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征稿启事

您有铭记激情岁月的老照片吗？ 您身边发生过感人
至深的工友故事吗？ 您和工会发生过哪些有趣的事情？
如果有， 那就用笔写下来， 给我们投稿吧。

投稿要求如下：
工友情怀———以真实的工友

间发生的事情， 表达工人阶级的
互助情感 （每篇800字左右， 要

照片）。
家庭相册———以家庭照片的

形式讲述您和家人的小故事 （每
篇300字一张图）。

□□马马海海霞霞

我和我的祖国

外公自小便跟着村里的教书
先生念私塾， 那时外公家里孩子
多， 外公是长孙， 所以才读书识
字， 而外公的几个弟弟小小年纪
便到地主家当长工，供外公读书。

后来 ， 外公考上了师范学
校。 开学那天， 外公的弟弟送外
公去学校， 在校门口说， “进了
学校若有人问起那个牵毛驴人的
是谁， 你就说我是你家长工。”

弟弟的一句玩笑话， 让外公
难受了好久。 外公师范毕业后，
当了一名教书匠， 后来又调到乡
公所做文书。 新中国成立后， 国
家急需人才， 将外公安排到了教
育部门， 负责小学的修建工作。
外婆说， 那段时间外公忙得几个
月都不能回家一次， 即便在镇上
建小学也 “三过家门而不入”。

那时， 外公白天忙学校的事
情， 晚上还要在识字班教社员识
字。 新中国成立前， 农民读书的
不多，学校办起来后，前来读书的
人也少， 大点孩子要在家照看弟
妹或帮着干农活。外公以身作则，
把家里的孩子都送去了学校，还
让几个弟弟晚上上识字班识字。

我大姑是镇小学第一批毕业
生， 那年她们班11名学生考上了
县中学。 后来， 大姑因要照顾生
病的祖母 ， 初中没读完便辍学
了。 村支书知道大姑学习好， 让
她选择当大队记账员或民办教

师， 大姑选择了教师。
那时我们村刚建了小学， 说

是小学其实是旧庙， 里面放了几
把桌椅。 学校就大姑一名教师，
还有一位烈士的父亲当校长。 学
校只有一二三年级， 到了四年级
就转到镇上小学读书。 因为我们
村和镇小学隔着一条小河， 夏季
河水泛滥， 水漫过了桥面， 小孩
子上学就需大人接送， 考虑到这
种情况， 村里便成立了小学。 低
年级的学生在本村读书。

大姑一人教三个年级， 教完
一年级的课程让学生们自己做作
业， 然后再教二年级， 教完二年
级再教三年级， 三个年级的学生
挤在一间教室里。 而且大姑还是
“全能教师 ”， 不仅教数学 、 语
文， 还要教音乐、 美术、 体育。
有些家庭因孩子多， 大孩子需在
家把弟妹照看大才能上学， 大姑
班里有的学生比大姑年龄还大。
大姑说， 那时她挨家挨户宣传学
习的重要性， 很多学生都是她引
导入学的。

1978年， 村里出了第一个大
学生， 就读本地师专， 两年后师
专毕业， 留在了市里教高中。 那
时， 乡镇初中小学还以民办教师
为主； 科班师范生， 城市高中或
初中都争着要。

1983年我上小学， 村小学已
经搬出了旧庙 ， 旧庙改为育红

班， 村小学是新盖的红砖房， 但
房子窗户不大。 阴雨天教室里便
看不见黑板， 又时常停电， 所以
一到阴雨天老师便教我们唱歌。

1993年， 我参加高考， 班里
学生都不愿报考师范， 当时教师
工资并不高。那年，我们班高考落
榜的几位同学被本地电大录取，
因为山区中学缺英语教师， 电大
就面向山区培养英语教师， 工作
一年后转正转户口， 工资待遇比
城里教师还多一部分进山费。

4年后， 我大学毕业， 教师
工资待遇也大幅度提高， 教师成
了令人艳羡的职业， 也成了高考
热门志愿。

三尺讲台折射出新中国成立
70年来的流年变迁， 单从教师学
历 便 可 知 晓 国 家 和 社 会 对 文
化 的 重视和投入 ， 从小学毕业
生教小学， 到研究生也参与到小
学教师岗位竞争 ， 园丁的 “门
槛” 不断提高， 让人感到满满的
欣慰和自豪。

书书海海掠掠影影

三尺讲台上的流年变迁

□冯天军

一个敢于追梦的人
———读毛姆《月亮和六便士》

□□赵赵闻闻迪迪 文文//图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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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党员师傅
■■工工友友情情怀怀

当年， 我大学毕业走上煤粉
化验员的岗位， 部门主任指定朱
师傅当我 “导师带徒” 的师傅，
传授我化验技术。 朱师傅高高的
个子， 黑黑的脸庞， 眉心处有一
道很深的皱纹， 因此乍一看很严
肃。 部门主任告诉我， 朱师傅不
光化验技术好， 而且是一名老党
员， 要好好跟她学习。 我使劲儿
点点头。

朱师傅很重视我这个徒弟的
学习， 教理论知识时， 针对我的
情况专门编写了一套提纲； 教化
验实操时， 每一步都详细分解，
手把手地教我； 带我到现场取样
品时 ， 每一根管道 、 每一个阀
门 、 每一块表盘都给我讲解清
楚。 我是个路痴， 现场的路径又
错综复杂， 上班半个多月了， 我
还是记不清分布在现场的各个取
样点。 我不好意思说， 朱师傅却
看出来了， 专门为我画了一张彩
色 “地图”， 标注清楚， 我拿着
“地图” 跑了几次现场， 终于记
住了路线和取样点， 可以独立完
成取样工作了。

朱师傅教徒弟很有一套， 由
浅至深 、 循序渐进 ， 我进步挺
快 ， 教到 “需水比 ” 这项实验
时 ， 我却 “卡壳 ” 了 。 “需水
比” 这项实验步骤多、 用时久、
计算公式繁琐、 所需试剂复杂，
稍不注意颠倒了一个步骤、 多滴
了一滴试剂， 整个实验就要 “返
工”。 我学了很长时间也不能掌
握， 心情又气馁又急躁。

有一次， 朱师傅教我 “需水
比” 实验操作时， 我发现她脸色
不好 、 眉头紧皱 、 额上渗满汗
珠、 时不时地咬一下嘴唇， 说话
的语气也比平日急切生硬。 我心
里暗忖： “朱师傅是不是不想教
我了？ 唉， 也怪我太笨！” 这样
一想， 我就更加郁闷泄气了。

班长看出我不在状态， 私下
里找我谈心。 我把我的想法跟她
说了 。 她沉默了一会儿 ， 说 ：
“小赵， 你大概不知道， 朱师傅
患有类风湿性关节炎 ， 不能久
站， 也不能长时间抬手臂。 平日
里我们都很照顾她， 但她为人要

强， 不愿意给别人添麻烦。 她常
说， ‘我作为一个党员， 理应事
事带头， 怎么能拖大家后腿呢！’
就连爬火车取煤粉、 筛水泥这样
的活儿， 她都不肯让别人帮忙。
她教你做实验时脸色不好， 是因
为她关节疼痛， 难以忍受， 绝不
是嫌你笨、 不想教你了。” 我恍
然大悟， 继而又心生羞愧， 以加
倍认真的态度去学习， 终于熟练
掌握了化验技能。

在后来的工作中， 我常发现
朱师傅忍着身体的不适干活。 我
劝她： “不要勉强自己， 让我们
来 帮 你 吧 。 ” 她 总 是 笑 着 说 ：
“没关系， 老毛病了。” 从班长口
中得知： 朱师傅因为家境不好，
初中毕业就进了街道冰棒厂上
班， 一天要工作八个多小时， 劳
动强度很大 ， 加上环境潮湿阴
冷， 就染上了类风湿性关节炎。
朱师傅在冰棒厂一边上班一边坚
持自学， 别的姑娘都把工资积攒
起来给自己置办嫁妆， 朱师傅却
是把工资一半补贴家里、 一半交
电大的学费。 别人笑话她 “傻”，
都上班了还念什么书。 她却不以
为意， 一有空就捧着书本看， 经
过四年的刻苦学习， 终于拿到职
高文凭和会计证书， 应聘到电厂
工作。

我参加工作的第四年， 朱师
傅即将退休， 即便如此， 她仍然
保持着每天写工作笔记、 利用工
余时间读报看书的好习惯。 每次
厂里市里举办 “技术比武、 岗位
练兵” 活动， 她总是能拿到前三
名。 上级党组织布置的读书、 学
习文件精神、 撰写心得体会等任
务， 她总是完成得又快又好， 不
输给大学生。

部门主任常常夸她 “热爱学
习， 善于学习”。 每次看到我们
玩手机， 朱师傅总要教育我们一
番： “大好光阴不可以浪费， 读
点书多好。”

年初， 朱师傅让我帮她安装
了 “学习强国 ” APP， 前些日
子， 她发了一张 “学习积分” 截
图给我， 那分数比我的高多了。
我说： “师傅， 我得向您学习！”

刚读这部书， 我并不喜欢斯
特里克兰德这个人， 只为他是一
个非常不负责任的男人。 40多岁
的人， 毫无征兆抛妻别子， 只身
前往巴黎只为寻找虚无缥缈的理
想， 对待妻儿， 他不仁； 对待在
他生活窘迫、 生命垂危时救助他
的恩人， 他不义。 他说话粗俗，
充满了杀气和敌意。

但是， 读完整部书后， 我对
斯特里克兰德有了须仰视才见的
尊重， 他的超脱淡然给我留下了
深刻的印象。 斯特里克兰德算不
上一个艺术的天才， 却不拘泥世
俗， 大胆追求自己心中的梦想。
鄙弃世俗的偏见， 对于自由的向
往他从来没有停下脚步， 他知道
自己的使命和追求， 所以一切外
物都不重要， 因此他可以不顾一
切离开老婆孩子热炕头的稳定生
活， 可以在潮湿简陋的阁楼发着
40度高烧坚持创作， 可以在食不
果腹的那段日子有机会赚到一些
钱就买颜料画布然后继续寻找新
世界。 后来得了麻风病依然作画
不止。 没有画布时， 他把整个木
屋里的墙壁画满了。

果不其然， 他的影响是深远
的， 在他去世后不到十年， 他的
画开始在巴黎走红， 一幅画当初
不值十个法郎， 如今能卖到几万

法郎 。 几乎让人们对人生 、 艺
术、 信仰有了颠覆性的思考， 可
见他是一个真正为艺术而生的
人， 是一个对精神世界追求到极
致的人， 只因自己小时候就有绘
画的梦想。

如作者所说， 光是脑子好成
不了气候 ， 能成大器主要靠性
格。 艺术上最令人感兴趣的东西
是 艺 术 家 的 个 性 ， 如 果 个 性
鲜明， 我愿意原谅一千个毛病。
大凡艺术家都有不同于常人的举
动， 梵高因为精神失控， 用剃刀
将 自 己 的 右 耳 朵 割 掉 ， 拿 上
这 个 毛骨悚然的东西送给了一
个和他要好的妓女。 他在医院把
耳朵包扎过后， 回到画室还给自
己画了一幅 《耳朵缠着绷带的自
画像》。 高更35岁辞去工作， 决
心做一名职业画家。 他自称是一
个 幼 稚 和 粗 鲁 的 野 蛮 人 。 这
些都是艺术家的表征， “另类”
才能创造传奇， 斯特里克兰德也
不例外。

尽管斯特里克兰德身上有诸
多的毛病， 可是他身上又散发着
不同于常人的优秀品质， 他不贪
恋女色， 他对那些让多数人的生
活高雅和美丽的东西毫不在乎。
他对金钱漠然处之。 他对成名毫
不关心。 即使生活困顿的时候，
他仍然保守节操。 最后， 他让她
的最后一任妻子将他毕生最佳的
画作销毁。 如此， 对艺术的执着
追求， 不图名利的洁身自好， 才
成就了他名画家的殊荣。 就这一
点来讲， 他又是伟大的。

六便士是本书当时英国货币
的最小单位， 月亮代表了遥不可
及的理想， 六便士则代表了世俗
和现实。 一个人不可能在实现理
想的道路上， 像凡夫俗子那样做
一个好丈夫、 好儿子、 好爸爸，
过着四平八稳的生活。

从这点来说 ， 斯 特 里 克 兰
德是一个敢于挑战世俗 ， 敢于
做吃螃蟹的人。 他的行动也彰显
出一个成功者， 必须要学会放弃
的简单道理。 如果你在生活中遇
到了困惑， 有着强烈的无助感，
读一读 《月亮与六便士 》 这本
书， 一定会成为抚慰你心灵的良
药， 成为你精神世界坚不可摧的
支柱， 去追逐属于你自己的诗和
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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