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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生长的村庄东边，有一条自北而
南缓缓流淌的小河。两岸的农作物以河
为界，分别向两侧铺展开去。向西的延
伸到了西岗西洼，向东的延伸到了东岗
东洼……方圆开阔数十里，全生长着玉
米、高粱、豆子等五谷杂粮。黄豆是油
料作物，可磨豆腐可榨油，豆叶喂耕
牛，豆秆当柴烧，乡人很乐意种植。秋
季，大块大块的黄豆地里，豆荚泛黄
了，挂在豆秧枝条上随风摇摆着，给人
一种丰收之美。蓬蓬勃勃的豆秧间散发
出的豆香味，能从这块地连接到另一块
地，间或顺着土大路与拉去不久摊在村
头晒场里的豆秧的味道融会在一起。

夏季发声的蝈蝈的鸣响，经过一段
时日历练而愈发洪亮了。可爱的蝈蝈用
翅膀摩擦出的美妙声音，能传遍方圆几
百米，令人耳目一新。

蝈蝈的声音，我耳熟能详。那是一
个太阳虽火辣辣但有微风轻吹并不感到燥
热的中午，我从距家近20里的城市往回
赶。走到村庄的东岗上，那里有几大块待
收割的黄豆地，右侧一块割去大半。社员
们已收工，田野空无一人。我行走至此，

满耳都是蝈蝈的叫声——“嚓嚓嚓嚓”
“括括括括”，此起彼伏，连成一片，动听
悦耳。

我做梦都想拥有一只属于自己的蝈
蝈，将那声音从田野引回到院子里，为单
调的童年生活增加些许情趣。于是，我小
心翼翼踩着豆茬，一步步朝着还未收割的
豆秧走去，因蝈蝈的鸣声就是从那里传入
耳鼓的。我敢断定，蝈蝈就躲藏在豆秧
间。它们不愧为昆虫“音乐家”中的佼佼
者，这里就是它们欢歌的舞台。其鸣声各
异，有的高亢洪亮，有的低沉婉转，或若
潺潺流水，或如急风暴雨，声音或高或
低，声调或清或哑，给无垠的田野增添
了一串串美妙的音符。

根据声音判断，那不计其数的蝈蝈
阵容十分庞大，我只要用手轻轻一拨拉
豆秧，蝈蝈定能唾手而得，成为囊中之
物。熟料，当我蹑手蹑脚靠近豆秧时，
那些机灵鬼好像听到了我的动静，看到
了我“贪婪”的样子，嗅到了我的气
息，或接收到了某中信息，竟屏声静
气，戛然而止。须臾，我停止捕捉的动
作，只侧耳细听，它们又开始放歌。当

我再次拨拉豆秧时，它们却又缄默了。
我猜想，也许是受到了惊扰，它们才跳
到豆秧下逃之夭夭的。如此反复多次，
我两手空空徒劳而返。远离了豆秧地，
蝈蝈好像取笑我似的，竟在我身后又唱
起了高高低低的歌。

隔日，我同邻居大哥下地割豆秧。
正弯腰一镰一镰往前割，一只格外耀目
的褐色蝈蝈现身了。它见有动静，迅速
从豆秧间跳到地上，本想逃遁，可大哥
眼疾手快，蝈蝈终被俘虏。大哥用豆秧
将这只蝈蝈围裹好递给我。我喜出望
外，庆幸终于有了一只心爱的蝈蝈。

收工回到家，大哥用高粱“梃子”
帮我扎了个盛放蝈蝈的笼子。我兴奋异
常，将其挂在厨房前的桃树枝上，一遍
遍审视，像对待别了三秋的好友对它施
好。采带露水的南瓜花，掐豆叶、红薯
叶，还摘红红的辣椒喂它，以加速它鸣
叫的频率。别小觑这只个头不大的蝈
蝈，鸣声却强劲有力。中午，我背着书
包一走进院落，首先听到的就是不绝于
耳的“括括括括”的声音。院子里有了
蝈蝈的声音，我的童年也有了欢乐。此

后几年，我每年都会适时想方设法弄到
一至两只蝈蝈。其实，那时村里不少农
户院里都挂有蝈蝈笼，鸣声遥相呼应，
充满野趣。笼子有细麻秆扎成的，也有
篾子编就的。

斗转星移，院内那棵桃树早已不见
踪影。然而，蝈蝈的鸣声像留存在我童
年的记忆中一样，留存在那个普通农家
院里，也留存在早年那棵桃树的枝丫间。

喜爱蝈蝈，难道是老百姓的专利吗?
否！有次在一份资料上看到，从康熙、乾
隆再到宣统，许多皇帝都与百姓喜爱蝈蝈
的情趣相投。乾隆游西山，听到蝈蝈鸣
声，情不自禁叹曰：“……雅似长安铜雀
噪，一般农候报西风……”末代皇帝宣
统与蝈蝈的情缘，更具浓重的神奇色
彩。通过电影 《末代皇帝》中的一些情
节，便可窥见一斑。老北京人“玩”蝈
蝈研究蝈蝈，那更是出了名的。由此可
知，我国有着独特的源远流长的蝈蝈文
化，至今仍在延续。你仔细谛听，巷
尾，兜售蝈蝈的老乡车子上悬挂着的一
个个传统精美的笼子内，又有蝈蝈抑扬
顿挫地鸣响了——“括括括括”……

朝花夕拾

研究表明，大脑天生懒惰、喜欢
随大流，且禁不住诱惑。只有促进多
巴胺分泌，增强愉悦感，才能让大脑
充满活力！而增强大脑愉悦感的方
法，蕴藏在七个日常思维习惯之中。
概括而言，它们分别是提升兴趣、立
刻行动、积极行动、持之以恒、正确决
策、挑战自我和情绪管控。在《超级
大脑的七个习惯》中，作者提供了众
多的案例和练习，帮助我们逐一认
识、理解并培养这七个习惯，彻底激
活大脑效能。很多人抱怨自己先天
智商不足——看过的东西记不住，学
过的东西不理解，思考的东西参不
透，一辈子注定碌碌无为。但实际

上，问题并不出在智商，而是用脑习
惯上。如果你懂得运用大脑规律，提
高大脑主动性，再困难的问题也难不
倒你！《超级大脑的七个习惯》能帮助
你深入了解大脑特性，用科学的方法
提升大脑的活力与效能，实现工作和
学习的重大突破！

日本顶尖脑神经科学家菅原道
仁是一位经验丰富、学识渊博的神经
外科医生，有长达20年的诊疗经验，
并创办了菅原神经外科诊所。《超级
大脑的七个习惯》是他汇集了多年经
验的一部重要作品。文字上通俗易
懂，内容却极富启发性，一出版便受
到了广泛欢迎。

新书架

♣ 姜 涛

那年我18岁，从师范学校毕业后被
分配到一所偏僻的乡村小学任教。记得
去学校报到那天，老校长语重心长地对
我说：“年轻人，干教师这一行可得耐得
住寂寞和清贫啊！”我冲他淡淡一笑。

果然，在这所学校不到半年，我那初
为人师的新鲜劲儿便泄得精光，取而代
之的是千般的无奈、万般的沮丧和不可
名状的失落感。就在这时，一位热心的
朋友给我介绍了一位长相俊俏、温柔大
方的姑娘，可人家一听是当教师的，就摇
头了，嫌当教师没出息。说句不知美丑
的话儿，我虽不是英俊潇洒的美男子，也
算是相貌对得起大伙儿的一米八零的堂
堂正正的男子汉啊！然而遇到的这些事
却让我感到极其烦躁和苦闷，甚至使我
心灰意冷。

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没有从往事的
阴影中走出来，干什么事都打不起一丁
点儿精神。有时候，我干脆将全班学生

“放了羊”，独自一个人坐到学校后面的
山头上抽烟发呆，看天空中寂寞的流
云，想自己十八岁的心事。偶尔有学生
问问题，不是被我简单敷衍过去，就是
遭到我大声粗暴的斥责，时常弄得那些
学生眼泪汪汪、委屈万分地看着我。时
间久了，不少学生只要瞅见我，大老远
就跑开了，弄得我心里犹如千万根钢针
刺到了上面。

这样的日子过了半年。有一天我
为学生上完课，夹着当堂交的一大摞作
业，回到了卧室兼办公室的小屋。由于
我急于知道这节课学生掌握得如何，于
是便随手翻开了最上边的一本作业。
首先映入我眼帘的是一张小纸条，上面
工工整整地写着一句话：“梁老师，您的
胡子该刮刮了！”我一看这话，扑哧笑
了。多细心、多可爱的孩子啊！我又翻
开了第二本作业，里面竟也有一张小纸
条，上面写着：“老师，您的声音这几天
有点儿沙哑，听我妈说野菊花能败火，
又能保护嗓子，我从山上采了一大把，
放在了您的窗台上。”我继续往下翻，没
想到每本作业里都夹有一张小纸条，上
面一句句朴实真挚的话语，像一股股清
泉缓缓流过我的心底，滋润了我干涸的
心田。我一下子用被子蒙住头，泪水顺
着我的脸颊无声地滑落下来。正在这

时，门轻轻地响了一下，我赶紧从床上
坐了起来，并用毛巾擦了擦双眼。一个
扎着羊角辫的小女孩蹑手蹑脚地走了
进来，我一看，原来是语文科代表兼班
上的文体委员，便问她有啥事儿。她低
着头怯生生地说：“老师，有一首歌曲叫
《长大后我就成了你》，歌词我知道得不
全，您能帮我查查吗？咱班同学都急着
学哩！”不知什么原因，面对学生的这次
请求，我竟连想都没想便满口答应。我
清楚地看到，这位活泼开朗的文体委员
清澈的眼眸里闪过一丝喜悦。

当天晚上，我从一位爱好流行音乐
的朋友那儿找到了那首歌曲的完整歌
词：“小时候，我以为你很美丽，领着一群
小鸟飞来飞去……小时候，我以为你很
有力，你总喜欢把我们高高举起……”读
着、抄着，我被歌中所蕴含的巨大力量征
服了。这群可爱的孩子哪里是让我为他

们找歌词，分明是想用歌词中热情颂扬
教师职业的伟大和无私奉献精神来激励
我，驱散我心中的烦恼，让我重新回到他
们纤尘不染的童心世界。我打心眼里感
激这群孩子，他们使我的灵魂得到了净
化，使我真正懂得了敬业的内涵：这

“敬”，来自一种爱，一种责任感。此时此
刻我意识到当一名教师是多么光荣、多
么神圣啊！

第二天清早，一阵上课铃声过后，
我精神焕发，迎着学生的歌声健步走进
教室。一声“老师好”，使我全身的血液
即刻沸腾。耳闻琅琅书声，目睹如花笑
脸，凝视清澈眼神，我感到有种神圣的
使命感和责任感。在那一瞬间，我甚至
觉得自己就像是传说中那个穿着魔鞋
的舞女，穿上那双红色的舞鞋之后，就
注定一辈子再也不能停止旋转，停止舞
蹈的脚步了。

“……长大后我就成了你，才知道
那间教室，放飞的是希望，守巢的总是
你……才知道那块黑板写下的是真理，
擦去的是功利……”《长大后我就成了
你》，每当听到这动人的歌曲，我就心潮
澎湃，激动万分。这一首难忘的歌——
那群懂事的农村学生送给我的礼物，使
我凌乱低落的心绪变得平静坦然，在那
所乡村小学度过了八年的青春时光。

百姓记事

孙老师高瘦身材，背微驼，
巴掌脸，脸也有点“驼”，长得像
个猴子。同学们私下都喊他“孙
猴子”。

孙老师老家住在黄河边，
那个年代每到夏天，雨水造
成黄河水位暴涨，孙老师家
年年被淹，家被水洗过后，更
贫了。我们都说孙老师是逃
难逃到我们这里的，他是学
校 唯 一 一 个 穿 补 丁 衣 服 的
人，一说话一嘴“黄河”口音，
我们都不喜欢他。

孙老师不会讲普通话，他
用方言读课文时我们便在下
面 偷 乐 ，他 见 我 们 笑 ，他 也
笑，有时他读到悲伤处，我们
也 笑 ，他 便 在 讲 台 上 大 喊 ：

“此处表情不对，要那种带着
眼泪的苦笑。”仔细一瞅他，
表情真到位，果真笑里藏着
苦涩，笑比哭还难看。

我是学习委员，和孙老师
打交道比较多，孙老师也把我
当自己人，经常向我打听同学
们的学习情况，但我可不把他
当自己人，我一有空便捣乱整
他。一次学校领导听孙老师的
课，我课间时趁班里没人，将黑
板擦藏了起来，课堂上孙老师
讲到一半要擦黑板时找不到黑
板擦了，急得他摘下眼镜用衣
角擦了又擦，将教桌抽屉里翻
了个遍也没找到。那次孙老师
糗大了。

我讨厌孙老师是因为一次
我去办公室取作业，看到他光
着脚在批改作业，脱掉的鞋子
搁置在一旁，太不注意形象了，
没一点老师的样子。

一天放学，我和同学说起
孙老师，边走边说：“孙猴子在
办公室光脚……”同学悄悄扯
我衣角，示意我不要再说，我回
头一看，孙老师紧跟在我们身
后，吓得我脸色惨白，不知道说
啥好，这时孙老师笑着说：“见
了大圣也不问好？”他这句话把
我们逗乐了，那天孙老师和我
们一路走，聊了很久，原来孙老
师家今年又受灾了，他全家都
投奔他来了，衣服鞋子都给弟
弟穿了，他脚上穿的这双鞋子
有点小，挤脚，没人时便脱了鞋
让脚休息一下。

从那天开始，我有点可怜
孙老师了，对他的态度也渐渐
好转起来。小学六年级时，父母
不想让我再读中学，让我下来
干活供两个弟弟读书。

孙老师知道后，专程跑到
我家，说我学习成绩好，不读书
可惜了，还带了我的作文本让
父亲看，没想到孙老师不仅把
我的作文在课堂上当范文读给
同学听，而且还订制成一本集
子，展示给父亲看。孙老师对父
亲说：“你不该重男轻女，错过
了好苗子，你会后悔一辈子
的。”

父亲最终接受了孙老师的
建议，同意我继续读书。后来才
知道，我那学期上学的学费是
孙老师帮着垫付的。

孙老师是最不像老师的老
师，他乐意我们叫他“孙猴子”，
他说他希望自己神通广大，保
护“唐僧”取得真经。师徒位置
互换了，孙老师把我们当“唐
僧”守护着。

他这句话多年后，依然能
击中我的泪点。

难忘孙老师
♣ 李秀芹

人与自然

松恋图（国画） 欧阳中和

♣ 刘传俊

陌野黛蝈振翅鸣

《超级大脑的七个习惯》

那些教书的日子
♣ 梁永刚

诗路放歌

教师 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
是文化知识的雕刻巨匠
教师 是时代发展的坚强基石
是千秋伟业的永恒栋梁
在教师的胸怀里
伏蕴着辽阔的文化宝库
珍埋着无限的知识矿藏
在教师的视野里
展现着中国梦满园的春色
绽放着新时代遍地的花香

从古到今 是教师——
修正了道德
修正了坦途
修正了世人的思想
是教师——
带来了进步
带来了光明
带来了纯洁的修养

教师是耕牛
辛勤不懈地拉犁耕耘
教师是春蚕
执着不倦地把知识播撒
教师是马达
顽强不息地旋转运动
教师是蜡烛
永恒不断地发射光芒

从教师的心灵里
我们看到了巨大的文化魅力
从教师的身躯上
我们望见了浩瀚的知识能量
从教师的胸怀里
为我们叠印着 五光十色的彩虹
从教师的眼睛中
为我们筑成了 文明昌盛的航向

为了文明
您面对黑板播春彩
您手捏粉笔种食粮
为了富强
您端坐书山向光明
您身立课堂献芬芳
是您领着无知的孩童
走进文化天地
是您托起懵懂的童心
漂向知识的海洋
是您把稚嫩的幼苗
栽入肥沃的土壤
是您培育着无数的小草
给大地披上
崭新的绿装

教师颂歌
♣ 孙向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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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絮飞舞的周末凌晨，北京

的天空炸响湖南方言，那种村妇
才有的大嗓门撕破了小区宁静，
喊的还是初玉的小名。初玉惊起
奔到窗前，看见大姐初云站在花
园中心，两只手做成喇叭对着高
楼喊话。她头发盘成一坨，身穿
枣红色的毛线开衫配黑摆裙，喊
一声转个方向，身体懒懒散散，
动作不急不缓，似乎并不需要谁
来应答，她只是练嗓子消遣的
——还是那种胖胖的性格。

她是坐那种绿皮火车到的北
京，便宜，路上好看风景。好像
她通宵没睡，看了一路黑暗，好
像北方的黑暗与南方的黑暗不同。
她气色不错，肉也没有松垮，二十
岁以前生完两胎，按照政策老老实
实做了结扎手术，肚皮上留下一条

“蚯蚓”，不晓得省了多少麻烦，现
在腰是腰，屁股是屁股，一点也不
像四十岁的女人。要在城里像她这
模样，有点文化，晓得穿衣打扮，
正是兴风作浪的好时候。初玉离开
故乡的时间太长，到北京上学工
作，抛弃方言，完全融入北方城
市，疏远了农村生活，也不了解农

村女人的变化，她没料到初云来北
京要兴起的不是她们乡下湖区的细
风鳞浪，而是一场身体的海啸。

上一年五月，初云似乎有心
事，回娘家住了几天，什么也没
说自己又回去了。大家猜想她对
阎真清有些不满，她过去迷上的
那双指尖粉红的双手除了阉牲畜
什么都不会，挣的钱交给他娘
管，地里的活由初云干，经常两
腿夹着孩子腾出手来干活，有时
夹在腋下，单手炒菜做饭。一开
始小脚奶奶便提醒过，乡下人就
是靠种田生活的，做得挑得会种
地就是顶好的。那时初云完全没
想过生活是怎么回事。她想的是
那特别粉嫩的手指头，想的是被
那样的手牵着走几里地去看露天
电影，想的是他那与白玉鞋底般
配的孤傲神情，想的是他和她父
亲的相像之处，甚至在绿皮火车
上，她也没有否定自己当初被十
根粉嫩手指吸引的感情。

她在绿皮火车上一路欣赏黑
暗，一路回忆，夜窗如镜照着她
的脸，时而毅然，时而茫然，时
而兴奋，时而兴尽。有一阵她索
性仔细端详自己——这窗玻璃镜

子比她家那巴掌大的梳妆镜更清
晰，更真实。到底应不应该到北
京来，答案一会儿肯定，一会儿
怀疑。她不知道初玉会怎么看待
这件事——她本能地认为，初玉
这种大城市里的文化人，态度与
母亲肯定不会相同，她从没想过
让一个守寡多年的母亲来理解并
支持她做那样一件事，她甚至都
没有跟母亲聊过那些问题。自打
父亲去世，她就成为排忧解难、
分担责任的长女，初中毕业就帮
母亲喂猪打狗，割禾插秧，照看
老小——奶奶虽然精神强悍，毕
竟一双小脚生怕踩爆地球似的依
赖拐杖，一感冒就咳嗽卧床，一
吃辣椒就暗发痔疮，这些都得初
云照料。咳嗽和痔疮好说，最难
的她每天必洗的小脚——十个脚
趾头全部折弯陷进脚板，像贝壳
嵌进泥沙，卵石轧进水泥——需
热水烫，使劲搓揉，用力按摩，
风湿病是这世界上唯一折磨她且
让她束手无策的坏东西。其他人
都洗过这双小脚，但奶奶只要初
云，与其说初云手法好手上有
劲，不如说她心里诚恳，做事踏
实，性格里没有偷懒耍滑头的东

西，她就是这么忠实生活的。
别人说初云惦着小脚奶奶的

玉环所以卖力，她倒是喜欢奶奶
手上戴的翡翠镯子，奶奶变卖的
时候，她心里疼但没吭声。奶奶最
终没把心爱的玉环传给初云，而
是给了初玉，她一向偏心于她。初
云心里不生产嫉妒，安静平和，某

些方面就是吴爱香的翻版。别人
说她仓促地嫁给阉鸡师傅是逃避
家庭，以为嫁出去就能撑直累弯
的腰，事实上却弯得更加厉害。这
都是人们惯常的思维，事实上，这
个问题连初云本人也讲不清。

火车报站暂停时，一个手里
抱着孩子挂挎大包小包的女人使
初云想起自己生娃带娃的日子，不
知道自己是怎么熬过来的。如今学
厨的儿子已经到了见到漂亮姑娘
心脏擂得嘭嘭响的年纪，女儿阎燕
是十八姑娘一朵花。二十一世纪的
人们照样养鸡吃鸡，可不需要阉鸡
师傅了，阎真清的手术器具在抽屉
里寂寞闪闪，手艺已是生锈的废
铁，十根粉嫩的手指早已黯淡无
光，也完全看不出它们曾经有过激
起女人食欲的辉煌。没人知道他从
哪里学会了阉鸡技术，且一心一意
用它作为生存手段。

根据他的年龄可以推算出
来，他幼年时期到处一片红，红
旗、红太阳、红像章、红袖标
……他是他妈当下放知青时的产
物——这似乎能解释他的指尖为
什么粉红鲜嫩——他爸是像墙砖
一样老实的本地农民，饥饿时期

将最后一口红薯让给老婆孩子，
自己饿死了。四年后他妈又嫁给
了一坨像泥巴一样老实的本地农
民，分田到户后高兴地喝了半瓶
白酒掉沟里淹死了——所以阎真
清有城里人的孤傲，也又有乡下
人的木讷。问题就出在这里，他
时常分成两半，自我搏斗，发起
狂来像癫子，跟平时那个阉鸡绣
花似的斯文男人完全不同。

火车跑得气喘吁吁。初云心
里想事，手里剥橘子，机械地往
嘴里塞，肥厚的嘴皮默默蠕动。
没想清楚一件事情之前，她就一
直嚼着，像头牛面无表情。窗外
暧昧不清，偶尔几点野光，将黑
暗凿出小洞。她不打招呼就来北
京，一是不想受任何人的意见干
扰，二是反悔了可以悄悄撤退，
谁也不知道她有这么疯狂的想
法。村里人的习惯是吃了饭嚼舌
头消食，对于失败的事物嘴上尤
其刻薄——她决不愿那件事落进
那些牙缝里塞着隔夜菜的嘴。

过去半年，人们对她的议论
已经像大雪压上树枝，她要到北
京做一件化雪的大事。她没出过
远门，连长沙都没去过，没想到外

面那么混乱，兜兜转转跑出一身
大汗，终于拿了票上了火车，屁股
刚坐稳心里慌意志也摇晃起来。
然而火车并不犹豫，一开动就憋
着劲一路向北，像怕她反悔似的。

初云洗完澡，换上家居服，喝
水，吃早餐。她一进门就讲路上
的见闻，在浴室里也扯着调门，活
蹦乱跳的方言像不小心飞进屋子
里的麻雀东碰西撞。过去初云不
是这么聒噪，不得已说起话来，像
翻出压箱底的好衣服穿上一样认
真。现在她所有的箱子衣柜都敞
开了，鸽子离开了笼子咕咕直
叫。这是不正常的。她眼神有点
飘忽，要么盯着碗里的食物，要么
盯着墙上的字画，作出被吸引的
样子。她情绪里透露复杂的气
息，一方面刻意压制快乐，同时又
心事沉沉，似乎随时将抛出一个
难题让初玉定夺。

她说她第一次出远门，路上
没花什么钱，也没上什么当，所
以不知道骗子长什么样子，出门
前她就想好了，摁紧钱包，不信
任何人，不买任何东西，
不管任何闲事，眼睛也只
看窗外。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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