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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樟炎
···

崇文重教振邦畿，

彩焕杏坛功绩奇。

三尺讲台传学业，

一心逐梦显珠玑。

从严律己为师表，

养正修身遵典彝。

绛帐流辉才彦秀，

龙腾凤翥旺生机。

方路祎
···

又到教师节，回首来时路，从咿呀

学语到蒙学初开，从求知若渴到展翅

高飞，我得到的来自老师的恩沐多不

胜数，然而，最萦绕在怀的还是淳安几

代园丁辛勤耕耘的身影，最难忘于心

的也是老中青三代教师馈赠的精神财

富，和他们的目光一样深邃又热烈，沉

淀为岁月转角的别样景致，在人生长

跑的路途中伏脉千里。

育人启智 百尺森疏倚层苔

教育家梅贻琦在“从游论”中写

道：“学校犹水也，师生犹鱼也，大鱼前

导，小鱼尾随”。淳安的老师就像“大

鱼”，不顾深海的幽暗，无惧风浪的漩

急，引领着学子游弋。金陵村偏居淳

安屏门乡一隅，地处偏僻，条件艰苦，

但文化礼堂的墙报却丰富绚丽。84岁

的老教师童志烈就是墙报的设计者，

这位1962年退伍的老兵坚守屏门小

学语文教坛33年后，在退休时选择留

归农村，承担了留守儿童的语文辅导、

文体活动组织，不取分文报酬。面对

儿子要他回千岛湖镇颐养天年的邀

请，他说：“家长们都出去打工了，孩子

们留在家里，不能老是玩啊，我走了怎

么放心得下他们？”经历世事浮沉，眼

见沧桑巨变，他就像淳安教坛中的苍

松，虬枝盘绕，扎根乡野，虽老犹壮。

大爱希音 桃李无言自成蹊

“学为人师，行为世范”。淳安老

师在授业解惑的同时，用学识、阅历点

燃对真善美的向往，用爱润泽心灵，这

份爱既有对学生成长的呵护关怀，又

有对民族大义的凛然诠释。那曲高中

远在西藏，与千里之外的千岛湖本无

关联，却因来自汾口中学的中年教师

王濛留下了雪域高原的佳话。2018

年，王濛只身奔赴那曲，把淳安的教学

理念带到了青藏高原，也把朴素的爱

献给了那曲的孩子。归途中，他把不

舍与思念藏进孩子们缝制的哈达，然

而，爱的传递没有断。翌年，汾中的姜

建中、严际成老师又踏上了援藏的支

教路，继续着爱的接力。

雏凤声清 全凭老干为扶持

韶光飞溅，不少从淳安走出的学生

在教书育人情怀的影响下，高考填报志

愿也选择浙师大、杭师大等师范类院

校，毕业时毅然回到淳安，和淳安前辈

教师并肩耕耘教坛。他们赓续了老一

辈的精神，又把青春和热血反哺淳安热

土，在新时代焕发出90后教师的风采。

如汪宇飞在2013年从浙师大以优秀毕

业生的身份毕业后，回淳安中学任地理

教师，仅两年时间就成为科研骨干。

2015年，他以课例《城市化过程对地理

环境的影响》参加全国地理课堂优质课

评比活动，荣获一等奖。当上班主任

后，他和学生自组篮球队，被队员亲切

地称为“飞哥”。从初出茅庐的青涩学

生到独当一面的十佳班主任，他坦言：

“是高中时代老师们严谨治学和平易近

人的风格塑造了我。”

饮其流者怀其源，学其成时念吾

师。淳安的老师们以其学识、品德铸

就出的灼灼风骨，使莘莘学子得益长

远、受用终生。润物无声的师生情和

执礼以教的皓首心，诚如这九月的金

秋桂子，在淳安土地上生发出历久弥

新的绵甜馨香，滋养了一代又一代的

淳安人。

玉壶存冰心 朱笔写师魂

詹龙飞
···

老师是我们成长道路上的引路

人，是他们用辛勤的汗水浇灌着我

们。在教师节来临之际，脑海里不禁

浮现出当年恩师们谆谆教导我们的一

幕幕……

教语文的王老师，高个子，双眼特

别有神。他讲课有板有眼，入木三分。

记得有一次讲解“掩鼻”这个词语时，只

见他突然用手捂着鼻子，边皱着眉头喊

着“异味好重”，边往窗户走去。正当大

家纳闷时，他却在黑板上写下了大大的

“掩鼻”两字。同学们顿时恍然大悟，熟

记于心。还有一次春游后，我写的一篇

游记获得了高度肯定，让我倍受鼓舞，

不禁有些飘飘然。后来在一次写作文

时，我偷懒，全盘照抄了别人的作品。

王老师发现后，在页眉用红笔写下了

“写作水平只有通过勤学苦练才能不断

提高，照搬照抄只能使你停滞不前”。

寥寥数语，让我羞愧不已……

徐老师教我们几何。课堂上认真

教学自不必说，连劳动课上也不忘灌

输几何理念。我们班负责花园管理，

秋天来临，菊花花苞份量太沉，易卧伏

地上。徐老师找了些细长树枝，一边

让我们三枝一组，支个架子，将菊花固

定成“站立状”，一边现场教学，强调几

何课里面的“三角稳定性”。这样的劳

动课，既得到了锻炼，又加深了“三角

稳定性”的理解，可谓是一举两得。

化学老师姓方，年纪最轻。个子

不高，皮肤白白的，非常爱美，喜欢穿

圆头皮鞋。别看他外表显稚嫩，上起

课来可不含糊。印象中，轮到化学课，

只见他左手拿着教科书、备课本，右手

拎着装着试管、烧瓶等实验器具的木

提篮，然后用铮亮的皮鞋尖轻轻地碰

一下教室门，化学课代表心领神会把

门打开。同学们非常喜欢他的实验

课，趣味性十足。有一次他用易拉罐

倒扣在讲台上，然后通入少许氢气，用

点燃的火柴刚一触碰，只听“砰”的一

声，易拉罐瞬间往上高高蹦起。那场

景至今难忘，化学物品的威力可真不

小！针对“化合价”枯燥难记问题，他

费尽心思将“化合价”编成四句顺口

溜，读起来押韵而有节奏，通俗易记，

至今还能一字不差地背出来呢！

还有教我们地理的孙老师，相当

严厉，学生们都非常敬畏他。印象最

深的是，我国的最长河流——长江流

经省市多，难以记忆，先后顺序也容易

混淆。为此，他将其编成“青藏川云、

鄂湘赣皖、苏沪”十字口诀，并用他那

浓厚的东北口音，教同学们抑扬顿挫

地“唱”起来。长江流经的省市自治

区，从此便深深地印在了脑海里。当

然，最令他骄傲的是，由他担任班主任

的初三（3）班，爱眼护眼工作特别出

色，被评为“无近视班”。这在今天看

来，简直不可思议！

还有，上生理课的管老师，教英语

的曹老师……

三十多年，弹指一挥间。岁月带

走了他们的青春容颜，但带不走他们

的师德和师魂。当年的老师像一支支

红烛，燃烧了自己，照亮了学生。而他

们不求回报，只希望学生比他们好。

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师恩如父

爱，衷心祝愿恩师们健康长寿。

师恩难忘

王丰
··

饭甑，是农家里一种任劳任怨，又低

调含蓄的炊具。往年，在老家平常的日子

里是少有见到用饭甑的。要是见到饭甑

频繁出现在灶窝头上的日子，那一定是夏

天新稻谷收获的季节，再不，就是一年的

年尾和新年的开始。

每到这两个时节，母亲就把那只闲住

在菜橱顶上的，黑黝黝，似历经人世沧桑

的饭甑拿下来，拿到早已灌满水的大木桶

里浸着。浸过一个时辰，木板喝饱了水，

母亲把它捞出来，再用清水冲洗几遍，原

先有些无精打彩的饭甑就显得精神焕发

啦。

新谷出，新米香。夏收夏种是一年当

中最苦的农忙季节。天热如蒸，昼长夜

短，农人体力消耗巨大，补充体力需新米

煮饭。

新米是刚收割来的，晒燥了，去粮食

加工厂碾来。母亲量一官升（量具）半新

米，淘净，放食锅里煮，煮到半成熟，用灶

漏（竹器炊具）撩到饭甑里，盖上盖，等待

着。食锅里还有粥，继续往灶堂里塞柴，

把粥熬得稠稠的。

粥煮好了，舀到坯头里（瓷瓮）盛着。

母亲洗刷一下锅子，换上水再烧开，把饭

甑搁到锅底，盖上锅盖，添柴蒸饭。

在木制的炊具中，饭甑的造型是比较

简单的，它只有三个部分：饭甑身、饭甑

底、饭甑盖。饭甑之所以能将生米蒸成熟

饭，是因它有四五块木板拼接起来的饭甑

底——甑底木板之间锯出一条条缝隙，缝

隙如丝线宽，这样宽度的缝隙蒸饭时，米

粒掉不出来，又可让沸腾的热气往缝隙朝

米粒里钻。有的饭甑缝隙大宽，只有在蒸

饭时摊进一块纱布，米粒才不掉出来。

饭甑里的饭，蒸到香气绕满灶间，再

退柴熄火，焖一焖，让稻谷的香气压到米

饭粒里去。

开饭啰！掀开板盖，拎起饭甑盖，缕

缕饭香，扑鼻而至。盛上一碗，就着辣椒

熬酱，此时此刻，仿佛世界已静止，独有一

脑子金光灿灿，满嘴巴福水涟涟。

每年到大雪节气，母亲又把那只饭甑

拿下来洗刷干净，等着蒸糯米饭。

糯米饭是拿来切过年的糯米糖的。

一年又一年，母亲从饭甑里蒸出了很

软很黏的糯米饭。看到母亲在揭开饭甑

盖时脸上堆起那粲然的笑容，我便举起手

里老早端着的那只白饭碗，母亲便伸手去

饭甑里捏起一个糯米饭团子，丢到碗里：

“到堂前去吃吧，不要在站在这里碍

事。”——母亲还有好多套工序要做，比

如：起锅、把糯米饭摊到团笆里、洗一下饭

甑、换洗一下食锅、再蒸一饭甑糯米饭

……

往年，尽管生活有些困苦，过年了每

家每户都要熬点番薯糖，切点糯米糖。

切糯米糖要用冻米，冻米为什么要在

大雪节气以后蒸呢，是因了气温之故。大

雪后，气温低，蒸熟的糯米饭不会变质。

母亲将饭甑里蒸熟的糯米饭倒到团笆里，

用筷子一点点拨开，摊成薄薄一层，端到

阴凉又通风的房间里晾着。四五天后，糯

米饭风干得差不多了，用双手将糯米饭揉

搓开。揉搓开的糯米饭，一粒粒收缩结晶

如原糯米大少，只是，它们此刻如水晶般

晶莹剔透，有光有芒了。

母亲把晾干成晶莹剔透的糯米饭用

团笆搬放到晒坦里，让太阳晒，晒透。直

到米饭骨头里的水分被阳光吸收干了，恢

复到糯米原前的坚硬，甚至比原前的糯米

更坚硬。把坚硬的冻米入瓮，待到年近，

从瓮里拿出来用旺火炒，一炒，冻米膨胀

起来，体积增到两粒或三粒糯米大。熬开

番薯糖，拌进炒过的冻米，压实，一刀刀冻

米糖切起来，就要过年了。

老家灶房的菜橱上，那只蒸过几代人

吃饭的饭甑，已灰尘蒙了面，板块散了架，

年迈的母亲也改用电饭锅烧饭了。那只

破饭甑，母亲却始终舍不得扔掉，饭甑是

她的记忆，饭甑是她的信念。

管祖谦
···

在千岛湖畔的威坪半岛，流传着

一首民谣,“六都六条源，第一是河村，

九桥十三碓，有女儿嫁河村不后悔。”

因此，河村因桥多而美，因桥美而

闻名。

河村地处六都源头的大山深处，

一条宽宽的河流把整个村庄一分为

二，因为村中有河，自古就称河村。就

像中国象棋的棋盘，中间是河界，两边

是棋子。自古以来，住在东岸山脚下

的村庄叫东半村，住在西边山脚下的

村庄叫西半村。因为村中有河，村民

们奔东串西不方便，为了两岸生产和

生活，必须在河上架桥。旧社会，聪明

勤劳的河村人，纷纷东西联合，在各自

家门口建造木桥，他们用杉条木架设

木桥，先后架设了九座木桥，给村民带

来了方便，又让河道增添了无限魅力。

这些木板桥，由于都是杉条木做

的，一遇到山洪，就会被冲走。聪明的

河村人就打造一根长长的铁索，把桥

板、桥墩都连在铁索上，铁索的另一头

固定在一块大石头上，在洪水到来以

后，桥墩和桥板就会冲到河边，因为有

铁索连着，洪水冲不走桥墩桥板，洪水

过后，可以将木桥恢复原状，继续

使用。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经济的发展，

昔日的木桥铁索桥消失了，河村的桥

变成了石拱桥、钢筋水泥桥，在不足

1500米的村庄河道上架起了两座石

拱桥、十一座钢筋水泥桥，每座桥都有

一个美丽的桥名。桥的形状各有特

色，桥的两旁还配有休闲用的座椅，供

人们在桥上闲坐、歇息。

河村村中的河道是南北走向，有

了美丽的桥，给两岸村民带来了无限

乐趣。无论春夏秋冬，桥上来来往往

的人流终日不断。冬春季节，天气寒

冷，上午，东半村的人们会走过桥去，

到西半村去晒晒太阳，下午，西半村的

人们会纷纷走过桥去，在东边歇息，聊

天说地。河村人说，上午坐西边，欣赏

东方日出无边景，下午坐东边，观看西

极星辉披彩霞。在炎热的夏秋时间

里，人们反其道而行之，上午在东半村

纳凉，下午往西半村避暑。因此，河村

村中的桥，河村人每天来来往往，不知

要走多少遍。特别是夏日的夜晚，每

座桥的两旁座椅上都坐满了人，人们

坐在桥上拉拉二胡，唱唱戏，欢歌笑语

满天飞。夜幕降临以后，桥上，阵阵清

风拂面来，桥下，哗哗流水南流去。河

村人说，坐在桥上，没有电扇却是和风

阵阵，不用空调，则有溪水送凉。因

此，人们在炎热的夏日夜晚，都喜欢坐

在桥上纳凉，深夜也不愿离去。

河村的桥，是山区农村的一道美

景，也体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山乡

巨变。正所谓，一村一溪十三桥，两岸

新居竞争桥，欣逢盛世共康美，东来西

去乐逍遥。美哉，河村的桥。

颂教师节

缕缕饭香
饭甑来

河村的桥

王建才 摄

我们的副刊是心灵自由自语、

交流交融的空间，我们期待并承接

所有美丽而真挚的文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