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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工作单位附近，有一家
饭店，虽不大，但有一味“主食”
颇令我倾心。这味主食就是“南
瓜饼”，圆圆的，有杯口大，咬上
去 像 糯 米 糍 粑 ，除 了 颜 色（金
黄），已看不出它跟南瓜有什么
关系，但又确有一点南瓜的味
道，香、糯、甜、柔而略粘牙，堪称

“美味”。不知道是怎么做成的。
南瓜是我熟悉的食物，我从

小见惯，但在我们那里，不叫南
瓜而叫“番瓜”。我最初不知这
个“番”是哪一个字，还以为是

“方”，所以心下有疑惑：它不是
方形的呀，它是圆圆的，大点的
甚至像厚实的磨盘。后来从书
上知道，这瓜是从外国传来的，
故名“番”。“番”者，外邦也。《本
草纲目》：“南瓜种出南番，转入
闽浙，今燕京诸处皆有之。”传入
的时间据说是在明朝，所以《红
楼梦》里已写到它，用的是它的

“别名”——倭瓜：大观园里饮酒
斗诗，让来做客的村妇刘姥姥也
参与进来，她道了一句“花儿落
了结个大倭瓜”，惹得众人大笑。

为什么南瓜又叫“倭瓜”，我
没有考证，大约是它长得矮矮墩
墩的吧。不过，刘姥姥的“诗”其
实也颇生动，南瓜花是黄色的，
而且比较大，它一开放，就给人
以生机勃勃的感觉，果然它结下

的瓜颇为不凡。真的也有磨盘
那么大。我常见村里的小伙伴
把南瓜摘下来后，抛到池塘里清
洗，一个个飘在水面，有的小孩
子便拿它当“游泳圈”，双臂伏上
去，双腿不停地拍击着水，玩得
很开心哩。

我们村里的南瓜一般都栽植
在村西边的丘岗上。一片乱草丛
里，牵延出十丈长的瓜蔓都是可
能的。拨开草叶，发现一只只大
番瓜笃笃实实地搁在那里，实在
是令人惊喜。收获时节——一般
是盛夏到初秋，许多人家要用箩
筐去担上好几担，挑回来，码在屋
角，会形成一堵矮墙，然后，当然
是慢慢地享用。不过，这个“享”
字用得有点“夸饰”，因为，村里乡
亲很大程度上是不得已而食之，
主粮不够，只能长时间地以它为
食，是即所谓“瓜代饭”；不仅吾乡
是这样，在很长一段时期，吾国各
地乡村大概都如此。

记得小时候，每到午饭时间，
小伙伴们常常会端着饭碗“闹
脚”，即跑出门凑到一起，一边吃，
一边可以说些闲话。我家因为父
亲还有一份“商品粮”，且南瓜种
的不多，我端的几乎都是米饭，而
许多小伙伴的饭碗常常只是几瓣
南瓜。他们的南瓜倒是种得好，
个大且粉糯，自然引动我的食

欲，我偶尔也会拿米饭去换一块
两块来吃。那南瓜就是用白水
蒸煮出来的，水干了，在锅碗还
出汪出浅浅的一层油，烤得焦
黄，有一种焦香甜馨的味儿，偶
尔一吃，自然风味不恶，天天拿
它当主食，谁能受得了哇！但有
什么法子！

明清以来，南瓜，还有红薯，
养活人甚多。它们都是极易生
长的作物。许多人长大后都不
愿再吃这两种食物，那原因就是
小时候吃得太多，吃“伤”了。但
也有例外，著名学者冯其庸把他的
书斋就取名“瓜饭楼”，以示不忘本
也。冯老还将他的一本文集以“瓜
饭集”名之。不仅在自序中他提到
得名“由来”，还在《大块假我以文
章》一文深情地回忆：“……秋天，
在稻子登场以前，我们有一大半时
间是靠南瓜来养活的，但我家人口
多，自种的南瓜也常常不够吃。我
永远忘不了我的邻居邓季方，他常
常摘了他家种的南瓜给我们送来，
有时还送一点米来，这样我们才勉
强度过了几个秋天。我现在给我
的书房取名‘瓜饭楼’，就是为了不
忘当年吃南瓜度日的苦难经历，
同时也是为了不忘患难中给我
以深情援助的朋友……”这种回
忆确实刻骨铭心，这种邻里之情
也确实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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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记教师记（组诗）

白海

讲 台
需要高山，更需要羽毛
走上三尺讲台
我，就是一只
衔起群山飞舞的，鹰

铃
从钢轨上，取出一截声音
相当于在孤旅，获得一柄号角
为远方，保留一种节奏

粉 笔
万物有所保留。唯有你
把最后一粒孤独的白，献给夜
和黑夜背后的，每一寸黎明

黑 板
想要的花，可以在我身上画
想要的矿，到我身上凿
再加一把黑吧
我只在暗处，摆渡秋实春华

教 鞭
它不是闪电
一辈子，只做彩虹
一头，拴住荒原
一头，挂在山巅

围 墙
石质围墙
拦不住春天的蓬勃
总有一些枝丫，越过高墙
掀动月光的轻罗。掀动我

贺贺《《九江当代诗词选九江当代诗词选》》出版出版

段兴朝

戊戌群儒共审谋，鸿文结集夙心酬。
精筛词赋佳篇录，远继陶黄韵味求。
使命担当填空白，装帧古朴拔头筹。
书斋最是珍藏物，艺苑攀高更上楼。

张建华

赖君睿智出奇谋，积集精华夙愿酬。
浔地才薮搜易得，洛阳纸贵购难求。
编成巨著图文茂，织就宏篇智慧筹。
诗社今朝逢盛世，好随国运上高楼。

卢象贤

稻粱谋后作文谋，一册编成把愿酬。
漫点诗兵终有阵，能承骚绪更何求。
同仁力戮忙朝夕，会首功多巧运筹。
告慰浔阳苦吟者，已于天外起高楼。

李瑞河

呕心沥血起雄谋，一册芸编夙愿酬。
刮垢磨光精审校，爬罗剔抉广搜求。
湖山不废才人笔，翰墨聊添士子筹。
踵武前贤知有意，故将文字筑高楼。

胡剑

文字谁言是寡谋，诗书千载自赓酬。
吟惊滕阁名犹盛，纸贵洛城声可求。
待把余生继风雅，好将一梦付更筹。
卷中欲共前贤语，明月相思庾亮楼。

周泽安

宏扬国学寄深谋，玉尺量才不计酬。
编选拾遗穷探究，装祯搜美尽追求。
翻成善本超三级，酿出琼浆胜一筹。
赚得时贤应共慰，瞻阶入室再登楼。

冷迎春

一卷宏观感众谋，浔阳九派愿心酬。
黄花雅致时能赏，白鹿清奇韵复求。
文苑集成传盛事，才情拔类显弘筹。
系怀山水巢诗思，慰有云笺出绣楼。

徐宣和

集结宏篇合远谋，接龙次韵我当酬。
浮荣不向俗间取，乐趣唯图句里求。
编就联诗堆锦绣，功成对酒奉觥筹。
一觞一咏从来事，携手相扶共上楼。

张玉清

吟坛际会自多谋，巨制编成众愿酬。
百代人文深积淀，千重山水漫寻求。
时明天作桃源画，世盛人添海屋筹。
仰止匡庐生万象，高歌一曲上层楼。

何正彪

沥血呕心朝夕谋，鸿篇巨制获丰酬。
图文并茂看新颖，老少咸宜追喜求。
采撷乡愁搜野兴，汇成灵气注觥筹。
至今唐宋台阶在，再借台阶好上楼。

五行的思考五行的思考

胡定文

金
源于大自然高天厚土
不过是某种金属元素
淘金的辛酸冶金的苦
流金的岁月拜金的腐
多少事曾经把你亵渎
多少人甘当你的奴仆
切莫贪恋走上不归路
终化作东逝水的音符

木
木生于水而秀于林
演绎着磅礴的生命
人类结伴离开树顶
钻木取火开创文明
都说大树下好乘荫
木头与生活最贴心
都说老人有椁木情
森林与灵魂最亲近

水
水是生命的原产地
患不平成为主题曲
静谧时万顷波光碧
燥动时一怒鬼神泣
冷冻冰霜沉寂不语
热汽蒸腾激情云雨
水能载舟不负民意
水滴石穿不言放弃

火
火是人类文明的始祖
照亮了女娲补天的路
刀耕火种粮仓可自足
部落火祭谷酒伴篝舞
火为生活升格了幸福
火为战争频添了痛楚
薪火灼热浓情的故土
香火点燃温暖的旅途

土
君王之土贵为天下
沃野千里诸侯争霸
黎民之土但为养家
田宅半尺手足搏杀
土地是历史的框架
土改是变革的筹码
将士拓疆土风叱咤
守土尽责英雄史话
老人回故土心放下
入土为安皈依菩萨

这是一片树叶，一
片普普通通的树叶，一
片让人无法忘怀的树
叶，一片浑然天成堪称
艺术精品的树叶。

这片树叶，不加任
何雕琢，不添一丝修
饰，随随意意、自然从
容地悬挂在枝头，缀满
树的枝枝杈杈，承受着
阳光的尽情抚慰，一任
风儿快意地掠过。

这片树叶，时而婆
娑起舞，时而婀娜传
情，时而摇曳翩跹。在
阳光照射下，宛如金
铂，熠熠生辉；又似书
笺，精致妙趣。每一片
树叶都洋溢着别样的
风情，展露出大自然物

种迷人的魅力和神奇的功能。
这些树叶，片片镂空，色泽明快，

光彩鲜艳，丝丝缕缕，经脉清晰，仿佛
一条流动的溪水，涓涓细流悄无声息
地顺着自己的路径，一路洋洋洒洒地
伸延开来，变得生动而富有美感，曼
妙而富有韵味。多姿多彩的叶子，在
这深情的镂空之中，演绎了大千世界
的美妙，给本不起眼的树叶以美好的
赋予和丰厚的质感。

透过这镂空的树叶，凝视前面的
道，沉思走过的路，去探索洞悉那些
原本不曾知晓的幕后故事，还原自然
生活中的点点滴滴，总会有些暖心的
人和事，传递着友谊和情爱。当人们
不再去刻意追逐名利和圆满时，才能
够真正醒悟，有时过于盈满反易溢的
道理。残缺也是一种美，正如作画留
白的妙用。

镂空的树叶，正是自然生成的美
景，正是一种别具一格的美！

李 成

栀子花香漫溢校园的时候，
又一届学生要毕业了。

毕业照，一张、两张、三张
……一届又一届与学生合影的照
片，厚厚的一摞。闲暇时偶尔翻
翻，看着一张张青春勃发的脸，恍
如一朵朵盛开的栀子花，记忆里
总有一缕缕馨香，幽幽的，让人醉

迷不已。

一
高三毕业了，照片上唯独有

一人还是瘦小的个儿，黑黑的皮
肤，好像人还没长开，这是谢同
学。记得高一时，她带班上的同
学去玩，把我也拉上了。星期六
下午学校补课，因两节连堂，课间
我就坐教室休息。她笑眯眯地挽
着语文课代表黄同学的手臂一起
过来找我：“老师，明天下午我们
骑车去抗洪广场玩啵？我家就住
那，特别希望你也参加。”“好，几
点出发？在哪集中？”“两点钟，我
们在烟水亭等你。”

周日下午，吃过午饭稍作休
息，我就骑车出发。那时没手机，
我到烟水亭时，时间晚了点，几个
同学正在湖边人行道的石柱上贴
着什么，近处一看，全是写着“老
师，你来了后到新桥头找我们。”
他们怕我不来，正准备出发。看
见我，都非常高兴。路很远，男男
女女十多个学生，浩浩荡荡向目
的地进发，过了城市的边缘，我们
就在村庄的小路上骑行。

我们在当年破坝抗洪的地方
溜达了一圈，小谢邀我们到她家
看看。她父亲是地质大队的工
人，常年在外探矿，母亲在职业大
学打零工。想到瘦小的小谢每天
骑行几十里路赶到学校，还从不
迟到，顿生怜悯之情。小谢的家
很简单，甚至有点简陋，她手忙脚
乱地招呼我们，说没什么吃的，找
出她的一小袋熊字饼干，要我吃，
我不好拒绝，吃了一块，大家嘻嘻
哈哈聊着天，坐了一会儿就回
城。小谢骑着车送我们到大路
口，在夕阳的余晖中久久伫立。

那个笑盈盈的又黑又瘦小的
女孩，就像一幅风景画，久久的刻

印在我的脑海中印在我的脑海中，，挥之不去挥之不去。。不不
知那个女生而今过得好否知那个女生而今过得好否，，是她是她，，
让我第一次有机会与学生到远郊让我第一次有机会与学生到远郊
骑行骑行。。

二
新年的钟声刚刚敲响，家里

的电话被打爆了。“老师，祝你新
年快乐！”、“老师，新年第一声祝
福送给你！”四十二个孩子，都选
择在零点第一时间给我打来祝福
电话，等到最后一个时，已是半小
时之后了，他异常沮丧说：“老师，
一到零点我就一直打您电话，就
是打不进来。”寒冬的屋外，北风
呼啸。屋里的我，却觉得春天般
的温暖，是学生一声声祝福，把幸
福与快乐传导给了我。

这是一个四十二人组成的普
通班。开学第一堂语文课，我给
他们每人发了一张纸，要他们完
成两项作业。第一项，要他们写
出“我所期望的语文老师”是什么
样的。第二项，写个自我介绍，把
自己的个性和喜好特长写清楚。
收上作业后，我对自己的优缺点
做了介绍，对未来三年的语文学
习做了个总体规划，然后将电话
号码公布在黑板上，方便他们交
流，并暗自想，努力成为他们眼中
的语文老师。

在暑假我就为这个“未来”的
班私人掏钱订了一年的《语文报》

《作文评点报》《小作家》三份报
纸。一开学我就将新到的报纸挂
到教室，孩子们听说是我私人为
他们提前订的，第一次遇到这新
鲜事，个个既兴奋又感激。我只
想把他们打造成喜欢阅读的人。
学校图书馆因资源限制，当时只
允许每个班办十张借书证，我私
人出面找管理员开后门，给每个
同学办一张借书卡。第一周，几
乎没什么摩擦，我们就彼此因书
而靠近了。

读书会，我来荐书，班级演讲
比赛，班级作文竞赛，班级辩论
会，我来讲一课，我们的课堂常常
这么玩着语文。语文也像春天的
草在阳光下疯长，还有我们师生
的感情也在疯长。每一个人的进

步，我都会及时打电话告诉他们
的父母，不少是长途电话。电话
那端的父母，每接到报喜的电话，
总是激动不已。

真心付出，总能收到精彩的
回报。高中三年，每到除夕晚上，
新年的钟声刚敲响，学生就一个
个约好了似的将祝福送给我。

这个普通班高考时，语文均
分一百零几分，超出当年省均分
十四分多，全班有过半人上本科。

栀子花开了一茬又一茬，但
新年的第一声电话祝福，余音袅
袅，不绝如缕。

三
上天赐给我一张和善的脸，

我只能每天微笑看着我的学生，
天生不会威风凛凛，性格决定我
只能走亲民路线。于是，很多学
生选择把我当作朋友。对朋友，
自然是少了几分敬畏，多了几分
亲近。

总觉长发很难打理，也想改
变一下形象。剪个短发，装出干
练精悍的样子怎样？于是，周末
我把一头披肩秀发剪成短发。办
公室的同事见了也只是轻描淡写
说了句“成五四青年了！”一进教
室，没想到孩子们反应强烈：“老
师，剪头发了？为什么要剪呢？”
小毛孩懂个啥？我懒得理他们。
哪知下课后，语文学得特起劲的
王同学跟着我走出教室，直跟着
办公室门口，垂头丧气地对我说：

“为什么要把好好的长发剪短
呢？长发的样子多美！”我突然一
惊，我把他们心中的形象灭了？
顿时有一种对不住的感觉油然而
生。

又一个教师节来了，一进教
室，孩子们整齐划一喊：“老师节
日快乐！”一下课准备离开时，同
学纷纷跑来将贺卡塞到我手里，
有个男同学略带羞赧塞给我一根
精致的棒棒糖，“老师，这是专门
为您买的。”我还愣着不知该如何
是好，他已经塞到我手里就跑开
了。回到办公室，细细阅读卡片，
感动得稀里哗啦，其中有一张纸
条写着：“老师，你要去换一副眼
镜，这副不适合你，太浅了，戴着
骑车不安全，这个周末就去换，听
朋友一句。”没有署名，是个男生
的字迹。

晚上放学骑车经过公交站
旁，顾同学和占同学在等公交，发
现我经过齐喊：老师，骑慢点，注
意安全！

那个周末，我真的去换了眼
镜。回头看看，那些年，衣着、发
型、眼镜，似乎都是为学生而选择
的。

望着眼前一堆照片，照片上
的少男少女如今不少是为人父母
的人了，曾经青葱的岁月，我们相
伴读书的日子，却像校园的栀子
花般，幽香幽香的。

栀子花开的日子
邱益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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