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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我和老婆劝阻她，
“您就给我们当
保姆吧，我们给您发工资。”母亲打消
了念头，自然也不会要我们出工资，
她找邻居讨了一块菜地，一门心思用
在种菜上。
母亲善种生姜，挖起来一兜有两
三斤重，腌一坛子，晒一部分，剩下的
就送人。生姜是日用之蔬，是家喻户
晓的调味佳品，同时也是一种药物，
《名医别录》云：味辛，微温。主治伤
寒 头 痛 、鼻 塞 、咳 逆 上 气 ，止 呕 吐 。
又，生姜，微温，辛，归五藏。去痰，下
气，止呕吐，除风邪寒热。每次出门，
母亲都会在我的行李箱底放上一小
袋干生姜，从没有忘记过。有一次暑
假我出远门，暴饮暴食，结果牙疼，嘴
角也烂了。回家后，我把母亲埋怨了
一通，说是吃生姜上的火。
“冬吃萝卜
夏吃姜，生姜是横火，发出来就没事
了，没有害处的。”母亲急哭了，保证
以后不在我的行李里面放生姜了。
后来，我发现她帮我收拾行李时还是
把干生姜偷偷藏在箱底，我也没有点
破。这些干生姜是她对儿子的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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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不出书海的鱼

让我爱上书，爱上阅读的是什
么呢？是包装纸。
小时候（20 世纪 80 年代），我
家是开小卖部的。那时都是用纸
来包装食品的。有报纸、杂志、宣
传画、连环画等一些城里人读过后
不要的书。父母亲用一张张纸有
规则地包装着食品，而我就在其中
没有任何规则地翻阅这些文字。
里面的内容真丰富，小到广告、寻
人启事，大到农事生产、科技博览，
五花八门。我越读越有趣、越读越
上瘾，就盼着父亲每次从城里带回
包装纸。也有机会读连载，可是往
往有头无尾或者有尾无头，甚至无头无尾，真
是急煞如饥似渴的我了。我多么盼望能有正
经的书籍供我阅读啊！可是，那时候，解决温
饱才是大事，哪有闲钱来购置书本。但是，这
一颗阅读的种子已经在我心里种下。
后来，我到外地求学，意外地发现自己置
身在一片书海，惊喜若狂。学校的外面多的是
书吧，五毛钱一本书可以看上一个星期。阅读
的种子终于找到了肥沃的土壤，我日夜辛勤地
浇灌，不知疲倦。在这段时间，我在古典文学
中穿越，看“正史”
“ 野史”的不同风味，传承优
秀文化经典、欣赏历史人物博弈的精彩，自有
一番滋味在心头；与世界知名作家在名著里交
流，我了解了不同国家的人文历史、风土人情、
建筑风景；看金庸等武侠大师笔下的侠肝义
胆；听琼瑶诉说似水柔情；在《福尔摩斯探案全
集》里，我随世界著名侦探一起离奇探险、剖析
推理、脑洞大开；透过《读者》，我明辨是非、洞
察社会、明理言志。涉猎之多、涉猎之广，我在
这里就不一一赘述。那真是一段美妙的时光，
我畅游在书的海洋里，
酣畅淋漓。
阅读的种子因此生根发芽，并长得枝繁叶
茂。一直到现在，宁可不着华服，不可一日无
书。
书就是水，我就是鱼。在书的怀抱里，我
浑身自在，无拘无束。我与书的关系就像一句
歌词——“没有你，像离开水的鱼”。我就像一
条鱼游弋在书的海洋里，自由、快乐，受着海水
的滋养，
生命更加丰盈、
饱满。

牵挂！在她的眼里，我永远是一个长
不大的孩子。
有一年冬天，我到北京旅游，不
适应那里的气候，一不小心轻度感冒
了。加上饮食也不习惯，难受得很。
我灵机一动，把母亲藏在箱底的干生
姜拌在饭里，口味好了起来，出了一
身汗，感冒也好了。我打电话给母亲
报平安，她消除了惶恐，
“ 我就说，平
时吃点生姜好，
‘一日三片姜，胜过喝
参汤’，你们还不听！”老人家挺自豪
的。
车到坪上书院，母亲打来了电
话，着急而自责。
“ 亦文，你的剃须刀
落在家里了！”
“ 没关系，到时候我到
附近理发店修剪一下。”我劝慰她。
停顿了一下，母亲叹了一口气说，
“人
老不中用了，丢三落四，下次还是要
小胡帮你收拾行李吧！
”

大地版画

去年九月，我从大学毕业正式
踏上乡村三尺杏坛。
一次自习课，因无安排，我去
班里讲了
“孟母三迁”
的故事。
《三字经》用了十二字概括：昔
孟母，择邻处，子不学，断机杼。本
想十分钟讲完，一看时间，整整二
十分钟。且，似乎还能讲。学生曾
形容我“爱讲道理”。现在看来，评
价还挺准确。一个二十出头的年
轻人开始不断地讲道理，很大可能
是因为——他当了班主任。
但凡有时间，我都在讲。或幽
默话，或道理，或是谈心。当发现
某个学生状态不佳时，我会在课间或午休时找
学生聊天谈心。期间，
“教书育人”这四个字不
时冲击着我内心最深处。
我原以为教师只是启迪学生学习知识，除
却学生心中蒙昧，领学生走上正道坦途即可。
不曾想，班主任一职，让我既了解了学生，也了
解了学生背后的家庭，
而越了解，
恻隐悲悯之心
更甚，
也越发觉得
“教书育人”
责任之重大。
乡村学生的原生家庭构成大不一样。有
的父母离异、有的跟着祖辈留守在家、有的是
孤儿、有的家庭从小存在冷暴力甚至暴力，而
更多的家长几无较高的教育眼界，因此，有时
学生不同于家长，甚至大大有别，但有时，家长
即学生。
教师，特别是乡村教师，既要传道授业，播
撒智慧入学生之脑，还要察生以细，播撒阳光
照学生之心。有时，那束光照不了一生，至少
在他的心中会亮一段旅程。
突然想起大学时有一年上的形势与政策
课，一位男老师主讲建党 95 周年的发展历程。
但他最后一段结语却讲到了教育，他对着我们
庄重地说道：
“ 湖湘大地的乡村教育就拜托在
座的诸位了！
”
话毕，
他朝我们微微鞠了一躬。
当时我的内心好像被什么东西猛地砸了
一下。其时，我们是求学的学生，他才是播撒
智慧的先生，可那一刻，他的那个鞠躬，让我们
之间的身份好似发生了转变，像是在说我们可
堪重任，
却也任重道远。
习近平总书记说：
“只有把人生理想融入国
家和民族的事业中，才能最终成就一番事业。”
乡村振兴首在教育，我们乡村教育人躬耕的原
野在三尺杏坛，
传道受业解惑，
播下真善美的种
子，
日日精耕细作，
最终育得桃李为家国！

初登乡村杏坛

听到我要到坪上书院学习的消
息，母亲立即为我收拾行李，足足忙
了一个晚上。
母亲四十四岁那年，父亲意外去
世，母亲就一直和我们住在一起，照
顾一家人的起居生活，无微不至。我
每次外出，她都亲自为我准备行李，
她担心年轻人考虑事情不周全，不要
我老婆插手。于是，我的行李箱就成
了母亲战斗的堡垒。
行李箱的大格子上面是衣服，下
面是鞋、袜与毛巾，她用一个小塑料
袋装着牙膏、牙刷、剃须刀、指甲剪，
放在小格子里。旁边是一把雨伞、一
包零食、
一瓶茶水。
“箱底下有一包干
生姜，可以驱寒祛感冒！”母亲叮嘱。
我笑了笑，有点无奈。母亲马上意识
到了，
“ 你想吃就吃，不想吃就算了，
放着也不会烂掉。”为了干生姜的事
情，
母子俩曾经闹过矛盾。
母亲一直自认为愧对我，没有给
我创造财富。帮我带大孩子后，她更
加认为自己拖累了我，六十多岁了，
还想去当保姆给别人家带孩子挣点

李亦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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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爸的“双十一”
□ 王晓阳

“老婆，
你的快递到了。
”
“我这段时间没有购物啊！”妻子
那头传来一个巨大的问号。
那会是谁的呢？我认真查看快
递单，地址是我家的，名字和电话号
码都没错。心中的疑惑更重了。
父亲的一个电话给出了答案。
原来，
“ 双十一”快到了，年过七旬的
父亲为我们网购了一些物品。
去年“双十一”，我们为父亲网购
了几件衣服，还有他喜欢的茶叶、助
听器，父亲非常高兴，整天合不上嘴，
见到熟人就夸我们孝顺。当知道我
们是用手机网购时，父亲表现出了特
别浓厚的兴趣，他跟邻居们学会了网
购，还在本子上记下了我们的详细住
址。
“怎么样，我买的东西实用吗？”
父亲打开了话匣子，
“ 网络这东西真
好用，想买什么都可以，物美价廉。”
看着父亲高兴的样子，我和妻子相视

一笑，
决定回老家看看。
一进屋，我正好看见父亲在刷手
机。
“父亲，
现在
‘双十一’
很火，
但买东
西一定要理性啊！
”
我笑着对父亲说。
“我不会乱买的，都是你们用得
着的，看见合适的就放进购物车了。”
父亲豪爽地说。
一番细谈之后，我发现父亲比我
们更理性。父亲说：
“‘双十一’购物
消费，我就坚持‘必买、可买、不买’六
个字。对于刚性需求的，货比三家，
跟踪观察，必须要买；对于可买可不
买的，设定一个目标，适当买一些性
比价高的就可以了。对于没有用处、
只会占地方添堵的，再怎么优惠也坚
决不买！
”
“父亲，您可真理性，还学会了好
多网络用语啊！
”
妻子笑着赞叹。
“那当然啊！姜还是老的辣啊！”
父亲听到夸奖，脸上堆满了笑容。他

熟练地拿出手机，点开购物车，逐条
耐心解释：
“这个图画给孙女玩，可以
开发智力；这个菊花茶清热败火，清
脑醒目，是给你写作时喝的……”可
是翻到最后，也没有看到父亲给自己
的物品。
“你们买给我的东西够用了。”父
亲说，
“ 现在党的政策好，收入提高
了，又赶上‘双十一’了，我正好可以
选购物美价廉的商品。
”
“那您也没有必要买这么多东西
啊！
”
我劝父亲。
父亲解释说：
“我的钱够用了，给
你们买东西，我心中好高兴，也体会
到了抢购的乐趣，
何乐而不为呢？”
听着父亲的话，我和妻子都会心
地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