划价十分钟，砍到四块
钱。作为一名初中数学老师，母亲不善女
红，为了使我穿上暖和好看的毛线衣，学着
去织背心、毛衣。白天教学任务繁重，疲惫
至极的母亲回家后，还要教尚在幼儿园的我
识字算数，陪我玩游戏、讲故事。好多次，我
夜里高烧，街上打不到车，母亲抱着我，一路
狂奔到县医院急诊。在当时于我家而言，如
猪肝、海鲜称之为珍贵的美食，母亲总表现
出对它们苦大仇深的模样，心满意足哄我一
人吃完，倒像是我帮了她大忙。

对她而言，明明带着我解决温饱生活
已是不易，可她总在我提出要上绘画、舞

蹈、书法等兴趣班的要求后，拍着胸脯对我
说“放心吧，妈妈有钱，我们小智慧真厉害，
要好好学，要开心哦。”2007年，我要参加
一个舞蹈比赛，平时生活极为节俭的母亲，
花1000块钱专门请老师指导我参赛。

尽管生活中大小事母亲都喜欢唠叨，
有时让我几近崩溃。可母亲也有好些天真
浪漫的时候，像个顽皮的孩子，浪漫的少
女，只是为了将我这块顽石能够打磨得更
光洁，不得不在必要时做凶神恶煞的“悍
妇”样子。那时，母亲明明可以向外婆闹小
脾气寻温暖的女生，可光是来消受我的磨
人，全身心让我快乐成长，且和外婆一起倾
心爱我。

每当我偷偷玩摩尔庄园的时候，我态
度人神共愤的时候，母亲会凶我，严厉批评
我，过后柔声相劝于我。我考了高分的时
候，得到老师表扬的时候，我画了“惊世之
作”时，我得了奖时，母亲会不吝言辞地夸
赞我，奖励我。

除了母亲以外，这世上，再无人，会因为
在我感冒发烧之际，用针灸替我治疗；也再无
人，会因想让我吃她亲手削好的水果、煮好的
鸡汤而支付我100元高额“品尝费”……

雷厉风行，爱恨分明，赏罚分明，母亲，
她一直都是我心中的女超人。

母亲她是个好胜之人，凡事不做的尽善
尽美不罢休，为此，她没少吃苦头。可她从来
都是默默承受，独自消化解决，从不影响于我。

记忆中除了几个寂寥的背影，她所展

现于我的，皆是永远都活力四射的工作，照
料家人，监督我学习，如钢铁侠般的存在。

记得我高考失利，母亲甚至只是流着
泪抚摸我的脑袋，歉疚地对我说:“是妈妈
不好，当班主任太忙，让你初高中一直住
校，身体都垮了，是妈妈没照顾好你。”

此话一出，我刹时泪如雨下。该说对
不起和谢谢的那个人，从来都是我。

过去我总想着快点长大，挣脱她的管
束，远离没有她的地方。自在飞翔，无拘无
束。进入大学后，母亲觉得自己该放手了，
便再也没严厉管我，频繁寻我，处处限制
我。除了每周末一个几分钟的电话，带着
温和疲惫的问候和关怀，以及微信给我分
享的一些蜜汁推文，倒来翻去那几句自小
听到大的嘱咐，再无其他。

起初半年我毫无感觉，而后便“苏醒”
了，母亲发来的所有消息我都认真回顾，定
期主动打节日问候电话，或写信送礼物。

关于母亲如何爱我，一本书也记叙不
完。但我一定会写下去的，我一定得写下去。

有一天，我终于忍不住问她:“妈妈，你
为什么对我这么好？可我却自私地爱着自
己。”她只莞尔一笑，说:“傻孩子，等你有孩
子了也会一样爱她的。”

我的人生已走了1/4了，母亲兴许只剩
下1/4，我还有多少光阴可以任性挥霍，难
道待到她当真苍老无力，训不动我时吗？
妈妈，你一定要慢点老去。我一定要好好
的，活得精彩！

我心目中的女超人
郑智慧

高考中考放榜这几天，圈里铺天盖地的
红榜喜报，像是梅雨季节的风雨，唰唰唰，唰
唰唰，看得多了，恐怕眼睛也给染红了。然
后便是一场疾风骤雨的抢生源大战，各家拿
出十八般兵器，使出浑身解数，出谋的出谋，
划策的划策，一时间生源截流术、综合评价
限制术、志愿填报忽悠术、暂扣准考证术、承
诺提前录取术、保证创新班术、奖学金引诱
术……琳琅满目，层出不穷。

我也不能免俗，在生病期间，我发过一条
为自家学校招旗呐喊的招生广告。毕竟，在
现在这样一个社会里，没有谁可以成为一座
孤岛，或者说没有谁可以真正做得了一个当
代“陶渊明”。红榜上的歌功颂德我是不太在
意的。毕竟那只代表了过去，即使是红榜在
列的人，未见得他们对自己的成绩是满意的，
即使是对自己成绩满意的，也未见得接下来
的选择是容易的；而且成绩只是一部分人的，
不在红榜上的人，也有拼尽全力而不得的，于
他们而言有太多的遗憾，红红的榜单对他们
而言也许是深深的刺痛，更遑论喜报了。

当然还有一种红榜是在高考红榜之后
的，这类红榜是对夜以继日、起早摸黑、任
劳任怨、殚精竭虑、提心吊胆、细心呵护别
人的孩子的优秀教师的颂扬，这当然是需
要的，而且是必要的。这样的红榜还可以
再多一点，宣传力度还可以再大一点。

好友纷纷问我，生病了怎么还关心这
个？不然呢？脚下哪里还有可做鸵鸟把头
埋的净土？铺天盖地的讯息无时无处不在
侵扰着你，何况自家学校是你以前、现在乃
至未来的生活保障，以后的日子好不好过
一点也与此颇有关系，现实逼得我们每个
人都只能严妆靓容地侍奉着这个社会。而
好友问我的，皆是出于关心我，连同关心我
该关心的问题，就目前还未真正渡过困难
期的我而言，保持乐观、坚强意志、调养身
体才是我最应该关心的，别的就少掺和
了。的确，可是我还是一头扎进了为这个
我曾为它付出了我的青春和汗水的学校发
声的泥潭里，哪怕就是这么一则招生广告，
特别是在它目前处在困难的时候。当然，
学校本是凤栖之梧、蝶恋之花，何须如此敲
锣打鼓街头卖艺般的张罗，但时移世易，许
多无奈不是一句话说得清的。

也有人为我抱不平，你看你都干到病
倒了，红榜宣传的时候都没有看到你的名
字。要不然呢？宣传一个教师为教育教学
累到病倒了？这样宣传合适吗？

宣传本就是宣传那些带有鲜亮夺目的光
环的，不然还宣传什么呀，更何况自己所做的
事都是当老师的一些本职工作，强度大、工时
长也不是一个人的专属。整艘船已然是一艘
远航巨轮，由不得任何一个船员懈怠，巨轮远

航时也难保船员不出现一些状况。并且，红
榜宣传的也都是实实在在的，并未夸大捏造
扭曲变形，如果要把你的名字放上去，那是不
是要追溯到高二的老师、高一的老师？

再者，学校还有那么多兢兢业业、付出
所有的优秀教师，他们任教的学生在学业
上实在不是最优秀的，但却在老师的影响
下不断进步，成人成才，取得属于自己的那
份成绩；另外，还有薄弱学校，以及薄弱学
校的薄弱班级的一些老师，他们以另一种
方式和压力在做出自己的贡献。难道要像
晒鱼干一样，把所有人的名字，一一拿出来
晾晒一番？而且，现在你作为陪跑的人自
己在剩下的最关键的一个半月丢下冲刺的
人落跑了，怎么说对即将高考的学子也是
一种伤害，陪跑的人自己也留有无限的遗
憾。当然，如果不是因主观或客观的原因
频繁换帅，形成一个良健的师资培养和学
校运营长效机制那就更好了。

鲁迅说，只要能培一朵花，就不妨做做
会朽的腐草。这句话竟预言了近一世纪后
作为一个中学教师的宿命，不知该是一种
怎样的滋味。在战火硝烟的年代，老兵不
需要荣誉，老兵能活下来就算是褒奖。

其实，更重要的是，所有的这些，放到
你的一生中，都是再小不过的小事，怕是连
提都不值一提。你看那海潮，没有一波浪

潮会停留太久，但是每一波浪潮都会试着
抚平沙滩上踩出凹凸不平的脚印。

但是在这样的小事中，那些关切的
“生病了怎么还关心这个”的询问和抱不
平，却为我筑构起一座坚厚的熨帖壁垒。
拥有这些，大约才是孤岛不孤的所在。齐
邦媛在《巨流沙》中说到：“对我而言，教书
从来不只是一份工作，而是一种传递，我将
所读、所思、所想与我说话的人分享，教室
聚散之外，另有深意。”她引用方东美先生
的话说：“他们，都是我心灵的后裔。”其实
对于师生而言，毕业收获的不仅仅是经历、
成绩，更是情分，是各自的成长。

一个学生特意来看我，聊天时，回望自己
走过的路，他叹息地说，我们的教育就不能日
常一点，或者常态一点吗？简单朴实的话语，
道出了一个刚刚过来人的心声。其实他的心
声也是许许多多人的心声。日常，常态，像是
被打入冷宫的妃子，不知何时才能重被宠
幸？但纯粹依靠被宠幸，恐怕还是消极了些，
可笑了点。有的时候，我们还是需要在规则
允许的情形下，努力做一些有益的调整。

（补记：作于2019-6-27 。幸运的是，

2022年的高考中考揭榜后的今天，就像特

意看望我的同学所说的，在各类教育宣传

上，已经努力在向教育日常、教育常态靠近

了，尽管这是各类水果收获的一年。）

会朽的腐草
阿 栗

我的家乡郑山村可称得上是梨乡。二
十世纪中期,整个村庄被梨树环绕，全村三百
多户人家，几乎每家每户的房前屋后都植有
梨树。大的高数丈,树荫遮盖了房顶，待到梨
子成熟，有上千斤可摘呢;小的也有好几米
高,树梢与屋檐齐平,至少也可摘百来斤梨。

每年到了农历二月，站在村庄最高处
远眺，只见一片雪白，犹如腊月大雪天，整
个村庄银装素裹,分外妖娆;又如花的海洋,
构成一道独特的风景线，煞是好看。阳春
三月，刚孕育的果子留在枝头，贪婪地吸吮
着阳光雨露。小时候，我常呆立在梨树下,
巴不得梨子一夜间成熟。时间在等待中飞
逝，到了农历七月半，梨树上挂满了一只只
熟透了的梨子。不同品种的梨，颜色不同，
形状也各异:有的泛绿，形如鸡蛋:有的发
青，形如苹果;有的透黄,形如葫芦……我家
门前的那棵,长的就是葫芦状梨，祖父称之

“葫芦雪”(家乡方言梨子叫雪梨)，个大超半
斤,甜味赛蜜糖,可谓梨中极品。我六岁那
年随父暂居杭州，祖母还特托人捎来几个
“葫芦雪”，我如获至宝,舍不得吃，一直放
到中秋节才拿出来与家人同享，那个甜呀，
直抵心窝，那是我吃过的最甜的梨了。

梨熟时节，村里的大人们都忙开了，有
的张罗着找买主，有的已经找到买主，就毛估
估论株卖给小贩，由买主自行采摘;家里有劳
力的，自己采摘下来，过秤批发给小贩;而大
多数人家，自己采摘,第二天步行三十余里，
挑着送到温州市区批发给梨贩子，这样可多
卖点钱。而在家门口卖,每斤一毛钱，送到市
里每斤可多得三五分钱。别小看这三五分，
若出售上千斤梨，可就多三五十元了。当时
的三五十元是农户一年的开支。现今的年
轻人是弄不明白的，但凡六七十岁、有过农村
生活经历的是清楚的。1954年我读初中，每

天的菜金只有六分钱，家境贫穷的同学，还两
人合吃一份菜呢!算算看三五十元够不够农
户一年的开销?乡亲中能卖出上千斤梨的,就
算富裕户了。故家乡流传着“梨子熟，一年
福:梨子无，一年苦”这样的民谣。即便如此，
但乡情浓浓。每到梨熟时节,乡人都会采摘
些梨送给亲朋好友尝个鲜，顺道报一声梨子
丰收的喜讯。也会留些给自家人吃，特别是
有小孩的家庭。这不，我祖母不是特托人送
梨给远在杭州的我吗?

梨熟时节,是小朋友最快乐的日子,特
别是家中没梨树的小孩，更是盼着邻家大
人采梨了。高高的梨树,采摘并不是一件
容易的事。一人得先上树，下面的人递上
一根小碗口粗细的木条，树上的人将一端
架在树杈里,另一端系上棕绳斜挂着吊在
稍高的树干上，构成一个三角形，采梨人或
坐或站在这根木条上，一手攫住棕绳，一手

采摘梨子，采下的梨放进事先挂在梨树上
的竹筐里，放满一筐后，用绳子吊下倒进大
箩筐，再拉上来继续采摘。常有人失手将
梨掉在地上，或人动树摇，熟透的梨子纷纷
坠落。于是在树下等着拾落梨的小孩，就
争抢落在地上的果子。小时候笨手笨脚的
我，总抢不过那些机灵鬼，只能呆呆地看着
他们喜滋滋地享受到手的战利品。自然也
有空等的时候，因为自始至终没掉下一个
梨。当然梨树的主人会主动取几只梨，送
给围观的我们。我们拿着梨子，欢天喜地
地回转家门,与父母报告某某叔叔或某某
伯伯给我梨的消息，这才慢慢地品尝。

五十多年过去了，每当梨熟时节享受
着儿女们送来的砀山梨、雪梨或鸭梨时，我
的眼前就会浮现出儿时家乡“千树万树梨
花开”的景象和梨熟时节与小伙伴们争抢
落梨的情景。

梨熟时节
郑冠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