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洪湖歌起师恩长洪湖歌起师恩长
吕金玲吕金玲

4 2019年9月4日 星期三

■ 本版编辑/贺京梅 ■ 美编/潘洁 永定河

欢迎投稿
详情请联系

电 话：

69849082 或 69847961

E-mail：

mtgxwzx@vip.sina.com

咏竹咏竹咏竹
刘国明刘国明

空缺的位子（三）

李德禄





























 

倒影 赵明利/摄

连连连
小小小
说说说

载载载

党校老师
宋雪宋雪

母
校
记
忆

王
进
聪

王
进
聪

章寒住在村里，几乎天天和大
伙儿一起下沟挖槽。村里没人知道
他是县委书记，都管他叫老章，这层
窗户纸还是让赵宏给捅破了。他来
到工地转了两圈也没见着章寒，逢
人便问县里章寒书记在哪儿。大伙
摇摇头说：“找错地儿了吧？县太爷
能跑到这山旮旯里来？”找不到章
寒，赵宏急得扯着嗓子喊：“章寒！
你在哪儿呀！”“我在这儿！”听到叫
声，章寒扯下头上的雨帽，从河沟里
爬上来，乐呵呵地甩了两把汗水：

“赵部长？您咋找到这儿来啦？”工
地上的人围过来：“老章是咱县上的
书记？”工地上传开了，整个乡里传
开了。章寒在山沟里干了二十多天
活儿，竟然没人知道他的身份，村里
人啥时候见过这样的县太爷呀？

路口的指示灯绿了，车子动了，
赵宏脸上绽出笑容。经过大半年的
苦干，水引到村里来了，引进户里来
了，干巴村变成水村，千余亩旱地变
成水浇田。榜样的力量无穷，青峪
村引水工程的成功，整个青枫乡都
把改变面貌的思索，变成经济发展
的行动！赵宏打心眼儿里为章寒点
赞：你呀，创造了大山里的奇迹！

赵宏赶到了医院，看到老市委
书记在散步，赶忙走过去问候。老
书记乐呵呵地说：“我知道你不是专
门来看我的，我仍然很感激，因为你
是在职的领导中，第一个主动向我
打招呼的人！”赵宏脸红了：“我是来
看章寒的，他病了，病得非常厉害！”

“我去看过他了，那是个很不错的人
呀！原先，我对他既不认识也不了
解，是他那封信让我们成了朋友。
这是一封独出心裁的信，既可视为
伸手要官的野心大暴露，亦可看作
是不畏非议，真心想干一番事业的
抱负。我知道，这封信一旦公布于
众，章寒就不会有好日子过。但他
敢于将信公布，我也毫不犹豫地给
了他县里一把手的位子。时间检验
了章寒的真诚，实践展示出他的才
华，也证明了我决心的价值！”告别
了老书记，赵宏恍然而悟，原以为极
其复杂的事情，竟源于如此简单的
道理，会哭的孩子有奶吃，多么深
刻，多么精道呀！

雅琼乘坐一辆出租车往医院
赶，章寒的病危让她非常愧疚。章
寒是一个十分要面子，从来不爱求
人的人，却几次开口向自己求婚，

作为章寒那是极为不易的。然而，
心里装着章寒的自己，却始终没有
给他一句落地的话。不是她不想
说，也不是不愿说，是因着各种原
因不便说。

雅琼与章寒本是同乡，又在大
学里共同度过了四年的时光。她敏
锐地发现了章寒过人的聪明，也看
到他超乎常人的执拗；她发现他凡
事善于思考，而他处世却又极其简
单。她喜欢他这种爷们儿性格，尽
管经常为他的固执而生气，但心里
依然想跟他在一起。

晚霞未尽，街灯却抢先亮起
来。三年前的一个晚上，也是华灯
初上之时，雅琼突然接到章寒的电
话，约她共进晚餐。她从来没有和
章寒单独地吃过晚饭，这突如其来
的相约，他一定有什么重大的事情
要说。果不其然，章寒坐下来的第
一句话就说：“我离婚了！”雅琼愣了
一下：“离婚了？大晚上的约我出
来，就为了说这个？”“是，也不全
是。”章寒苦笑着，这种苦笑给雅琼
留下了抹不掉的印象：“总得有个原
因吧？”“因为那封信！”

市委要派一批干部到贫困县挂

职三年。章寒给市委书记写了一封
信，信上只有三句话：现在，浮在上
面指手画脚的人太多，想干实事的
人太少，我愿沉到基层，为老百姓做
些具体的事情；我要求到本市最贫
困，最偏远的县去工作，让那片贫瘠
的土地甩掉落后的帽子，如若面貌
未改，宁可不回；我要去就干正职，
副职宁可不去！此时章寒还是个副
处级。

雅琼是这封信的第二个读者，
放下信说：“嫂子知道吗？”章寒摇摇
头：“她不会同意的，知不知道都是
同样的结果！现在，想听你的看法，
请你开诚布公！”雅琼心里有点感
动：“这封信，你真打算交到书记手
里吗？”“已经交了，书记说想把这封
信公布于众！”“你同意了？”“光明磊
落有何不可？”“章寒，我知道你想干
点真事，过于直白的表达，会让人产
生误解！”“不就是说我有野心吗？
敢想与敢干不该有鸿沟，雄心与野
心之间也不存在界河，世上谁个不
说人，又有谁个不被人说？听几声
蝲蝲蛄叫，就不种庄稼啦？我没那
么脆弱！”

（未完待续）

虽迎来秋季，但气温仍居高不下。而我
的心里却是更“热”，因为就要见到55年未曾
谋面的初中邹恒修老师了。心里能不激动
吗？凌晨3点醒来再难入眠，当年在校园学
习、生活的一幕幕不断浮现在脑海，历历在
目，晃如昨日……

我的小学是在下清水村大庙小学度过
的。大庙小学留给我太多的回忆，1953年，
时任村长的父亲带领乡亲们在大庙后面的
空地盖起了四间教室，但还是不够用。在我
上学时还是一、三年级一个教室，二、四年级
一个教室。五年级时，才结束合班制。去年
9月，我曾回家乡，特意去“拜访”了大庙小
学，但已“面貌全非”，我只能站在山坡上凝
望着小学原址……

8月8日上午，我们清水中学64届几位
毕业生，准时来到门城湖旁的百花人家饭
店，恭候55年未见的邹老师。邹老师教我们
初中年级的历史课，老师的历史讲的绘声绘
色，同学们都喜欢听。稍候片刻，我们敬爱
的邹老师由王国明、赵明增两位同学陪着走
了进来，我们起身围了上去，83岁的邹老师
面带微笑和我们握手。落座后，同学们分别
向老师介绍毕业后工作生活的情况，邹老师

认真地听着，慈祥的目光看着每位说话的同学。现场气氛非
常愉快，在老师面前，我们早已忘记自己也是古稀之年了，像
孩童一样讲着当年在学校发生的趣事，师生们开怀大笑，现场
充滿了欢声笑语。

随后，我们拿出了1964年我们毕业班与清水中学教职员
工的合影请邹老师看，她依稀叫出几个同学的名字。照片的
背面是2014年同学聚会时我写的一首小诗：50年前师生照，
思乡思师思母校，当年师生今何在？学子心中难忘怀！看着
照片同学们也询问当年我们的班主任金艳华老师，得知金老
师在上世纪70年代随支援“三线”建设的丈夫去了四川，教几
何的张清林老师调到色树坟中学没几年就病逝了，教物理化
学的汪维澄老师、教地理的李静华老师、教代数的赵老师也早
已先后调离清水中学。这几位老师都是科班出身，他们的青
春年华都贡献给大山里的孩子们了。在同邹老师欢聚的同
时，我们也深刻怀念给我们讲过三年课的诸位老师，他们为深
山区的教育事业贡献出了自己的青春。

时间不知不觉已过去3个小时，师生们还意犹未尽，邹老
师表示只要身体允许，一定会回清水中学看看。我们也告诉
邹老师，清水中学也不是原来的旧址，1990年在区政府和乡政
府的支持下，在原乡政府西侧的荒滩上盖起了四层高的教学
楼，宽敞的操场可开运动会。学校现在有物理、化学、生物实
验室，美术、舞蹈、书法等专用教室，成为小学、初中一体制的
清水学校了，也是门头沟最西边的校区。

望着同学送老师的车渐渐远去，我心中感慨万分，今年将
迎来新中国成立70周年，祖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的
家乡、我的母校也随着祖国的变化而变化着。师恩难忘，同窗
情长。我爱我的家乡，爱我的母校，更感谢培育我们成长的老
师们，谢谢你们！

““洪湖水呀浪呀么浪打浪呀洪湖水呀浪呀么浪打浪呀，，洪湖岸洪湖岸
边是呀么是家乡啊边是呀么是家乡啊，，清早船儿去呀么去撒清早船儿去呀么去撒
网网，，晚上回来鱼满舱……晚上回来鱼满舱……””这首耳熟能详这首耳熟能详
的影视金曲的影视金曲，，载着老区人民的情意和家乡载着老区人民的情意和家乡
渔米的的味道渔米的的味道，，及对美好生活的想往及对美好生活的想往，，在在
祖国大地上已传唱了几十年之久祖国大地上已传唱了几十年之久。。因歌因歌
中有我童年成长的足迹中有我童年成长的足迹，，有身心经受的洗有身心经受的洗
礼礼，，亦有当年中小学教育的影子亦有当年中小学教育的影子。。而与之而与之
相伴相生的还有深埋于心达半个多世纪相伴相生的还有深埋于心达半个多世纪、、
对教会自己这首歌的薛华对教会自己这首歌的薛华、、赵素楼两位老赵素楼两位老
师深挚的思念师深挚的思念，，以及孩童的我以及孩童的我1313岁时首岁时首
次登台演唱那抹不去的温暖回忆次登台演唱那抹不去的温暖回忆。。

那是小学六年级那是小学六年级，，原城子矿礼堂原城子矿礼堂，，从从
小喜欢唱民歌的我长这么大第一次代表小喜欢唱民歌的我长这么大第一次代表
学校对着台下那么多人独唱这首歌学校对着台下那么多人独唱这首歌。。印印
象中象中，，年轻美丽像姐姐年轻美丽像姐姐（（只大我只大我1010来岁来岁））

的赵老师的赵老师，，特意给我借了件蓝底儿白点特意给我借了件蓝底儿白点
儿的大襟儿衣服穿上儿的大襟儿衣服穿上，，腰里扎着皮带腰里扎着皮带，，还还
别了把盒子枪别了把盒子枪，，满是那么回事满是那么回事。。虽显稚虽显稚
嫩嫩，，却也气势却也气势。。负责伴奏的薛老师琴声负责伴奏的薛老师琴声
一响一响，，我便拉开架势我便拉开架势，，仿电影中的韩英放仿电影中的韩英放
声而歌声而歌，，并收获了自己首次唱红歌的首并收获了自己首次唱红歌的首
次掌声次掌声，，两位老师高兴地直夸我两位老师高兴地直夸我。。而我而我
深知为这来之不易的掌声深知为这来之不易的掌声，，他们付出了他们付出了
何其多的时间与精力何其多的时间与精力，，又有多么地辛又有多么地辛
苦苦。。选曲选曲、、定调定调、、练唱练唱，，逐小节逐细节抠逐小节逐细节抠，，
一遍又一遍一遍又一遍。。尤其薛老师尤其薛老师，，原是内蒙军原是内蒙军
区文工团的他拉了一辈子手风琴区文工团的他拉了一辈子手风琴，，技艺技艺
娴熟得很娴熟得很，，要求极严格乃至严苛要求极严格乃至严苛，，只要哪只要哪
儿不中意儿不中意，，立马停下来重练立马停下来重练、、加练加练。。俩人俩人
到底陪我练了多少遍已无从统计到底陪我练了多少遍已无从统计，，其对其对
艺术的尊崇艺术的尊崇、、对弟子的垂爱对弟子的垂爱，，及在该项活及在该项活

动中倾情的投入动中倾情的投入，，似也已无从统计似也已无从统计，，但数但数
十年来此事却一直润泽着我的心十年来此事却一直润泽着我的心，，澎湃澎湃
着我的情着我的情，，并揉进了光影交替的日色中并揉进了光影交替的日色中，，
年复年年复年、、日复日地浓重着我对两恩师由日复日地浓重着我对两恩师由
衷的惦念衷的惦念、、感激与挂牵感激与挂牵。。

时不我待时不我待，，去年初冬去年初冬，，经多方打问和经多方打问和
赵素楼老师联系上后赵素楼老师联系上后，，我即刻赶赴回龙我即刻赶赴回龙
观其女儿的家中探望观其女儿的家中探望。。只一见面只一见面，，望着望着
原本是学校一道风景的老师原本是学校一道风景的老师，，今日竟坐今日竟坐
在轮椅上在轮椅上，，心里万般不是滋味儿心里万般不是滋味儿。。可又可又
怕老师伤心怕老师伤心，，强忍着把眼泪憋了回去强忍着把眼泪憋了回去。。
可另一个声音却冒了出来可另一个声音却冒了出来：：为何不早点为何不早点
儿来儿来，，或许能为老师分担点什么或许能为老师分担点什么。。更让更让
我没想到的是我没想到的是，，赵老师的爱人赵老师的爱人———薛华—薛华
老师几年前已故去老师几年前已故去。。痛楚的我呆呆地望痛楚的我呆呆地望
着玻璃板下压着的薛老师当年英俊帅气着玻璃板下压着的薛老师当年英俊帅气

的照片的照片，，心中默念道心中默念道：：对不起对不起，，老师老师，，弟子弟子
来晚了来晚了，，但您的好您的恩我记下了但您的好您的恩我记下了，，对您对您
的敬重与思念一辈子都不会老……实话的敬重与思念一辈子都不会老……实话
说说，，那一刻我百感交集那一刻我百感交集，，有侥幸有侥幸、、有懊悔有懊悔、、
有自责有自责，，更多是顿悟更多是顿悟。。都说岁月不饶人都说岁月不饶人，，
真是对极了真是对极了，，一不留神或慢了拍节一不留神或慢了拍节，，很多很多
好人好人、、好老师已相继离去好老师已相继离去。。想念想看就想念想看就
抓紧抓紧，，感恩报恩当及时感恩报恩当及时！！

偎在老师身边偎在老师身边，，我们聊了很多我们聊了很多，，其间其间
还提到了我当年唱的那首歌还提到了我当年唱的那首歌。。““现在还唱现在还唱
吗吗？？你该一直唱下去……你该一直唱下去……””没想到这么没想到这么
多年过去了多年过去了，，老师竟还清楚地记得这件老师竟还清楚地记得这件
事事，，自己病着还不忘鼓励我自己病着还不忘鼓励我。。此时此刻此时此刻，，
我感觉很幸福我感觉很幸福，，却也愧疚却也愧疚，，觉自己来晚觉自己来晚
了了。。但总的来说还算懂事但总的来说还算懂事，，想老师了就想老师了就
赶紧来赶紧来，，于己有恩的更如此于己有恩的更如此。。看得出来看得出来，，

老师虽行动不便老师虽行动不便，，但心情很不错但心情很不错，，说没想说没想
到到5050多年后多年后，，我还记得她和薛老师我还记得她和薛老师，，并上并上
门来看望门来看望。。说学生有这份儿心说学生有这份儿心，，当了一当了一
辈子老师辈子老师，，值了值了，，知足了……不觉几个钟知足了……不觉几个钟
头暖暖过头暖暖过。。临别临别，，我师生不舍地拥着合我师生不舍地拥着合
影之际影之际，，一段师生情深的小文顷刻于心一段师生情深的小文顷刻于心
中写就中写就。。出得门来出得门来，，我兀自念叨着我兀自念叨着：：亲爱亲爱
的赵老师的赵老师，，请千万珍重请千万珍重，，照顾好自己照顾好自己，，弟弟
子我准定会再来子我准定会再来！！今日之行是回味是纪今日之行是回味是纪
念念，，也是师生情的延续和深化也是师生情的延续和深化。。春节及春节及
前不久前不久，，我数次将想念我数次将想念、、叮咛与祝福拨了叮咛与祝福拨了
过去……过去……

一日为师一日为师，，终生为师终生为师；；一事为师一事为师，，终身终身
为师为师。。洪湖歌起情长长洪湖歌起情长长，，薛华薛华、、赵素楼两赵素楼两
位恩师位恩师———岁月悠悠催人老—岁月悠悠催人老，，但弟子对您但弟子对您
们的敬与爱将蓄芳年年们的敬与爱将蓄芳年年，，常青无老常青无老！！

我自己也没有想过有一天别
人对我的称呼是：老师。回安徽老
家，四舅看到我回来，打趣道：“宋
老师，你回来啦。”哈哈，我笑言：

“哪里是老师，只是一名普通工作
人员。”四舅说：“在学校里当然是
老师，更何况你现在还上课呢，是
不是？”

四舅的话让我内心有些忐忑，
觉得自己现在还担待不了老师这样
的称呼。曾经想象过自己的很多职
业景象，唯独没有想像过老师这一
情景。在我眼中，老师真的是一个
很神圣的职业，学校里的老师不仅
要教孩子们学习知识，更要教很多
孩子们的人生道理。当年在党校上
学的时候，我的老师曾经说：给领导
上课压力最大，你说的理论领导们
都知道，但是你要讲到实践，领导们
比老师更要有经历，所以，怎样才能
在讲台上让领导们能听你的课，并

且认为你讲的课对他们的工作有启
发有思考，对他们的工作有所改革
和发展，那真的不容易。

这是一名党校老师的责任和担
当，有着压力更有着为民为国的情
怀。所以那时候坐在台下的我看着
党校老师给领导上课的情形，让我
觉得那里的讲台是光，只有很少的
人才能在那个讲台上闪耀。只是没
想到，毕业后，各种因缘巧合和选
择，自己继承老师的衣钵也来到党
校，来到基层党校做一名老师，当别
人介绍的时候说：这是我们学校老
师时，我在恍惚，我可以做好一名党
校老师吗？

渐渐地通过工作我明白，党校
老师能上讲台讲课并且能在讲台上
立得住，背后是需要日积月累的学
习与观察。也许我们不需要问学
生：作业有没有完成，哪道题是对哪
道题是错。但是我们需要对现在的

时事进行分析和总结，运用到党的
理论中，课堂上不仅是像大学课堂
上有学术的理论分析，更重要的是
与现今新形势下实践的结合，国内
国外引经据典等等，常常一次课两
小时，课下的准备资料和时间是课
堂上两小时的数十倍。我曾经怀疑
自己，能不能做好一名党校老师，毕
竟是给这些与我差不多大，甚至比
我年纪要大的人讲课，他们很优秀，
他们愿意听我讲课吗。在给村镇上
的老党员讲课时，绞尽脑汁想着我
该如何把课讲得生动贴近实际，给
工业园区的企业人员讲课时我想着
如何将经济现象与党的政治性紧密
结合起来，等等。

如今，老师的称号伴随着我有
快2年的时间了，在与党员和公务
人员交流中，我愈加体会到我们这
个国家的文化与发展，在理论学习
中，愈加感受到逻辑严谨之美的意

义，更加感受到党校老师虽是一支
笔写文章但更应该用一双腿丈量
着土地。当年马云曾经是杭州高
校一名优秀老师，他选择创业的初
衷是为了能够给学生讲更好的课
程，选择去社会实践，是希望有一
天他能用自己毕生的经历和体会
分享给学生，经师易遇，人师难遇，
马云做到了一代年轻人的导师。
而在党校老师这样的一条路上，我
还需要持续不断的努力和付出，也
许我还做不到像自己的老师那样
可以给领导们上课，也许我还没有
很好的掌握那些高深理论，调研的
资料还不够丰富，但是既然是老
师，就要努力担当职责，用每一天
的进步和学习，用生活的经历和感
悟来充实在党校的每一次课程。
人的一生都是在学习和不停的修
行之中，也许有一天有所体会之时
便可以传道，授业，解惑也。

根向深岩叶向风，

烟云霭霭雨濛濛。

不经世上千般苦，

那有青筠凌碧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