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翻山渡水赴渔村，只为骚客把
酒尊。这是我晚归而作的一句顺口
溜。

翻山，翻的桃源山；渡水，渡过
沅水，如此，便到了渔村。

说到这个渔村，那可是大名鼎
鼎。“晋太元中，武陵人捕鱼为业。”
发现人间仙境桃花源的渔者就居
住在此。

这个地方名曰张家湾，背依巍
巍武陵山脉， 属于武陵渔村的核
心，其间往来种作，更多以捕鱼为
业。 进入现代，这里发展了乡村旅
游， 更多的渔者投身到农家乐，做
起烹鱼煮酒的事情来。

我是爱武陵渔村的，已去过多
次了。 记忆最深的是长沙诗人“老
七”来桃花源玩。这家伙，喝白酒那
是三斤不倒。 怎么招待他？ 就去武
陵渔村，于是一行人，自桃源二中

畔码头，乘船顺流而下，不消一刻
钟就到了。

下船，登台阶，一块巨大的石
碑立在面前，上面刻着“武陵渔村”
四个行楷大字。 一番拍照之后，复
前行， 一架巨大的水车横跨溪沟，
自然又是一番作秀。

来到老李渔郎， 饭菜早已备好，
几个炉子正冒着热气。 老七喝米酒、
恰土味，神态颇为满意，连说：好恰，好
恰。劝酒，碰杯，三杯米酒下肚，四杯斟
满，老七说上个厕所，谁知等了好久
不见人影来。 我去找他，他在庭院里
抽着一根烟，说啥也不肯进屋了。

还有一次是江苏的诗人“离别
宫主”来了。 我也是带着他去渔村
吃饭，坐在楼阁上，清风四顾，油菜
花黄，沅水一带，水府阁就在眼前，
举酒嘱客，不亦乐乎。

昨日黄昏，著名画家“安军”和

诗人“西城龙飞” 驱车来到武陵渔
村，QQ中相邀， 说是要和我喝酒。
我岂是服输之人？ 骑上摩托车就找
渡口———桃源二中渡口肯定没有船
了，去桃花溪渡口，只见铁船，溪水
安静得没有一丝波澜。 只有一个码
头了，那就是去水府阁畔的渔樵村。
摩托沿着山岭山弯起伏蜿蜒上下，
等到渔村时，已是暮色苍茫。

暮色里，入村处，高大的石牌
坊挺立着，狗汪汪地叫了起来。 古
色古香的木房子里，高师傅匆匆吃
完最后两口饭，将我带上船，渡过
河去，然后又在码头边静静等我。

赶到同辉渔家，和“安军”“西
城龙飞”吃过晚饭后，又坐高师傅
的船渡沅水。

夜色墨绿。 水府阁的灯光在树
叶间闪烁，那只黄狗摇着尾巴欢迎
着他的主人和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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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学期， 蒋玉新带着她的梦想来
到了邵阳市大祥区西直街小学。 在这所
小学担任学校副教导的她忙着“中国传
统文化进校园”活动。 在今年“六一”儿童
节上，孩子们通过一个个节目传承经典，
给师生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蒋玉新从事小学教育已有 29 年。 此
前， 她先后在大祥区樟树小学和滑石小
学任教。“用温暖的心，做温暖的教育”，
这是蒋玉新一直在坚持的一件事， 并为
之乐此不疲。

蒋玉新记得刚来樟树小学时，这
里的基础设施并不完善， 各方面条件
也比较简陋。 一到下雨天，校内就会积
水， 到处都是一滩一滩的水洼。 这时
候，蒋玉新总会卷起裤腿，打着赤脚，
将学生一一背过一片片的水洼地。 在
雨中，蒋玉新用自己的肩膀，护送孩子

们安全进入校园。“这是一件非常普通
的事情， 我想让我的学生感受到温
暖。 ”蒋玉新说。

作为启蒙教育的小学学习阶段，绝
大部分学生都能慢慢地逐步适应， 但也
有些“特殊”的孩子，他们或张扬，或内
敛， 需要老师对其投入更多的关注和爱
心。

学生伍小凡家境贫寒，由年迈的奶
奶带着长大，小凡性格孤僻，很少与同
学交往，看到老师就躲避，上课总是心
不在焉。 为了改变小凡的这种状态，蒋
玉新能做的就是给他更多的爱。 每天早

上，蒋玉新会给小凡买来早餐，只要有
时间，她就会和小凡聊天，陪他跳绳、打
球，从平常的生活小事做起，参与小凡
的成长。 有一次，小凡感冒了，蒋玉新走
到他的身边， 轻轻地抚摸着他的头说：
“老师带你去医院看看。 ”听蒋玉新这么
说，小凡眼里噙满了泪水。 虽然是一句
非常平常的话，但这对一个失去父母关
爱的孩子来说是多么温暖。 在与小凡的
相处中，蒋玉新始终以一个老师妈妈的
身份去关心他。

除了生活中的关心外， 蒋玉新在学
习上也给予小凡特别的照顾。课堂上，她

会刻意地让小凡多回答一些他能回答的
问题。 这样一来，小凡变得自信了，也爱
上了学习。

作为一名小学语文教师， 蒋玉新陪
伴一届又一届的孩子度过了他们人生中
最重要的六年。 在蒋玉新看来，作为一名
教师，细心呵护每一个孩子，看着他们长
大，这就是一种幸福。

后来，蒋玉新调到了滑石小学，她始
终不忘初心，保持着一贯的教学热情。在
这所小学， 她送走了一届又一届的莘莘
学子。 多年的付出，她收获了很多荣誉：

“优秀教师”“师德标兵”“辛勤园丁”。
认可的背后，是艰辛的付出。 多年来

的辛勤耕耘，她积劳成疾。但，这又何妨？
坚守三尺讲台，播撒爱之光华，这是作为
教师的本分。她做到了，而且数十年如一
日。

教育就是做温暖人心的事
———邵阳市大祥区小学教师蒋玉新素描

通讯员 陈帅

初夏的早晨， 走过楼下的小花
丛，几株野百合已露出绿色的花苞。
于是，我日日期盼着她开花，由绿色
变浅绿然后泛白， 我知道她的花期
将至。

我对她熟悉的程度要高于任
何一种花儿。 儿时的房子有个院
子， 大大小小的花盆总会种着百
合。 细瘦的枝干，好像托不住花儿，
我担心有一天她会不会不够力气，
花儿就这么掉落。 但直见她弯下了

腰似乎要垂到地上， 花依然向阳
怒放。

等她开了，大人会把她剪下几
枝放到装了水的瓶子里，淡淡的花
香不仅在院子里飘荡，也在我的睡
梦中荡漾。 我总会担心离开泥土的
她们会失去色彩变得枯萎，但在屋
子里的她却开得欢实，努力发出幽
香。 我知道，她被善待，被爱，被欣
赏，她怎敢枯萎。

她是那么好养活，你不用为她
施肥，甚至你都不知道什么时候为

她播种， 她就这么在春末夏初里开
放。 你很安心， 知道她一定如期开
放， 你等待她， 犹如等待一个老朋
友，不急不躁。 我喜欢这样的约定，
不用言语，信任自在心里。

搬离了老房子，偶尔回去，花依
然盛开，只是再没有之前的热烈。 老
房子几经出租， 我不知道会有爱花
的人吗？ 会有人在她盛开的日子里
剪下几枝放在屋子里吗？

再一次见到野百合， 是在永安

桃源洞， 摩肩接踵的人在排队等着
过一线天，太阳炽烈，挤在人群中，
上不去下不来，心里焦躁。 偶抬头，
看见山崖峭壁上开满了白色的花
儿，仔细一看，原来是漫山遍野的野
百合。

朵朵开得热烈， 朵朵向阳，白
色的花瓣向外卷曲，似乎要把最美
的姿态绽放于人间，深长的蕊从花
瓣深处走来， 婷婷袅袅， 婀娜多
姿。 枝干依然瘦长， 我有种错觉，
下一刻，她会从山崖上掉落。 但她
依旧向悬崖外伸展， 在风中摇曳，
为寂静的山谷带来一抹初夏凉意。

在这个闽北小城， 再一次遇见
野百合，心兀自安静，我们如此短暂
的相逢，再见亦是无期，但享受了她
的一个花期就足够。

我喜欢这样的相处，不常见面，
但彼此惦念。 你善待她，珍视她，她
为你倾情盛开。 你记得她的花期，她
也不远万里， 隔着光阴为你送来馨
香。

我的奶奶出生在乡下，姓吴，她的父
亲是旧社会私塾先生，因此，不同于其他
乡下妇女，奶奶从小就学过《百家姓》《三
字经》。 在我童年的记忆中，奶奶的煤油
灯是最不能忘记的。

奶奶那辈人称煤油灯为马灯，用的
是洋油。 奶奶一辈子勤劳节俭，每到晚
上，奶奶才把她心爱的煤油灯端出来，点
着了放在桌子上，做针线活。 虽然那小
小的火头只有黄豆粒那么大，闪着淡红
的亮光，却立刻赶走了屋内的黑暗。 当
时我还小，好奇地问
奶奶:“您把火头弄大
些，不就亮多了吗？ ”
奶奶笑了， 说:“傻孩
子，我知道，这是为
了省油呀。 ”为了省
油， 奶奶穿线的时
候，需把针眼靠近火
头，对着亮光才能穿
上。 就这样缝呀补
呀，煤油灯像是她的
亲密战友，陪伴着奶
奶，默默无闻地释放
着微弱的光，把奶奶的身影投放到土墙上。 当奶奶
晃动身子或举手拉线时，墙面上像演皮影戏似的，
我很喜欢看，总是在土墙上用手捕捉奶奶的身影，
拍得墙啪啪地响。 有时候，夜里我醒了，发现奶奶
还在煤油灯下不停地缝补衣裳。 她老人家就这样
长年累月地为我们全家不知疲倦地忙碌着，煤油灯
的灯光就是最真切的见证。

奶奶很能干，不光会做针线活，还会纺线。 每
当天黑，奶奶先把煤油灯擦一遍，挂在纺车上方的
墙上。奶奶说，灯放高了，不显亮。那时，我还不懂这
句话的道理，我只看到灯光有了魔力一样，屋子里
到处都亮堂堂的。 奶奶坐在小木凳上，左手摇车，
右手摆着棉条慢慢地向后拉，棉条里便吐出一根细
细的线，越拉越长，然后左手倒车，那线便缠在线轴
上，这样反复进行。 不到一个小时，便可缠满一个
线轴，像成熟了的玉米棒子，摘下来给人一种收获
的喜悦。

奶奶不但会纺线，还会织布。 在夜里，灯光太
暗淡分不清经纬线布局，奶奶再也顾不上省油了，
把灯捻子调到最大。 这时，煤油灯像是打了一针兴
奋剂，立刻精神焕发，光芒四射，屋子里顿时明亮起
来。 奶奶坐在织布机前，手脚并用，不停地忙碌着。
伴随着“咔嗒咔嗒”的响声，梭子不停地来回穿梭，
织成的布一丝一丝地向外移动。 油枯夜深时，煤油
灯也疲倦了，亮光便慢慢地弱下来，奶奶才拖着疲
惫的身子，打着哈欠上床休息。

岁月流逝，奶奶离开我们已经整整二十年了，
那盏煤油灯也不知去向，父亲在老屋也未曾找到。
但我还是会经常想起奶奶，总会想到那盏煤油灯，
还有闪烁的光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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