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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锦贻

课文的启蒙
如今，一提到阅读，往往就是指读

课外书。其实，上了学，语文课本的文
学启蒙十分重要。

我至今还能流畅地背出刚上小学
时学过的一篇课文：一去二三里，烟村
四五家，亭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短
短四句，竟把一至十的数字都巧妙地
包括了进去；而且还表现了一种生动
的乡村景象。但在我心里留下最深印
象的，不是这篇课文本身，而是老师不
一般、不寻常的诱导和教导。

老师的模样很像我的哥哥，穿一
身白色的学生装，看我们时总是微微
笑。只有那副眼镜、那根教鞭，以及他
站的位置（他是站在讲台上啊），才让
我们感到他是老师，我们得听他讲、听
他说。

那天，课堂上，他在朗读、领读之
后，让大家齐读；齐读之后，让大家默
读；默读之后，让大家问读。老师说，
你到学校来读书，并不只是跟着老师
读，得把书读到你自己的心里去。老
师接着就让大家在心里想：这篇诗文
中的每一句中，哪一个字你最弄不懂，
又最想知道这个字的意思。想到了就
举手，就提问。可是，课堂里一片寂
静。在那时，上学以后，只有老师问学
生，哪有学生问老师呢？不是所有的
小孩子都不敢，而是不会啊。大家我
看你、你看我，看看谁来问。依然一片
寂静。老师还是微笑着说：现在，我指
着谁，谁就站起来问。大家就都看着
老师。不料，老师指着的，竟是我。我
年龄小个子小，坐在第一排，老师指着
很便捷；加以老师知道我上学前已经
能背诵许多首唐诗。我怯怯地站起
来，说：“平日总说去什么地方，走了多
少路。怎么说是一‘去’二三里呢？”老
师一听，马上高高兴兴地夸我是个好
学生。这一下，几乎所有同学都举手
了。情绪的热烈我现在都形容不出。
只记得一个男生一边举手一边就站起
来抢问。他说：“种田的人住在乡下，
那里是乡村，‘烟’村是什么意思啊？”
话声刚落，老师还没有回应，就听见后
面几排课桌椅挪动的声音，也分不清
是男生还是女生在说话。只听得说：

“亭子，台子，是一个一个，为什么写这
个‘座’字？”“数花，是一朵一朵地数，
怎么写‘枝’字，不写‘朵’字呢？”最后
面的那个大个儿男生还大着嗓门儿
说：这篇课文印错了，要让那个来参加
过开学典礼的教育局长赔。 可就在
这时，下课的钟声响了。老师说：你们
都是好孩子！回家后要反复读课文，
要读得有节奏，能背诵。再好好想，看
谁能答出刚才说到的这几个问题呢？

第二天，人人都能熟背课文。大
概因为前一天的课堂气氛好得让人难

忘，所以，老师刚进课堂，还没有说话，
竟就有人举手。老师照样微微笑，问
举手的同学是不是想回答昨天提出的
问题。可他们说想来想去也答不出。
不过，他们昨天没在课堂上举手，今天
补举，他们也要做好孩子。老师连连
点头，接着说，大家爱读书，能够动脑
筋想出问题，就是好孩子。你们上学
时间不长，当然答不出，今天就由老师
来回答这些问题。你们细细听啊。老
师这才一句一句地讲读这篇课文，也
就很自然地把大家提出的问题讲解得
清清楚楚。他好像还举出一些大家都
读过的童话里的语句来做对比，讲得
很有感情，非常形象。小孩子们这才
知道，那一个个方块字，竟有这么多的
含义，竟能表达那么丰富的意思啊！
而且，还真真切切地懂得了，生活中许
许多多美好的事物，都可以用长长短
短美妙的词句写出来。

此后，我更是从心底里热爱文学，
热爱读书。

唐诗的启迪
我 上 学 前 ，已 能 背 诵 几 十 首 唐

诗。上学之后，还保持着读诗、背诗的
好习惯。这不仅使我从小受到文学的
熏陶，而且从中获得作文的启迪。

指导我读诗、背诗的是我的三个哥
哥。他们比我大了许多，那时都已上了
中学。为了让我印象深，记得牢，他们
总是按季节的不同，教我读背那些与当
时的天气、景色相符的诗。比如春天时
读孟浩然的《春晓》、贺知章的《咏柳》、
杜牧的《清明》、杜甫的《春夜喜雨》。熟
背之后，对其中的诗情画意就能逐渐体
会和领悟，也就会很自然地润透到我作
文中的字字句句之中。三年级时，刚刚
学写作文，我就在文章的开头写道：“一
早起来，见前面天井里一地花瓣，地上
湿漉漉的，才知道昨天夜里起了风，还
下了一场雨。”老师说我小小年纪竟写
得这么通顺、流畅，就把我的作文贴到
学校走廊的壁报上。其实我当时写的
是真实的情景，但也是受到“夜来风雨
声，花落知多少”这两句诗的影响。第
二年，老师让我代表学校去参加全县城
初小学生作文比赛，总题目是《记一个
人》。那年春天，我的三哥患伤寒病去
世了，我失去了一个带我、教我的亲人，
所以我写的题目是《我的三哥》。文中
写道：“正是清明时节，一阵阵细雨下个
不停，老天也在哭哩！”我写的是自己内
心的真情实感，却也是由于“清明时节
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的诗句留在
我心头。

我是用心来读诗背诗的。每次读
背，总是深深地被感动。日子长了，就
自然地体会到作诗作文都应该有真
情，把感动自己的事情写出来，才能使
别人感动。六年级时，我写了一篇作
文，题目是《一件新棉袍》，叙述小学毕
业前的那个春节，母亲为我做了一件
丝棉旗袍，记得当时正流行大花的面

料，但母亲说我个子小，穿大花的衣服
不好看，花了整整一天的时间买来了一
块藏蓝底色玫瑰红小花的府绸，母亲自
己裁，自己做。穿到我身上时，又轻又
暖，又合身又好看。母亲说，要上中学
了，长大了，要有一种新的独立姿态，有
一种新的向上的精神。我写得比较细
腻，老师说这样写能使人感受到生活的
气息、氛围，使读者和作者心灵相通。
其实，写这篇作文，是受到孟郊《游子
吟》的影响。天底下的母亲是一样的
啊，当然各人的情况又是不一样的。

诵读的诗多了，有时还会去做一点
比较，也就逐渐地懂得一点用词造句中
的讲究，悟出一点作诗作文中的门道。
比如贺知章的《咏柳》和戎昱的《移家别
湖上亭》，都巧妙地运用了拟人的手法，
但前者注重“貌”，“二月春风似剪刀”，
说柳叶细细是春风裁出的，真不知诗人
是怎么想出来的；后者注重“情”，“柳条
藤蔓系离情”，又觉得是最恰切地表现
出那种依依惜别的深情。情，好像是摸
不着的，但诗人这么一写，就是可摸可
感的了。小学毕业时，我在作文中写同
学们对母校的依恋：“早晨下了一阵雨，
校园小河边的柳树喝足了水，显得更有
精神，低垂的柳叶抚摸着我们的脸，长
长的枝丫伸过来，像是要跟大家握手
哩！”此情此景，至今还像是在眼前。但
我能这样写出来，与我熟背唐诗、心有
灵犀分不开。

在读背唐诗中，我也发现，很多诗
句都通俗而典雅，流畅而精湛，就常常
把一些诗句直接写进我的作文里。如
在一篇记叙乡村远足的作文中写道：

“一条小河一路陪伴着我们，大家觉得
很有趣，小河走多远，我们就走多远！
可是突然间，它却转弯了，远远地望出
去，河面开阔起来，极远处有帆船的影
子，正是‘碧水东流至此回，孤帆一片
日边来’！”引用了李白《望天门山》中
的两句诗。又有一年暑假，随母亲到
浙东的亲戚家去，那里有山有树，印象
很好。开学后在记叙假期生活时我这
样写：“那是一个山村，‘绿树村边合，
青山郭外斜’，环境幽静，景色宜人。”
那中间两句，正是孟浩然《过故人庄》
中的诗句。又如“每逢佳节倍思亲”，

“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以及“欲
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野火烧不
尽，春风吹又生”等等，常用常新，显得
生动而凝练，婉约而清新。

读背唐诗，使我从小对文学有浓
厚的兴趣，又终于走上了从事创作和
文学研究的道路。直到现在，无论是
写作品还是写论文，那一首首优美而
优雅、精炼而精湛的唐诗仍然时时在
我心里跳跃着呢。

童年阅读之趣

□群英

“今年草好。”6 月下旬，在呼伦
贝尔和同行聊天时，几乎每个人都
会这样说。不好是什么样？春天拱
出来的小草，一寸多高，大概就像营
养不良的孩子。一眼望去，一片黄。

今年，草真好。不到 5 点海拉
尔天已大亮，推开房门，草香扑鼻，
小花微笑。“今年草好。”难怪呼伦贝
尔的朋友们这样自豪。

对 于 我 ，难 题 却 来 了 。 拍 什
么？呼伦贝尔可是世界大牧场之
一 ，用 什 么 瞬 间 定 格 我 眼 前 的 一
切？坐在草地上，相机放在身旁，一
方面释放一下无力感，更盼着相机
被草原熏染过后自己能灵光起来。

不经意间，我成了两个孩子之
间互相追逐玩耍的屏障。小哥哥逗
人的办法很简单，抓起草原上的小
虫子吓唬弟弟。这法子屡试不爽，

小弟弟每次见到哥哥抓起虫子，就
会绕着我这个没了拍摄思路老大爷
躲来躲去。

小弟弟开心快乐的表情感染力
极强。童年，这真是幸福无邪的童年。

是时候拍照了。
回到房间翻看照片，小弟弟的

表情似乎说得过去。右上方是什
么？放大再看，那是哥哥的手指和
指间的小虫子。太好了。不剪裁，
原片保存。这个画面是呼伦贝尔草
原的赏赐。

快乐就这么简单，绿绿的草地，
还有那个大不了多少的小哥哥。

这几天听说，呼伦贝尔又下过
雨。小草长高了，尽职尽责地装扮
着大地。

今年草好。童年真好。

今年草好

□刘干

和几名 90 后教师集体备课时，他
们对路遥小说《人生》中描写的当时人
们把穿“的确良”衣服作为衡量一个家
庭境况好坏的标准，充满好奇，甚至还
有质疑。让我这个从那个年代过来的
人，为之感慨。

记得那时，在“的确良”布料尚未问
世之前，我们衣服大多是棉质印染品。
棉布虽然吸汗，柔软，穿着舒服，但易皱
易破损，不耐穿。再加上衣服少，使用
频率高，一件新衣服，一个夏天肩膀、屁
股就磨烂了。没办法，只得重新缝补起
来再穿。那时判断衣服是否漂亮不是
看样式，而是看是否没有补丁。

“的确良”是合成纤维，因其挺阔、
不皱、耐穿，且免烫，人穿起来体面、时
尚，显得非常精神，朝气蓬勃。这种服
装是当时最为时髦的装束，被冠之为

“文明新装。虽然当时价格比棉布价格
高几倍，但只要商店一有货，立马就被
抢购一空，掀起一阵“的确良”热潮。

我的第一件“的确良”衣服，说起来
有些心酸。那是上世纪 80 年代初，农村
刚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从地里背
回家的玉米棒子，堆积如山，需趁着炎炎
烈日脱粒晒干后，装仓入库。父母忙着
照料地里农活，剥玉米粒的手工活，就全
落在我们这些未成年的孩子身上。娇嫩
的手指手掌，常常被磨出血泡，疼痛不
已。为了刺激和鼓励孩子们干活，母亲
常给些工钱作为奖赏。我把辛苦所得的
零花钱积攒起来，达到一定数目后，交给
母亲，让母亲到布店扯上几尺“的确良”
布料，找裁缝店做了这件白“的确良”褂
子。当然平时是舍不得穿的，只有在走

亲戚、参加集体活动或过年时，才应时穿
一下。回到家，立马脱下来洗一洗，干
了，又叠叠收藏起来。就这样，这件“的
确良”褂子，我整整穿了五年，布都褛了，
也未舍得扔掉，仍保存着。

第二件“的确良”衣服是浅蓝色的
褂子，左胸前特意缝了个口袋，可以挂
支钢笔在袋口上，显得有“学问”，可惜
这 件 衣 服 没 有 寿 终 正 寝 就 中 途 夭 折
了。那时我读初中住校，我的下床同学
晚上点蜡烛看小人书，疲倦睡着后，烛
火燃了蚊帐，我的那件“的确良”褂子，
也被付之一炬，让我心痛了好长时间。
好在这位同学的家长，不久又赔我一件
同颜色的“的确良”褂子，才让我缓过神
来。我一直收藏，保留到今天。

从诞生之日起，“的确良”就不断发展
变化。后来，各种印花“的确良”纷纷面
世。到了上世纪 80 年代后期，几乎每位
中国人都以穿“的确良”为美。特别是白
底带花的“的确良”，一时成为社会主色
调，满街“白色”飘，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

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入，社会不断
向前发展，更好的布料也相继初露端
倪。新颖、时尚、潮流的布料，渐渐取代
了“的确良”衣服，成为人们新宠。

今天之所以重提我那两件已保留
四十年的“的确良”衣服，不是忆苦思
甜，而是为了留住一段岁月，唤起旧时
的记忆。如今“的确良”虽风采不再，逐
渐淡出人们视野，但它能真实、客观地
反映和折射出中国人在穿戴方面发生
的从商品匮缺到商品丰盛的沧桑巨变。

“的确良”

惬怀絮语

私语茶舍

□乌吉斯古冷

迎来的那一声“哞——”的问候
滑过木桩上拉起的绳子上空
轻轻掀开草原的天窗
黎明坐在东山顶上
饮一碗奶茶

打开的包门关上
紫纱巾流动在晨风里

“叮咚叮咚”——草原上第一曲琴声
奶桶里落一轮月亮

月亮之上
盈盈一轮紫月亮

草原的草儿
根毛抓住沙土
有一点水就吮 没水就挺
平时嚼着吃万丈以外送来的阳光

五棵十棵 千棵万棵
草儿小手拉着小手向天边奔跑
一遍一遍总离不开摇篮

草儿
五畜的命
五畜
牧家的命

草儿一生不过才三个季节
而活了十万岁百万岁的草原
依旧原始模样

月亮之上（外一首）

纪念改革开放 40 周年

塞外诗境

□雨山

怀念那个叫 1990 年的夏天
怀念那棵长在地头的白杨树
怀念那只叫个不停的知了

一个 10 岁的孩子
一边闻着麦香
一边向远方眺望

那时候的世界真小
县城是最远的地方

盛夏
在盛夏的包围圈里
浑身是汗
我不知道
没有空调和电扇
在蚊子横行的乡下小院
姥姥的夏天
仅靠一眼井水
一棵枣树和一架葡萄藤
能否将我的挂念变得冷静

竖起耳朵
当你听不见声音的时候
竖起耳朵

当你感受不到心跳的时候
竖起耳朵

当你想念一个人的时候
竖起耳朵

当你竖起耳朵的时候
听见母亲在傍晚的故乡
喊——
回家嘞——吃饭——

怀念（外二首）

□安宁

很多年以后，我依然记得自己站
在一摞高高的红砖面前，努力地翘起
脚尖，一只眼紧张地注视着正午村庄
的大道上有无行人经过，一只眼热烈
地看着砖摞上一本闪闪发亮的书，那
是白话版的《聊斋志异》。我把那本
书，悄悄地拿下来，做贼一样心虚地翻
着，但是最终，我又将它放回了原地。
那一年，我八岁，很少走出过村庄，除
了语文教科书，父母再也无钱给我买
多余的课外读物。

我想我一直热爱学习，尤其痴迷
语文，跟我童年时书籍的匮乏，有着很
大的关系。我翻阅一切有字的纸张，
挂面的包装纸，包油条的报纸，人家撕
掉的书里的一页，甚至父亲借来的饲
养家禽的书，我也读得兴趣盎然。而
等到父母为养殖蘑菇，收购来一麻袋
用来包装蘑菇菌的废纸的时候，我好
像忽然拥有了一座流光溢彩的图书
馆。于是当父母在偏房里一边忙碌一
边畅想着蘑菇带来的收成的时候，我
则一头扎进废纸堆里，从里面挑拣着
那些稍微有文学气息的书。父亲有时
还会停下手中的活计，随手拿起一本
书来，考我认字。我是丝毫不怕这些
的，父亲不知道，刚刚十岁的我，已经
能依靠一本新华字典，将那些有朦胧
爱恋的小说，读出一抹羞涩了。

几 乎 ，每 个 学 期 的 课 本 一 发 下
来，我都会第一时间将散发着油墨清
香的语文课本，先用报纸包上书皮，
而后窝进太师椅里，一直看到天光昏
暗，母亲大骂我没有将鸡赶进鸡窝，
我才恍惚地抬起发酸的脖颈，看一眼
院子里踩着黄昏的光，困倦地踱来踱
去的鸡们，并有被天神一拳打回人间

的失落与惆怅。
于是在老师开始讲授之前，我早

已 将 一 本 语 文 书 ，来 来 回 回 翻 了 多
遍。我深深地沉浸在那些故事里，觉
得语文书真是世界上最好的读物，能
无限满足我对于外面世界的想象。我
可以借助于文字，穿越至几千年前，那
里野兽出没，大地苍茫。我也能通过
想象，抵达无限遥远的地方，那是比村
庄更为遥远的村庄，比麦田更为辽阔
的麦田，比群山更为绵绵不尽的群山。

而更多的时间，我都处于无书可
读的饥渴状态。七岁以前不识一字的
我，从未想过有一天，会用文字永不停
息地表达我在这个世间的孤独，和对
这个世界的热爱。而所有的一切，或
许，都源于我踮起脚尖，鼓足所有的勇
气，想要偷走一本《聊斋志异》的童年。

后来读的书，就多了起来。初中
时有一位教授物理课的班主任，姓张，
年 轻 ，长 了 一 张 郭 富 城 似 的 好 看 的
脸。他是一位文学青年，喜欢读童话，
也读小说月报。知道我痴迷写作，他
常常将一摞书借我，还在班里念我写
的那些类似于自言自语的小说。我记
得当时在《小说月报》上读到过一篇题
目为《水土不服》的中篇小说，作者忘
了，但其中那种荒凉、野蛮、魔幻的气
息，却深深地震动着 14 岁的我。好像
忽然间进入一个神秘的山洞，那里有
我从未见过的珍奇异宝，它们闪烁着
异域的光芒，吸引着来自偏僻乡村的
我。文学的天空原来这样大放异彩，
美奂绝伦，我仰头注视着这一片高远
辽阔的天空，知道自己将会走得更远。

大学因为读外语系的缘故，读书
大多集中在外国经典名著，比如《傲慢
与偏见》《雾都孤儿》《简爱》《呼啸山
庄》《百年孤独》等等。每年寒假，我都
会从学校图书馆借好多书回家，在呵

气成冰的冬天，站在窗前，拢着手，沉
浸在文学的奇妙世界。我的双脚常常
冻得发麻，失去知觉，但我却浑然不
知，偶尔跺一跺脚，抱一抱已经凉掉的
水杯，便重新陷入到书里去。一帘之
隔的堂屋里，大人们正在热烈地聊着
家长里短，或一年的收成，那声音时而
高亢，时而低沉，犹如冬日的风，掠过
厚厚的积雪，紧贴着窗户，蛇一样冷飕
飕地钻进卧室，试图侵袭我早已麻木
的身体。可是在那个冬日的黄昏，我
只剩了一颗心，还是温暖的，跳动的，
它与一本书，融化在一起。没有什么，
能够阻挡我与一本书的亲密。

有一年夏日的傍晚，我无意中翻
阅《聊斋志异》，被《绿衣女》这样一则
只有六百多字的短篇小说，深深地吸
引。我犹记自己陷在沙发里，耳畔久
久地萦绕着绿衣女“宛转滑烈，动耳摇
心”的歌声。我知道此后我会长久地
迷恋古典文学的世界，那是中国人的
精神家园。我就是从《聊斋志异》开
始，逆流而上，开始系统地阅读古人的
诗意内心。从《山海经》中女人在山谷
里洗十个月亮的浪漫，到《搜神记》里
烟波浩淼之上的神鬼踪迹，从《笑林广
记》中的琐碎日常，到《浮生六记》中的
生离死别，再到《红楼梦》中的太虚幻
境，我一路在这样古典的天地中沉迷，
并愿永远地沉迷下去。

写作让我沉溺在奇幻的梦境之
中，而读书，则让我趋向于单纯，孩子
一样单纯，洁净，忘记这个尘世所有的
喧哗与躁动，只剩一颗心，洗去尘埃，
吐露芳华。

沉迷记

且听风吟

追逐 群英 摄

□石之初

潦倒山东七品官，七品官耳是青天。
心系民瘼纾民难，感同身受遭涂炭。
黄金避我竟如仇，不爱乌纱不要钱。
自立门户标新异，无限风光石竹兰。
纸墨润泽宜放笔，书有别致六分半。
吃亏是福平且安，难得糊涂天地宽。
所南翁后念旧业，心向往之米家船。
神可呵兮鬼可骂，人嫌我真吾何谦。

向清官板桥三绝传世
专题展致意

弦歌古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