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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的本色九月的本色
王过冬

一场秋雨淋湿了一个季节
天气渐凉

明显的早晚披上了霜衣
妈妈说：冷热自己知，千万别欺己

这个季节
用知冷知热扮演着

人世间是否也有凄凉
是否一样也有温暖
这个季节不仅用

一场秋雨一场寒来洗涮
夏季的狂热和焦躁

也给忙碌辛勤的劳动者
送上一份厚礼

用心品味耕作的过程

也是享受日月交替的一份情感

九月
劳动者把红红的果子

黄的橘子
紫的葡萄

写上衷心的祝福送给你最爱的人
九月

不是要回收撒出去的种
而是记住辛勤之后的收获
是耕耘者从春天走到秋天

一起劳作的本色
也是九月的本色

是人世间情感交织的本色

父亲是个教书匠
在别人看来，教书匠，是人们对于教师的一种

谑称或歧视。父亲是一名乡村教师，可是却很喜
欢乡亲们称呼他为教书匠，因为他觉得，一个人要
是有了匠心、匠艺，才能做出他想要的成绩。

父亲是一名好手艺的教师，也是一位好手艺
的农民，会种田、会犁地、会修理工具，他的好手艺
有时候是用在田地里，但大多时候是用在三尺见
方的讲台上。

父亲的匠心是与生俱来的，他上课的生物钟
一时一刻也容不得破坏，总是提前到达教室，摆好
教案，准备好粉笔，然后是认真的传授知识。父亲
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就像耕田种地一样，有
了锋利的工具种起田来才能得心应手，而教案粉
笔就是他三尺田地里的工具，容不得一点马虎和
差池。父亲对于所教的科目已经倒背如流，可是
教案每天都会重新书写，绝不会重复使用以前的
教案。他觉得重新写一遍教案不是浪费时间，而是在寻找
自己的缺点和不足。几十年的教学生涯，家里的教案装满
了好几箱子，里面的一字一句都见证了父亲的兢兢业业，勤
勤恳恳。

父亲的办公室里永远都会备有一身干净的衣服，在父
亲看来，教师是为人师表的，首先要把自己的仪容仪表收拾
得干净利索才能更好地教书育人，不注重仪表那是对知识
的不尊重，也是对学生的不尊重。父亲是这么想的也是这
么做的，几十年的教书生涯，不管刮风下雨，不管感冒发烧，
父亲从没有迟到过一分钟，更没有一次穿的邋里邋遢的站
在讲台上，即使在农忙的季节里，父亲前一刻钟还在田地里
挥汗如雨，下一刻钟就换上了干净的衣服，神清气爽的在教
室里教书育人。

几十年的教书生涯使父亲练就了独特的“匠艺”，成了
三尺讲台上“种田”的好手，他把粉笔化成了犁田的工具，把
那些知识的种子耕种进学子们的心田。他把教案里的文字
化成五颜六色的生命，给每个学子安上了飞翔的翅膀。父
亲是春天里雨后的春笋，繁衍出一层层知识的绿苗，被学子
一茬茬收割又一茬茬复生。父亲是一只不知疲倦的陀螺，
比夏天的雷雨醒得早，比冬天的雪花开得热烈，一直以干净
的仪容仪表旋转在教室的每个角落里。

父亲的匠心、匠艺已经深入了父亲的骨髓，流淌进了父
亲的血液里，他拥有着一种朴素的伟大，不辉煌、不耀眼却
能轻轻犁开每个学子心灵的冻土，播撒下知识的种子，让那
些稚嫩的秧苗，在阳光雨露里，健康快乐的拔节生长。

杨丽丽／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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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西大地谱诗篇”，
是语文老师的博学；

“点面开花保生态”，
是数学老师的期盼。

“把握时态求发展”，
是外语老师的开阔；

“永定河淌储势能”，
是物理老师的执念。

“三山两寺留青史”，
是历史老师的聪慧；

“季风吻过沿河城”，
是地理老师的浪漫……

由古及今，师德雅风为人称颂；从小
到大，良师教诲余音绕梁。三寸粉笔，三
尺讲台系国运；一颗丹心，一生秉烛铸民
魂，这是全社会对人民教师的最高评价。

今年是第36个教师节，让我们向京
西教师们致敬！致敬他们，无私无我，甘
当孑然清贫的“教书匠”。记得吗？那些
多年坚守乡村讲台的老师，一生只为一事
来，学为人师、行为世范，培养了深山区的
莘莘学子；记得吗？那些放弃城市工作机
会的年轻人，毅然投身京西教育事业，用
脚步丈量京西热土，彰显“讲奉献、争第
一”的精神特质；记得吗？那些一边防疫
一边执教的老师，用网络打开一扇窗，让
孩子们发现世界、启迪未来……时间记
得，我们都会记得。谁不希望光鲜亮丽，
谁不向往优渥生活？但在家国与个人之
间，他们选择了家国；在优越和艰难之间，
他们选择了艰难。他们可能不是画家，却
用最绚丽的色彩描摹出最美的风景；他们
可能不是歌手，却用最温暖的声音唤醒着

最远的角落；他们可能不是作家，却用最
细腻的文字阐释了最好的人生。寒来暑
往，四季更迭，岁月在他们的鬓角染上风
霜，他们可能老去，却永远守护着孩子们
最好的世界。

致敬他们，包藏天地，志做塑造栋梁
的“大先生”。青年毛泽东在湖南一师求
学时，遇到了影响他一生的老师——板仓
先生杨昌济。板仓先生在第一课《修身》
中谈“立志”时，谈到他自己的志向：自闭
桃源称太古，欲栽大木柱长天。短短14
字，勾勒出一名教育工作者的匠心。习近
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今天的学生就是未
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主力
军，广大教师就是打造这支中华民族‘梦
之队’的筑梦人。”在区委坚强领导下，京
西广大教师心无旁骛、坚守讲台，传道授

业、甘为人梯，“润物无声”地为学生点亮
心灯、烛照前行，以“为天地立心”的格局
境界，做好教育改革的奋进者、教育扶贫
的先行者、学生成长的引导者。当一批批
学生走进考场，当一批批学子学业有成，
他们欣然一笑，继续奔跑在立德树人的路
上，以“拳拳有志造就栋梁兴中华”的赤子
之心，成就新时代“大先生”。

致敬他们，行胜于言，营造尊师重教
的“中国风”。教师职业，普通的今天，伟
大的明天。“全党全社会要弘扬尊师重教
的社会风尚”，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
大会上的重要讲话，让无数教育工作者倍
感欣慰、深受鼓舞。我们致敬教师，只有
鲜花和掌声还不够，还需要把崇高的位置
留给他们，立足当前教育工作存在的短板
和弱项，全方位抓待遇改善，增强乡村教

师获得感幸福感；抓专业发展，提高乡村
特别是低收入村教师队伍整体素质；抓荣
誉表彰，增强广大教师职业责任感使命
感，切实让教师成为让人羡慕的职业。人
民教师的定语是“人民”，需要把握其人民
性，在家长高期望、社会高关注、学校高
要求之间找到平衡，将尊师重教的口号
落到生活保障、社会声望等实处，不断纾
解他们的困惑、烦恼、迷茫，让广大教师
安心从教、热心从教、舒心从教、静心从
教，让尊师之意、重教之心、崇德之行蔚
然成风。

桃李春风，师恩难忘。正如汪国真所
说的：“让我怎样感谢你，当我走向你的时
候，我原想收获一缕春风，你却给了我整
个春天。”诚挚祝愿，京西教师，节日快乐。

柯尊超/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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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漫长的8个月，在全国上下，
齐心合力抗击疫情的努力下，9月1日，
终于如期开学。根据学校的要求，陪儿
子一起观看了《开学第一课》的电视节
目。主题是“少年强，中国强”，整个内
容以今年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为贯穿，仿
佛让人又回到了那段“艰难却充满斗
志”的岁月。“课堂”设在曾经是方舱医
院的体育馆，邀请了一些医务工作者以
及当时在方舱医院接受救治的患者，通
过讲述抗击疫情的感人故事，引出高
考、引出很多青年要成为一名医生的愿
望……完美的呈现了主题，对少年寄予
希望，使祖国更加强大。

今天的北京蓝天白云，秋高气爽，
依稀记得小时候每年的开学典礼都会
出现的词语，在这丹桂飘香的季节，我
们又迎来了新的学年，然后随之而来的
就是对新生的鼓励和对“老生”的勉
励。开学对于学生和家长来说，无非是
假期结束了，要重新回到课堂，进行学
习，开始校园生活。然而，2020年的9
月1日却意义非凡，这是经过了近300
天的被动假期而来之不易的开学。或
许，这是学生们第一次如此强烈的想要
上学，如此激动地重返教室、重返宿舍。

无论是家长还是学生，对于开学都
有很多感想要抒发，从8月30日开始，
朋友圈就被开学的话题刷爆了。家长
忙着为孩子准备学习用具，各种花式段
子、配图，高呼“神兽”终于归笼；学生们
在校门口、宿舍、校内花园摆出各种姿
势拍照。见到久违的同学，大家的开心
里夹杂着想念，打打闹闹之间，对久别

重逢，甚是欢喜。
儿子的幼儿园生涯，大班生活几乎

在家度过了一大半，没能到园里和小朋
友、老师一起举行毕业典礼有点遗憾，
但是好在线上的方式也算是一种新颖
而特别的纪念。幼儿园生活的结束，意
味着校园生活的开始。

背上小书包，跑跑跳跳的进学校，
是我这几天看到他的状态。第一天从
学校“试开学”，放学后见到我兴奋地说
着学校有鱼的水池、宽敞的操场……最
后总结发言说：“妈妈，我觉得上学挺好
的。上学能认识好多朋友，又能学知
识，还能娱乐。”第二天从学校放学，他
又是很兴奋，神神秘秘地拉着我到学校
旁边的街心公园，对我说：“妈妈，重新
排座位了，我旁边就是以前的老同学，
还挺好。”我附和着他，忍住内心对于

“老同学”这个词想笑的冲动，然后继续
和他聊着关于学校的见闻……

每年9月1日的开学和开始的意
义差不多，对于“老生”是新学年的开
始，对于“新生”是新生活的开始。其
实，我们的人生中无时无刻不在感受着

“开始”，往大说是人生各个阶段的开
始：出生、上学、工作、成家、退休……往
小说，每一秒、每一分钟都是崭新的，都
可以称作开始。

随着学生的正常开学，新冠肺炎疫
情防控工作也进入了新的阶段，现在的
稳定局面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一个
好的开始，为开学奠定了基础，也为学
生们的校园生活保驾护航！

李琳/文

季节不由人，无论人们愿意不愿意，它
都守时地如约而至。白露打完了核桃，地
里的大宗庄稼也就陆续收拾干净了。只有
村旁的菜园子里，绿油油、直愣愣的白菜叶
子，碧青青、密匝匝的胡萝卜秧儿，依然呈
现绿的波澜。畦埂上，粗壮的青萝卜舒枝
展叶，深浅不同的绿色，有着层次的浑然一
体。尺把长的大白萝卜，直杵杵地挺着象
牙般的腰身，头顶上扎飒着的叶片，显得格
外的绿。它们，都在硬挺着那为时不久的
绿，秋风吹过几阵，也就不由自己的枯黄
了！

几声鸣叫，几声犬吠，迎来了山乡的秋
晨。一轮朝阳从东山尖上升起，透过薄如
轻纱的淡雾，拥出万通霞光。树丛的枝叶
上，地里的草尖上，田园的庄稼稞上，酝酿
了一夜的露珠被染红了，从叶片上轻轻滑
落。湛蓝的天空舞动着几朵白云，小鸟儿
呢喃地啾鸣，在田间劳作的人们，呼吸着清
新的空气，享受着乡野间秋的温馨惬意。

过了寒露，秋天才算是真正的秋。进
了秋便多了风，风中传递着蝉的哀鸣。蝉，

在枝桠里孕育，在泥土里成长，待到夏日，
脱壳而出，啜饮清露，鸣唱于树木间。它们
似乎有点缺心眼儿，丝毫没有眼力见儿，不
管人们苦恼烦忧，不管人们休憩睡酣，更不
论街坊四邻赐予的白眼，它们任性地、没完
没了地鸣唱，聒噪的惹人烦。

蝉的生命很短暂，短暂地像休假，一年
四季，只有夏天它们才来到乡野凑凑热闹，
刚絮絮叨叨一阵儿，转眼又要离去。它们
有些依依不舍，用稀疏的声音，为临别远行
而鸣啭。“岁晚虫鸣寒露草，日西蝉噪古槐
风”，哀唱衰曲的不只是蝉，还有那些蟋
蟀、蚂蚱、蝈蝈儿、纺织娘等等。它们就像
人有着各自的名号一样，只不过是与蝉的
名称不同，在萧瑟的秋风里，也在各自鸣唱
着自己的故事。人亦如此，一生都在演绎
着自己的故事。只不过，草虫的故事是一
年一度的生死轮回，而对于人，则是长长久
久的悲欢离合！鸣唱也好，聒噪也罢，唱的
都是情感的音符。就像每个父母，都在用
时间的沙漏，计算着儿女的离家与归期。
倘若身旁没了儿女的聒噪，他们老得比寒

露的草还要快！知晓了这个道理，对蝉聒
虫噪也就释然了。

落叶，是秋天的符号。山坡上、大路
旁、无论挺拔的杨柳林，还是那满山遍野的
灌木丛，那一片片碧绿的叶子，刚刚走出骄
阳似火的夏日，不久便转换成黄色的衣
衫。当人们再回首翘望时，它们已随着秋
风，起舞弄清影，悲壮去飘零。田野里、菜
园中，那些绿得可爱的菜蔬，也全然没了踪
影，裸露出黑灰的土地，呈现出秋天成熟的
韵味。

秋风萧瑟起，寒冬衰草枯。霜降前后，
满树的黄叶抖落得纷飞乱舞，随着无情的
风儿打着旋旋儿，片片都浪漫的深沉凄
美。偶有秋虫鸣唱，全然没了夏日的音
调。然而，那些连绵的山上，却是层林尽
染，赤橙黄绿青蓝紫，绘成醉人的秋景图。

爬山虎爬满峭壁，布成一个个红色的
景屏。椿树长条形的叶子，像系在枝头的
红稠，随风舞动着秋的节奏。漫山遍野的
黄栌子，一簇簇、一片片，红黄相间。儿时
的记忆里，红叶便是枫叶。山乡的枫树稀

罕，司空见惯的是那满坡满岭的黄栌。它
表皮黑粗，内里却通身的金黄，似乎浸透了
油性，点火即燃且耐燃。入秋后，黄栌的叶
片便由绿转黄，渐而变成红色，红得丛丛簇
簇似火，红得满坡满岗如霞，它们陶醉了一
个秋的季节！

黄栌不论天灾人祸，不论人们喜怒哀
乐，年年岁岁都红得耀眼。可惜儿时山乡
贫穷，人们都在为填饱肚子而劳累奔波，没
谁有心情去欣赏它们的美妙，只是把它们
当成喜爱而实用的柴烧。不知何时，人们
兴起了登山赏红叶的习惯，花大把的时间
去香山观赏红叶。我也去凑了一次热闹，
以为看到的定是满山的枫叶呢！孰料，竟
然全都是家乡的黄栌！

秋日的阳光穿透树林，留下斑驳的影
子。向阳的山坡上，三五成群的驴骡和几
头懒散的牛，悠闲地翻啃坡上的草根。它
们不时地甩着尾巴，驱赶着讨厌的蚊虫。
这场景，我太熟悉了，清晰的犹如昨日。儿
时，父亲为生产队放牲口，家中有事时，他
舍不得扔掉那几个可怜的工分，不愿找人

替代，便让我去替他放驴放骡。尽管我不
情愿，可为着那几个工分，不得不捏着鼻子
应承，于是便约上几个童伴，在山坡上追逐
戏闹，摔跟头打滚儿，这里成了我们玩耍的
乐园！

我有怀旧的情结，信步爬上山岗，躺在
枯草中想着儿时的过往，懒懒地晒暖暖
儿。暖阳中有了风的感觉，把贴在地上的
草吹拂起来。几片叶子吹刮到脸上，我信
手拈来两片，仔细审视着它们长短粗细的
纹理，枯黄的颜色折射出它们沧桑的一生，
像极了我那脸上布满皱纹的老父亲。

为人父母，似乎从来不考虑儿女的回
报，无论将来子女孝与不孝，他们心里都装
着满满的爱！尽管饱经风霜，尽管体弱多
病，他依然不知辛苦地劳作，为儿女支撑着
家里的一片天！

蓦然间，深秋的风吹疼了我的脸，身上
抖颤着寒意，心里却暖融融的。因为，我的
身心沐浴在斜阳中，融在故乡的那串秋里！

李德禄／文

故故 乡乡 那那 串串 秋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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