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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这一生里， 十几年书读下
来， 会遇到很多的老师， 但能当
得起 “先生” 二字的却不多。 它
是对老师的尊称， 无形中自带分
量。 但不是所有的老师都能被叫
作先生， 就像不是所有的碳元素
都能被叫作钻石一样。 说得通俗
一点， 所谓 “先生”， 含达者为
先， 师者之意。

在我初入校园的时候， 就曾
遇着一位先生， 人好、 字好、 学
问好。 我小学是在村里读的， 你
在我们村遇见一个人， 只要同他
说起 “长先老师”， 没有不知道
的。 对于这个人口不满一千五的
小村庄而言， 他无疑是博学的象
征 ， 故而也只有他当得起 “先
生” 二字。 小孩子不好直呼老师
的名讳， 减了一个字， 叫他 “先
老师 ”， 无意间竟与 “贤老师 ”
同音 。 当然 ， 他也确实当得起
“贤师” 的称号。

先老师身材魁伟， 面上自带
二两白酒， 用 《三国演义》 里的
话形容， 当是 “面如重枣” ———
脸上的肤色如熟透了的红枣， 可
知其红光满面的程度。 先老师长
相威武， 却是个极和气、 极风趣
的人。 不管对谁， 他讲话做事从
来不摆架子 ， 只要不是在课堂

里， 孩子们也尽可以在他面前没
大没小。 因为学问深厚， 他讲课
鲜少翻阅课本， 各种知识、 各种
典故张口即来。 除了语文课， 他
也教我们画画、 书法和体育。

不过 ， 我们更爱听他讲故
事， 讲书中的故事， 也讲书本外
的故事。 农村的孩子视野窄， 课
外读物也少， 学校图书室的馆藏
几乎可以用 “可怜相” 形容。 而
先老师的肚子里装着许多的东
西， 是我们平时接触不到的， 所
以即使再淘气的孩子听他上课时
也是端端正正地坐着、 聆听着。
后来与先老师熟了些， 我们常去
他家中玩， 也因此在他家的阁楼
上翻出了 “海量” （于彼时的我
们而言） 的库存。 先老师甚是大
度， 任我们自取阅读， 于是， 小
小的阁楼成了我们那时最向往的
乐园。 先老师家的院子里有凤仙
花、 牵牛花， 有时他还会去山里
挖几株兰花草， 从上林湖边拾几
块化石或青瓷碎片给我们看， 让
我们对美有了最初的鉴赏能力。

我之爱文字， 大抵也是深受
他的影响。 初学作文， 第一件事
就是 “看图写字”， 内容无非是
踢了别人家的玻璃主动认错、 捡
到了钱包主动交还之类的， 但先

老师告诉我们读书习文应该真实
一点。 他说， 你们每个人都去捡
钱包， 马路上的钱包也不够你们
捡的， 所以我从来不在作文里杜
撰扶老奶奶过马路、 红领巾在风
中飘这样的故事。

某年暑假， 我忽然迷上了写
东西， 在60天时间里写了40多篇
稿子。 其实， 说是稿子， 确切地
说更像是小孩子的涂鸦。 但先老
师说我写得很好， 还在课堂上表
扬了我。 粗鄙文字有人欣赏， 对
于我来说是一种莫大的鼓励。 因
为这一声好， 我开始了最初的文
学尝试， 年少无知， 什么都敢尝
试。 现在回想起来， 当时写的文
字真是粗糙不堪。

在先老师的鼓励下， 临毕业
前， 我用文言文写了一篇短文，
参加了镇里举办的一个征文比
赛， 拿了一个小奖， 那也是我拿
到的 “三好学生” 以外的第一个
奖。 后来我又在一个杂志上发了
一个绝句， 得了140元稿费， 为
小学生涯划上了圆满句号。

小学毕业那天， 月季花开得
正艳， 分别在即， 同学们忙着合
影留念， 唯独忘了跟老师合照一
张。 毕业多年以后， 我偶尔去村
里的诊所配药， 从老师家门口经
过， 想要进去， 却不知该说些什
么好， 只能静静地看两眼， 然后
走过， 就像学生仰望老师， 后生
仰望先生， 心中的敬意不因时光
流逝而变浅一分一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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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海霞

“半边架”教书匠

■教师节特稿

80岁的老姨妈大事不糊涂，
每次证明自己高见， 都要搬出去
世多年的外公， “我父亲是一名
人民教师 ” ， 以此来证明自己
“根红苗正”， 说话靠谱。

外公1915年生人， 自小跟着
当教书先生的叔父读书， 后考上
师范， 成为了一名教书先生。 外
公年轻时也是热血青年， 抗战时
期他想弃文当兵， 可从小患有眼
疾， 厚厚的酒瓶儿底架在鼻梁上
也看不清。 再加上外公那时已经
娶妻， 一家老小需要养活， 只好
继续执教杆， 当他的老师。

因外公眼神不好， 推木轮架
子车不敢用全力， 只能用一半力
气 “试探” 着推， 外婆瞧不上外
公干活这副架势， 常喊他 “半边
架”。 后来， 外公干脆弃了架子
车， 庄稼都用肩扛。

有一年秋假， 外公要去外地
学习， 可地里的玉米还正 “青”，
掰了怪可惜， 但他没时间等了，
外婆是小脚， 几个孩子又尚小，
农活留给他们显然不行。 外公只
好整棵玉米连根刨出 ， 扛回家
“困” 几天再让外婆掰。 母亲每
次说起这事都感慨： 一亩半地的
玉米呀 ， 你外公一个人扛回家
的， 那时候的老师， 一个人带一
个班级， 既教语文又教数学， 还
得根据自己特长兼教别的班级音
体美， 一点儿时间也没有， 白天
上课 ， 晚上家访 、 批作业 、 备
课， 节假日还要学习开会， 有时
一个月也见不着人。

外公教书的地方离家较远，
需坐几站火车再步行六七里路才
能到家， 虽然外公回到家地里的
活儿抢着干， 但外婆还是比普通
人家的妇女干得活儿多， 她为此
怨言不断， 发誓几个女儿将来找
对象最好文武双全的 “全架” 先
生。 如不能两全， 宁可找个粗人
也不找秀才。

外婆的这种喜好影响了家里
的孩子， 他们也不喜欢当老师的
爹， 甚至不喜欢老师这个职业。

我小时候总缠着外公讲故
事， 外公除了讲国家大事， 还爱
讲他教书那些事儿———

他们学校有一个十岁的学
生， 是个惯偷， 县百货大楼都被
他偷怕了， 年龄小， 又不能把他
怎样， 只好将他的照片悬挂在百

货大楼门口 ， 标注上 “此人惯
偷 ”， 一为警告他 ， 二为解气 。
学校上至校长下到老师， 均拿他
没办法。 那年， 学校新调来一位
老师， 恰好教这位学生， 便选他
当班长， 官帽子戴头上， 他竟然
戒掉了偷的毛病， 成了优等生。

外公还常讲一个故事， 有一
位学生， 每天中午吃饭后都第一
个到校， 老师问他， 午饭怎么吃
这么快 。 他回答 ， 还不等我回
家， 母亲先给我煮了凉面， 我回
到家洗手便吃， 五分钟便吃饱。
老师不相信， 悄悄跟踪， 却发现
这位学生离开学校后去附近的玉
米地里掰乌米充饥。 老师看到后
回到宿舍煮了一碗面条， 喊学生
来吃。 从此， 这位学生跟着老师
吃了三年免费午饭。

外公众多温暖的师生小故事
里从未提起自己， 但我觉得肯定
有 ， 只不过外公不好意思说罢
了。 外公性格绵软， 为人和气，
我从未见他发过脾气。 外婆说，
旧社会教书先生可以用戒尺打学
生， 但外公却从未打过学生， 连
高声吼骂都没有过。

一到逢年过节， 总有学生结
伴来看望外公。 通常外公和学生
们聊半天， 走时外公还搞不清谁
是谁，外公“不认得”学生，分不清
哪些学生混得好， 哪些学生有用
处， 他从不主动找学生办私事。

外公晚年时开始 “好为人
师”。 一次我和外公闲聊， 说起
学校某老师体罚学生， 第二天上
学时， 我远远望见外公 “摸” 进
了学校， 打听到了某老师的办公
室， 将其喊出， 站在校园一角讲
起过去他当老师时发生过的温暖
故事 。 我不放心 ， 站在近处观
望， 只见某老师皱着眉头， 一副
不耐烦的样子。 放学后， 我和外
公谈起某老师的态度， 外公笑着
说： “不耐烦没关系， 只要他改
正自己的教学方式就好， 若还体
罚学生， 我还去给他上课。”

外公86岁去世， 外公走后的
这些年， 我也经常在和朋友甚至
和陌生人聊天中谈起外公： “我
外公是位教书先生， 新中国成立
之前参加的工作……” 原来， 在
我的骨子里， 和老姨妈一样， 以
外公这位 “半边架” 的教书先生
为荣。

孙老师高瘦身材、 背微驼、
巴掌脸， 脸也有点 “驼”， 长得
像个猴子 。 同学们私下都喊他
“孙猴子”。

孙老师老家住在黄河边， 那
个年代每到夏天， 雨水造成黄河
水位暴涨， 孙老师家年年被淹，
家被水洗过后， 更贫了。 我们都
说孙老师是逃难逃到我们这里
的， 他是学校唯一一个穿补丁衣
服的人， 一说话一嘴 “黄河” 口
音， 我们都不喜欢他。

孙老师不会讲普通话， 他用
方言读课文时我们便在下面偷
乐， 他见我们笑， 他也笑， 有时
他读到悲伤处， 我们也笑， 他便
在讲台上大喊 ： “此处表情不
对 ， 要那种带着眼泪的苦笑 。”
仔细一瞅他， 表情真到位， 果真

笑里藏着苦涩， 笑比哭还难看。
我是学习委员， 和孙老师打

交道比较多， 孙老师也把我当自
己人， 经常向我打听同学们的学
习情况 ， 但我可不把他当自己
人， 我一有空便捣乱整他。 一次
学校领导听孙老师的课， 我课间
时趁班里没人， 将黑板擦藏了起
来， 课堂上孙老师讲到一半要擦
黑板时找不到黑板擦了， 急得他
摘下眼镜用衣角擦了又擦， 将教
桌抽屉里翻了个遍也没找到。 那
次孙老师糗大了。

我讨厌孙老师是因为一次我
去办公室取作业， 看到他光着脚
在批改作业， 太不注意形象了，
没一点老师的样子。

一天放学， 我和同学说起孙
老师， 边走边说： “孙猴子在办

公室光脚……” 同学悄悄扯我衣
角， 示意我不要再说， 我回头一
看， 孙老师紧跟在我们身后， 吓
得我脸色惨白， 不知道说啥好，
这时孙老师笑着说：“见了大圣也
不问好？ ” 他这句话把我们逗乐
了，那天孙老师和我们一路走，聊
了很久， 原来孙老师家今年又受
灾了， 他全家都投奔他来了， 衣
服鞋子都给弟弟穿了， 他脚上穿
的这双鞋子有点小， 挤脚， 没人
时便脱了鞋让脚休息一下。

从那天开始， 我有点可怜孙
老师了， 对他的态度也渐渐好转
起来。 小学六年级时， 父母不想
让我再读中学， 让我回家干活供
两个弟弟读书。 孙老师知道后，
专程跑到我家 ， 说我学习成绩
好， 不读书可惜了， 还带了我的
作文本让父亲看， 没想到孙老师
不仅把我的作文在课堂上当范文
读给同学听， 而且还订制成一本
集子，展示给父亲看。孙老师对父
亲说：“你不该重男轻女， 错过了
好苗子，你会后悔一辈子的。”

父亲最终接受了孙老师的建
议， 同意我继续读书。 后来才知
道， 我那学期上学的学费是孙老
师帮着垫付的。

孙老师是最不像老师的老
师， 他乐意我们叫他 “孙猴子”，
他说他希望自己神通广大， 保护
“唐僧” 取得真经。 师徒位置互
换了， 孙老师把我们当 “唐僧”
守护着。

多年后， 他这句话依然能击
中我的泪点。

□李秀芹

那个不像老师的老师

□潘玉毅

先 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