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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时间的夹缝里开花
■仇士鹏

到了年末，就会不由地开始回望、总结与反思。
这两年，我从一个忙着上课、备考，过着制式生活的本

科生变成了拥有学术研究、处理横向项目等私人定制生活
的硕士生。最大的变化就是曾经可以肆意挥霍的业余时间
从大浪里的沙变成了黄金。

我曾用“疯狂”形容过我本科时的写作状态——就像是
一支笔穿上我的鞋子行走在人间。

为了给老家报纸投稿，我把市里的所有景点都走了个
遍，从 5A级景区到不为人知的小公园，甚至是一条只有老
人能叫出它的诨名，地图上都无法搜索到的河流，每处草坪
上都有我的脚印破茧成蝶，每处残荷旁都有我的耳朵在听
雨。采风和写作成了我大四保研后的主旋律。每天，大脑
都会被腾出一部分来思考，所见所闻能否以某种角度写进
文章，或是能否提炼出某种生活哲学。印象最深的是有一
周，每天都强迫自己写上一两篇文章，结果 5天后眼睛迎风
流泪，手掌弯成鼠标的弧度，僵硬难以屈伸。但心是畅快
的，这种对时间铺张浪费般的消耗让心灵充满了尽情释放
后的酥麻与绵软。

不过，从现在到今后我可预见的几十年时间里，这样的
随性和纵情注定要一去不复返了。

读研后，出差、做项目与改报告循环滚动，让大脑变成了
老式的烧水壶，壶盖转着圈跳个不停，生活则像是被爬山虎层
层包裹的墙，看不出本身的颜色和质地。写作，从一条浩浩荡
荡的江河变成了支离破碎的溪流，成了在泥缝间渗漏的地下
水。我在等待程序运行的时候写；在早上起床老师发来消息
前写；在把改好的项目发给老师后，用余温尚存的夜色写；在
地铁上写；在出差回宾馆后，躺在酒店的床上用手机写……

而这种写，也不再是长篇大论的写，而是见缝插针的写。
我往往仅写下只言片语，最多是一个段落，然后用多个日夜将各
个段落完成，删减增补、润色后再串在一起。这样的文章必然是
少了“第一时间”所带来的鲜活与绝对纯粹、真挚的抒情——拉
长了战线会让人瞻前顾后，对当时的情绪和观点产生怀疑和犹
豫，但也因此，让文章有了辩证、成熟和圆融的机会。穿越时间
的回眸，往往能在一颗心脏之外看见更辽阔的山川。

事实上，一块岩石，正是因为夹缝中生出了一朵娇艳的花，
才会有下自成蹊的魅力，生活也是这样，所以我是要感谢夹缝
的。相比于草地上的种子，生活在夹缝里的种子更能知道自己
会迸发出怎样的热爱与冲劲，会怎样执着地向往、虔诚地祈祷并
最终竭尽全力地投入春天。正是一步步地发现、意识到了这种
心灵的倾向，我们才能让生活更加靠近命运在最开始就暗中设
置好的倾向。我也渐渐明白，文学可以是一种职业，也可以不
是，它更是一种生存方式和生活状态。如果说文学曾作为一道
光，照亮了我陷在阴郁中的瞳孔，那么现在，我自己就是光源，一
个发光体。正是处在夹缝里，我才得以一次次地重新观照文学
的初心，学会妥善地处理文学与生活的矛盾与统一。

我渐渐明白，生活的一切和一切的生活都可以成为文
学的土壤。它未必需要古色古香的书桌、安静的窗子和完
整的时间，限制了写作时间的夹缝也可以成为写作的内容。
即便是常被批判的物欲、匆忙和浮躁同样可以成为文学的
诞生地，只不过是用反省的目光去观照而已。

或许，在某种意义上，文学就是自己感动自己，哪怕在
旁人眼中你的行为莫名其妙、奇奇怪怪，甚至是矫情、无病
呻吟，但只要对自己而言，那一刻的感动是真实的，那么文
学就是一颗充满活力的种子，能在夹缝里开出水灵灵的花
朵，让平庸的裸岩都成为美的代言。

火心灵 花

书4 人文4 香
2021年12月31日 星期五

见习编辑:汤文清 E-mail:jybfktg@163.com

公益广告公益广告

断断续续，读读写写，我看完
了张小兵的《在有光的课堂上》，
觉得无比亲切、感动。张老师以真
实细腻的笔触、独特有趣的笔法以
及深厚自如的笔力，巧妙地捕捉一
次次课堂发言和教学活动。课堂
心得妙笔生花，师生故事涉笔成
趣，书里很多篇章给我留下极深的
印象。

学生是老师生命的灯塔

冰心说，爱是一切，一切是爱。
张老师说，教师应当是“与美共同着
生命”的人。“美”即学生，学生即

“美”。如果教师眼里装着学生，心
中想着学生，相信教师的教学生命
会被强烈唤醒，人格魅力会被全面
激发！

《不一样的“阿慢”》表达了对一
个慢慢成长的后进生的宽容与鼓
励，传递了宝贵的教育理念：“成长，
不是一件着急的事，得慢慢来”；《希
望所有人都幸福》写出了教师善于
发现一个贫困学生身上“让人心安
的体贴”，与生俱来的善良；《教师要
勇于“露短”》告诉我们尊重学生的
表达，老师“露短”展现的是生命的
真实。

课堂是教师成长的沃土

课堂是教师思想驰骋的跑马
场，是教师十八般武艺展示的平台，
是教师与学生零距离交流的舞台。
顺意时，上课行云流水、纵横捭阖，
如春风骀荡、百花争艳；失意时，上
课肠塞梗阻、支吾别扭，如枯枝败

叶、颓垣断壁。
课堂能发现语文之美。《在有光

的课堂上》诠释了“好玩、有意思、有
智慧的课堂才是真正的课堂”，引导
学生走向宽阔与光明。《学生眼中的

“幸福语文课”》通过一场大讨论，让
学生明白语文的真谛，感受语文课
的千姿百态。

课堂能挖掘学习之乐。《做一个
听众又何妨》讲述代课的经历，充分
还原学生的自由，把时间还给学生，
把方法教给学生。

课堂要立足人文之基。《从“看
客”到“主人”》揭露了部分教师讲荤
段子变相拉近师生距离的丑行，指
出语文需要品质课堂，“让人获得审
美体验”“充满人文和理性色彩”“带
着问题来，又带着新问题去”。

写作是教师生活的宝藏

著名教育家叶澜说：“一个教师
写一辈子教案难以成为名师，但如
果写三年反思则有可能成为名师。”
反思是写作的萌芽，写作是反思的
结果。

写作是教师每天日常生活状态
的概括，也是对课堂点滴的教育智

慧的总结，也是教师专业成长的刚
性需求。教师的写作不仅是实现个
人专业写作的成功，更要引领学生
学会写作，热爱写作。

《思想不等于评论》指出了严峻
的问题：教师不关注文本的核心价
值，任由学生天马行空、隔靴搔痒地
发表感想，只能冲谈乃至曲解文本的
意蕴；《认真写好每一句话》里张老师
脑洞大开，另辟蹊径，因时制宜，就地
取材，从万物找到灵感，天马行空地
创作，富有思辨，饱含诗意，让学生在
不知不觉中爱上写作；《“手”里有乾
坤》以手为观察对象，方法独特，教你
破解“观点雷同，缺乏新意”的痼疾；
《写是为了让人活》深刻地剖析了学
生“一言不合就要写”的烦恼，呼吁

“写作是生活的一部分，但生活的目
的不是写作”，指明写作的导向，自然
真实，顺其自然。

学生、课堂、写作就像三叶草，
构成了教师浪漫生活的主体，成就
了教师生活的妙趣与充实。关注平
凡的小事，关心师生成长的每一个
瞬间，关照教师成长的不同阶段的
路径，绵绵用力，久久为功，相信我
们都可以成为“有光”的人。

学生有了光，未来才会亮

■陈韬

过好书 眼

《在有光的课堂上》
张小兵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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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在有光的课堂上》有感

那日去村里，我惊讶地发现自
己读书时候的教学楼变成了村里
的办公楼，曾经跑步、踢球、打雪仗
的操场变成了附近村民的晒谷场，
只有旁边的河流，除了水位降了
些，依稀还保留着原来的样貌，成
了我追溯过去唯一可以依靠的
媒介。

在我们那儿，溪和河常常互相
混叫，如果非得说两者有什么区别
的话，大概在村民的潜意识里，溪里
的水总是要比河里的水来得干净一
些。若以上帝视角在高处俯瞰，放
眼村民生活的区域，水流之处，十之
八九，尽为溪坑。其中一条就在我
们学校的旁边。

溪上有一座桥，长宽与一辆小
轿车的尺寸相仿，我每天上学放学
都要经过它。桥的两边有石头修葺
的栏杆，顽皮的男孩子会抓着栏杆
上的石头一跃而过，以显示自己的
勇敢。

有桥，当然就有桥洞。桥洞下

有几块大小不一的石头，它们的形
状亦不规则，俯卧在水面上，宛如龟
背，可以同时容纳好几个人，我们小
的时候最爱来这里玩耍。天晴的时
候，桥洞下可以躲避阳光；下雨的时
候，桥洞下可以躲避雨水；老师拎着
戒尺四下里寻人的时候，桥洞下可
以躲避责罚。

那个时候，学校里开有兴趣课，
以教书法为主。下课的铃声一响，
同学们就跑到溪边去洗毛笔，洗之
前，总不忘互相打闹一番，或在脑门
上写一个“王”字，或在脸上画三撇
胡子，或在桥洞两侧的石壁上泼墨
挥毫，笑着，闹着，玩得不亦乐乎。
小溪记住了我们的笑声，同样也记
住了我们的天真。但是当我走到桥
洞下，却发现石壁上的字迹已经没
有了，就好像我们不曾来过一样。
倒是那清浅的溪水里，依稀还能见
到几条昔日的游鱼。

以前，这里有很多的跳跳鱼，它
们大多只有几厘米长，三五条捆起

来也不过拇指般粗细，却仿佛是整
个水下世界的王者。它们喜欢在石
头缝里钻来钻去，你不看它时，它

“静若处子”，你若伸手去抓它，它比
飞奔的兔子还要灵敏，尾巴轻轻一
甩，从这块石头底下蹿到了另一块
石头底下，等你将手伸到近处，它又

“哧溜”一下跑远了。当你的耐心被
一点点消磨殆尽，而它犹不知疲倦，
用那胖大的眼睛打量你，略带着挑
衅的意味。你虽生气，却又无可
奈何。

春天微风吹过的时候它们是
这样，夏日阳光映透水面的时候它
们还是这样。不过，水里的生灵始
终如一，水面上的风景却是千变
万化。

小溪虽小，从不失热闹。春天，
水面上有蝴蝶，有蜻蜓，有翠鸟，它
们停在草叶上，与天光云影共徘徊；
到了夏天，温度渐渐升高，年少的我
们穿着塑胶鞋从下游溯流而上，凉
意可以从脚心传到胸腔，在没有空

调的夏日午后不会有比这更惬意的
了，我们咣当咣当地在水里走着，吓
得岸边的青蛙都不敢出声；秋天最
闹猛的是溪边的树，树上的鸣蝉似
乎知道自己即将退场，抓住最后的
时光一展歌喉；冬天，万木萧疏，落
在小溪里的除了树叶，还有雪，雪
一落就化了，可是第二年春天，雪
融化的地方长出了水草，水草青
青，仿佛告诉我们冬天没有消失，而
是变成了春天的一部分，不然何以
有“倒春寒”呢？

这些年，我去过很多的地方，
看过很多的水，行过很多的桥，唯
有此处始终令我难忘。借用《小王
子》里的句式表述：这个世界上有
无数条河流，但是对于我来说，故
乡的那条小溪依然是最独特最无
可替代的那一条，因为慷慨地允许
我蹚水、洗笔、抓鱼的是它，见证我
与同学一起玩闹的是它，在我委屈
时听我倾诉的亦是它，它早已成为
我生命的一部分。

故乡的小溪
■潘玉毅

随闲庭 笔 行人生 板

“肉麻”是我老家靖江的方言里一个很特别的词，有两
个意思，一是指说过分亲昵的话让人难受的感觉，除此之外

“肉麻”还有另一个意思，是指舍不得，心疼。比如，母亲一
个人割了两亩稻，手上脚上起了几个泡，我们都很“肉麻”
她。我对“肉麻”的第二个意思感受尤为深切。

这两年，我最“肉麻”的人是父亲。
父亲前半辈子过得顺风顺水，后半辈子却活得颇不顺

心。父亲快 40岁的时候，原先做事的几个单位相继倒闭。
他像一只运气不佳的鸟儿，“拣尽寒枝不肯栖”，只好回到家
里。这样的境遇，与他刚从部队复员后那 10多年的经历相
比真正是天壤之别。那 10年间，父亲先后在社办厂任供销
科长，后来到公司做供销员，再后来与人一起做煤炭生意，
辗转长安、季市等地，也曾风光一时。然而，命运像一只魔
手，翻转之间，一切变了样。

父亲是家里的老大，家里家外人处处敬重他，大家习惯喊
他“老大”。而现在身份还在，地位却一落千丈，威严高大的老
大形象大打折扣。时代的变迁本身就带来很多的冲突，人际
的，代际的，平常得像百花港里的潮涨潮落。虽然乡下还是典
型的熟人社会，然而差序格局已经崩塌，年轻一辈做事，哪像
老辈人那样考究周全呢。四时八节礼数不到，日常往来招呼
忘打，都像家常便饭一样多发频发，于是父亲难免置气。

我时不时打电话劝他，岁数大了，要做减法，现在年轻
人做事都是自己做主，少管年轻人的事，不问别人家的事，
图个眼前清净，内心安宁。时代变了，社会越来越有活力，
大家日子也越来越好，你不要再有那么强的家族荣辱观和
使命感。但我说归我说，要完成这个转变，对父亲来说还是
太难了。近些年，我感到他一直过得不开心少乐惠，整天闷
闷地叹气，或是一个人埋头到田里做事。直到去年，疫情过
后，他的腰痛拖延很久也不见好转，姐姐带他去镇卫生院做
了检查，取报告时医生说“家去弄点好吃的吃吃”。在老家
的语境里，这话背后的意味令我们心惊肉跳。到泰州人民
医院系统检查后，医生给出了诊断结果：胰腺癌，且已是晚
期。听到消息，我很肉麻他，立即赶回家安排他住院。

治疗期间，自尊自爱的父亲情绪起起落落，但病痛步步
紧逼打压销蚀他，化疗带来的副作用，让他吃不下饭食，呕
得厉害。父亲的体力也在不断消退，先是拄着拐，勉强移
步，继而瘫坐在藤椅上，立身时倒倒歪歪难以自支，最终整
天卧床不起。确诊8个月后，父亲离开了我们。

父亲临去世时，张着嘴想要嘱咐我什么，但却再也不能
发出任何声响，连身体上的温度也在迅速地消退，我忍不住
泪如雨下。

肉 麻
■吴锡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