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
正式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大幕。这一年，对我
个人来说，也是一个新的起点。刚满4岁的
我，懵懂中被送进了母亲单位办的临时幼儿
园。

因为父亲喜欢看书，潜移默化，我在幼
儿园总是认字最快最多的那一个。自然，我
常被老师委以重任，当起了“小老师”。

1980年，我在丰都县城仅有的两所小
学之一开始了我的小学生活。印象中，我的
小学老师们个个都是全能，除了会修补学校
损坏的门窗，几乎每个老师都能教几门学
科。但老师们似乎又都不那么专业，普通话
也是各自的音调，带着“椒盐”味儿和本地重
重的口音。

后来才知道，我的老师们大部分不是师
范类学校毕业的。他们中有些是只有小学
文化水平的代课教师，有些是只有初中文化
的返城知青，有些是“顶班”的学生。但是，
每个老师都尽心尽力地教我们。

在那交通不发达、信息闭塞的年代，面
对突然辍学的孩子，老师们常常需要三番五
次登门拜访，说服家长让孩子继续念书。吃
闭门羹，看家长脸色，是常事。

1986年，我小学毕业前，《中华人民共
和国义务教育法》颁布，每个学生接受九年
义务教育受法律保护。我的老师们不必再

去游说家长。而我，也顺利地开始了初中生
活。

初中毕业时，我想报考中等师范学校，
成为像我的小学老师那样“全能”的教师。
但父母、老师却都劝我不要填报师范，说只
有想跳出“农门”的学生、家庭贫困的学生才
会去填报师范学校。

不谙世事的我，无奈地放弃了教师梦。
高中三年转瞬即逝，填报高考志愿时，即使
每个月国家给师范生的生活补贴很高，师范
类大学要降几十分录取，但师范类院校通常
都被同学们排在了志愿的最后位置。

我的高考成绩本可以报考一个较好的
师范大学，可父母、亲戚都说，教师工作辛
苦，收入低，社会地位也不高。家人为我选
择了他们认为前景可能更好的外语系外贸
专业。

我所就读的大学里也有师范班，我内心
很羡慕那些可以在师范班读书的学生。

1993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
出台，纲要明确提出，振兴民族的希望在教
育，振兴教育的希望在教师。

1995年，国家提出实施科教兴国战略，
把九年义务教育作为科教兴国的奠基工程。

我的教师梦又开始萌动。
大学毕业前，在外资企业实习结束后，

公司准备和我签订正式录用合同时，我却犹

豫了。心里一个声音在对我说：去吧，去做
一名教师。

思想已经独立的我，不再受任何人影
响，带着简历，自己找学校去应聘。在一所
学校，当我递上含金量不低的自荐书时，校
长瞪大了双眼。我试讲和面试后，校长欣喜
地说：“我们学校终于有了第一个外语专业
毕业的外语老师。”

所有的入职手续，都是校长亲自操办，
我的教师梦终于实现了！

没有经过专业的师范训练，我一边努力
工作，一边努力学习。每天和单纯的孩子在
一起，我快乐极了。

随着国家对教育越来越重视，教师待遇和
社会地位不断提高，教师队伍水平大幅提升。

2018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
《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
意见》，明确提出经过5年左右，教师职业吸
引力明显增强，到2035年，让广大教师在岗
位上有幸福感、事业上有成就感、社会上有
荣誉感。

近年来，教师职业也越来越被大家羡慕
和推崇。如今，师范类学校的录取分数线远
比同类学校高出数十分，师范生生源质量得
到极大改善。

我的教师梦，也伴随着改革开放，生根、
发芽、开花。

四十年的教师梦 羊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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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肉，细粉！海椒少，加醋！”当把车靠
边停稳后，我拨通了米粉店的电话。电话中
老板娘吐词清楚，声音清澈如水。当听出我
是谁时，她就知道我要点什么米粉，并会这样
重复一遍。

每次外出办事，临近中午肚子饿了而又
刚好路过南岸桃园路的这家“特色羊肉粉”
时，就忍不住要去吃一次。

羊肉是一层一层叠加平铺在米粉上面，
撒了芫荽，看上去冒梭梭一大碗。米粉嫩滑、
柔软，羊肉外酥、里嫩，但汤更为醇厚、鲜美，
常常我是喝得一口不剩。

这家羊肉米粉是一对年轻小夫妻开的。
门牌上用楷书写的“特色羊肉粉”五个大字中
规中矩，但又不失厚重。米粉店请了四位中
年妇女打帮工，已在这条街上开了好几年。
早中晚用餐时间，店外都会排起长龙。

店面并不大，宽不足四米，长不过六米，
但整洁、有序。

进店内左边安有一个光亮、平整的不锈
钢灶台，十几个斗碗一溜排开，热气腾腾的蒸
笼高高架在上面，显得很有气势。灶台上面
还嵌有两个不锈钢大桶，一个烫煮米粉，另一
个熬制羊骨汤。每每熬汤时候，老板会加入
一个用纱布包裹的香料包，袅袅烟雾中，那香
味飘洒出来，扑鼻钻心。我想，特色羊肉米粉
的秘诀或许就在这个包里吧。

老板是个小伙子，操一口川南口音，高高
大大。煮粉时，只见他抓起米粉，放在一个带
长把的竹篓子里，将篓子沉浸在滚开的水中，
熟练地抖几抖，看见米粉鲜活了，顺手翻转在
斗碗里，再用一个长勺舀起骨头原汤淋在上
面。最后用镊子夹了羊肉，撒了芽菜、芫荽辅
料，一碗香喷喷的羊肉米粉就做好了。

这时，跑堂的大姐接过米粉，立即送往已
经等不及的顾客面前。

进门右边安有一个小型收银台。一般情

况下，老板娘都站在收银台旁边微笑静侯
着。顾客进门点菜后就打单收费，按单排
队。小店虽小，但在忙忙碌碌中，却也其乐融
融，温暖一片……

去的次数多了，慢慢地，我发现这家小店
生意好的原因不在那个神秘的料包里，而在
小两口身上。

我是一个大大咧咧的人，经常口袋里没
揣钱，前几年还不兴用微信支付，看见我这个
既熟悉又陌生的顾客没带钱，老板娘总是大
大方方地说：“没得啥子。”显得很自然。而我
却在心里翻江倒海：真丢脸，哪能吃了不给钱
呢？！

记得有一次，当我坐在店里吃得正酣，看
见一个拾荒者在店外逡巡，心一软，叫老板娘
帮我送一碗米粉过去，账算在我头上。老板娘
听了后，拿那双会说话的眼看了看外面的拾荒
者，笑了笑，就喊忙碌的大姐端了一碗过去。

“慢点！”大姐刚要捧起米粉走，正在烫米
粉的小伙子突然放下手中的勺子，揭开蒸笼
盖子，端起旁边蒸笼上的一个羊肉蒸笼儿，顺
手扣在盘子里，“端过去！”小伙子头也没抬，
继续忙乎起来。

在付钱的时候，老板娘笑了笑，说：“刚刚
送出去的蒸笼儿和米粉不收钱！”

“那怎么行，说好了算我的！”我争辩道。
“不得收你钱，我们经常给他们吃！”看见

我还在执拗要给钱，旁边的大姐忍不住走过
来，笑着帮腔。

“而且，那些扫地的环卫工人，我们老板
也经常叫他们进来吃呢！”顺着大姐手指的方
向，我看见外面一个环卫阿姨正在扫地。

“你们老板真好呢！”我终于明白这家小
店生意好的原因，他们并不是一味追求利润，
而是在用爱心经营小店。

一个小店的经营之道如此，人生很多时
候，何尝不是这样的呢！

特色羊肉粉 糜建国

官桥是涪州（今涪陵区）至黔州（今彭
水县）官道上一座古老的风雨桥。据立在
桥头的残碑记载：该桥于清朝乾隆八年
（1743）动工修建，乾隆十年（1745）竣工。
捐资修建者为刘焕章、萧永年、陈宇彰等，
共计56人。

三百里涪黔官道从涪州一路翻山越岭、
逶迤而上，到这里，却是一片夹峙于两山之
间的平地。发源于后山的乌江支流老盘河
与另一条小溪在此交汇，旧时，每年春夏山
洪暴发，山溪里吼声如雷、浊浪震天。平时，
官道上南来北往的行人靠一排跳墩过河。
涨水时，就只能住在溪边旅店里等候洪水消
退。有时候，一等就是两三天时间。

架一座连接两岸的桥，成为旅行者和
当地人共同的期盼。历史上，老盘河上先
后架起的桥梁不下100座，可都因资金短
缺，桥梁质量难敌洪水考验，一场大水之后
便没了踪影。人们对修桥，好像早已失去
了信心。

乾隆五年（1740）春天，暴雨比往年下
得大、下得久。老盘河东岸的刘家铺子人
满为患，就连马厩里也挤满了抬轿的走卒
和挑担的力夫。看见客人们久困逆旅、愁
眉不展的样子，一向乐善好施的店铺老板
刘焕章，心头又萌生了修桥的念头。

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陈宇彰、萧永
年等几个当地乡绅，大家一合计：修一座质

量上乘的桥梁，少说也要花上万两银子，可
几家人的全部家产加起来还不足一半。

于是，他们寻遍十里八乡，分头向火
炉、核桃、白果等地的乡绅大户募捐，前后
三年时间，终于筹足了银两。

乾隆八年（1743），大桥破土动工，两年
后大桥建成。新桥落成，恰逢一新官上任
经过，于是，人们便给它取名为“官桥”。

官桥长19.4米，宽4.15米，高5米，系
一座桥基为花岗岩、桥顶有屋瓦遮风挡雨
的叠梁式木拱廊桥，比以往老盘河上的任
何一座桥都高大、气派、坚固。桥身和桥面
为纯木质结构，木头与木头之间完全以榫
头卯眼穿插衔接，梁柱上有迎客松、太极图
等雕花图案。

因为主要捐资者有56人，掌墨师特意将
桥面的桥板设计为56块，以便行人走在桥上
就想到捐资者的慷慨义举。为镇服传说中兴
风作浪的孽龙，工匠们还铸造了一把长1.5
米，重80斤的斩龙剑悬挂在桥底正中。

官桥的建成，使行走在官道上的达官
显贵、富商巨贾、文人雅士、贩夫走卒再不
受山洪阻隔之苦，三百里官道真正成为南
来北往的通途。

官桥建成后，这一带变得更加繁华热
闹。据老辈人讲：最热闹时，大桥东西两
头共有三四家旅馆，两三家杂货铺子，还
有一座寺庙、两家油坊、一家造纸作坊、一
家碗厂。每当夜幕降临，店铺门前灯笼高
挂，寺庙里的钟鼓声、油坊里的撞击声、碗
厂前面的水车声、造纸作坊里碾压原料的

声音……响成一片，这荒山野岭中的小小
驿站，仿佛成了一座不夜之城。

居住在附近的山民，把官桥当作休憩
聚会的场所。劳动闲暇，有事无事都爱到
桥上坐一会儿，听一听桥下的水声、看一看
河边的风景、摆一摆家长里短的龙门阵，不
知不觉就是半天时光。一代又一代孩子，
在官桥的陪伴庇护中长大成人、娶妻生子、
渐渐老去……

官桥也老了！当我再次来到它身边，
它就像一位饱经沧桑的老人，静静地横跨
在老盘河上。汛期已过，老盘河水不紧不
慢地流淌，而这位饱经沧桑的“老人”伴着
这不紧不慢的河水，不知不觉站了近三百
年时间！

三百年来，它迎过缙绅的官轿，送过富
商的车马，承过挑夫的重担……洪水冲击
它、风霜欺凌它、暴雨摧残它、霹雳雷电撕
扯它，可它终究没有倒下！

三百年的站立，它的脊背已经弯曲，雕
梁画栋已经衰朽，桥头上的功德碑已经模
糊不清。就连从桥上通过的三百里官道，
也早已荒芜废弃成了古迹。而它却一如既
往站在那里，站成了文物，站成了远近闻名
的一道风景！同时，它又以长者的姿态，任
劳任怨地发挥着余热——至今，它依然是
附近村民休憩乘凉的绝佳去处。

在那些乘凉的山民中，我努力寻找着
刘焕章、陈宇彰等当年捐资修桥者的影
子。是的，他们的身影早已远去，但是，他
们的功德长存人间。

官桥畔的沉思 倪德生

今年暑假，读大学的儿子说：“爸啊，我要
去看个人。”我问儿子：“去看谁？”儿子说：“当
然是我的老师们。”

儿子在初中、高中的学习成绩并不是太
好，相反，他一度还是学校的“问题学生”。尤
其是上初中时期的儿子，叛逆心强。

有一次，儿子逃学了，两天不归，儿子的
班主任冉老师也陪着我去网吧找。冉老师知
道我儿子的QQ，在QQ里给他发去信息：“等
你玩累了，回学校吧，同学们都在等着你回
来。”儿子隐蔽的QQ终于冒了出来：“冉老师，
我还能回学校吗？”冉老师回复：“我们都在等
你，同学们很想你，你是一个不错的孩子！”

儿子满面倦容地背着书包，回到学校，给冉
老师鞠躬：“老师，我错了，处罚我吧！”当儿子走
进教室，同学们热情地鼓掌，欢迎他回来。儿子
当场在教室哭得稀里哗啦。从此以后，儿子从
那迷蒙混沌的游戏世界彻底走出来了。

在儿子叛逆的青春期，是老师搀扶了他
一把，给了他默默鼓励。

5年前的一天，我在办公室埋头赶写材
料，一个花白头发的老人推开了我办公室的
门。我揉揉疲倦的眼睛，呀，这不是初中的刘
老师吗，他当年是我的班主任，教语文。

刘老师的腰已有些佝偻了，他拿出一个
厚厚的剪贴簿送给我：“这些都是你的，都是
你的。”我打开一看，这些剪贴的，都是我这些

年在各地报刊发表的文章啊。我眼眶一热，
握住刘老师那瘦骨嶙峋的手，连声说：“刘老
师，谢谢您，谢谢您！”

上初中时，我对刘老师说过，我今后要当
作家。刘老师拍腿大笑，我这个学生有志向
啊，好，好！这些年我一直在文字的田园里耕
耘着，但没写出过大部头来，没写出过当“枕
头”垫的书来。当然，我小时候造大船的理想
也没实现。

去年教师节那天，几个同学相约去看望
住在养老院里的宋老师，他已经88岁了，是我
高中的历史老师。那天去看望宋老师时，远
远见他坐在轮椅上，在树阴下戴着老花镜看
书。走近一看，宋老师看的书，是我送他的一
本自己写的小书。

我的泪，一下就涌了出来。
这些年的农历八月十九，我爸总要让我

妈多做几个菜。等饭菜端上了桌，我爸打开
门，倒上酒，在饭碗上搁上筷子，嘴里喃喃叫
道：“王先生，王先生，来吃饭……”我爸呼唤
的王先生，是他小时侯的私塾老师，八月十
九，是王先生的生日。

去年八月十九那天，同我爸一起呼唤王先
生“回来吃饭”，门口果然一阵清风吹来，我爸
咧开嘴，会心地笑了，他似乎真觉得王先生归
来了。我爸举起酒杯，他指着自己的右嘴角对
我说：“王先生，他这里有一颗痣，我记得的。”

三辈人的老师们 李晓

我任教的第一个学校是江津蔡家镇的一
个村小，那还是在20年前。

蔡家镇毗邻四面山、柏林、綦江，属大娄
山余脉。村小距离蔡家镇十公里，不通公路，
在一个山坡顶上，由一座寺庙改建，改建成学
校前寺庙名叫“回龙”，属大龙村，所以村小得
名“大龙小学”。

还是回龙庙时，那里就种了几十棵香樟
树，棵棵香樟长得干壮叶茂，掩映着房子。远
远望去，学校云蒸霞蔚，隐隐约约有一股文气。

那时，从蔡家镇去大龙小学，最近的路是
走蔡家镇街尾的大路。说是大路，实是山路，
还必须过一条河——笋溪河，而笋溪河上没
有桥。

学校一共有6个班6名教师，实行包班

制，一人教完一个班的所有课程。主任老师
（村小校长）让我接手三年级那个班，原任教
那个班的张老师调走了。

交通不便的学校条件自然有限，没有乒
乓台、篮球，没有旗杆……这些我都想到了，
我没有想到的是，那里干旱缺水。

学校的水源是半山坡的堰沟，开学后，堰
沟的水一天比一天少。在教师节的头两天，
电站关闸了，堰沟彻底没水了。

坚持了两天，看着师生们一个个口渴得
厉害，主任老师决定在教师节这天放半天
假。学生们回到家里有水喝，住在学校的老
师，可利用半天的时间到山下人塆的大水井
挑一点水存起。

虽是农村娃出身，可我体力并不好，到山

下大水井挑水，来回有一公里多路程，下山空
桶轻松，回来桶装满水上山就不易了。可这
难题必须解决！待学生们回家后，我吃了午
饭备好了第二天的课，就去拿水桶准备出门
挑水。

“咚咚——”我开门一看，是学生刘林。
“老师，教师节快乐！学校没水了，我来

给您挑水。”
看着个子已长得比我高、敦敦实实的刘

林，我说：“老师怎么能让你挑水呢？你哪挑
得动水哟！”“老师，在家里都是我挑水呢。婆
说了，我把您的水挑了之后，再回家挑家里的
水。如果不是您收我，我还没书读呢。”语音
急切，生怕我不同意他挑水。

这个刘林，本不该是我班上的学生，按正

常入学，他该读六年级了。在他四年级的时
候，他的妈妈外出打工之后就再没回来，他让
爸爸出去找，而他自己坚持在家里等妈妈回
来，不再愿意到学校读书。

这学期，他却主动到学校要求读书，因为
有人跟他说要多读书，以后就可以自己去找
妈妈。可是，他在家呆了一年，原班跟不上
了，老师不想收；再读一个四年级，四年级的
老师怕他调皮，也不太愿意收。主任老师把
他安排在我班上读三年级。我想着每一个孩
子都应该有书读，就把他收下了。

真是个懂得感恩的孩子！其实，我并没
为他做什么，接受教育原本就是他的权利。

“老师，您不相信我，那您就和我一路去，
您看我挑得起水不？要不，您挑一段，我挑一

段，我挑时您可歇一下气。”刘林澄澈的眼睛
透亮得像山泉水，没有一丁点儿杂质。

那个年代的农村娃都是要学做农活的，
肩挑背磨，力气早练出来了。

“好，老师相信你挑得动水，但不能让你
一个人去挑。老师和你一路，主要是老师挑，
老师挑不动了，你再换。”

崎岖的山路上，我挑一段停下，刘林接过扁
担换一段；刘林递过扁担，我换一段……扁担悠
悠，水桶轻晃，清清井水被我们挑到学校了。

“老师，井水不用烧开，直接喝，挺凉快的
呢！”额头上沁出了晶莹的汗珠，刘林憨厚地
笑着。

多年过去了，我任教之初如刘林一样淳
朴的学生们早已奔赴不同的岗位，刘林或许
已实现愿望找回他的妈妈，而去大龙小学的
笋溪河大桥、公路已修好，大龙小学因为“义
教均衡”已合并到镇中心校，我也辗转了几个
学校不在原地。

但每年的教师节，我都会想起我的第一
个教师节，想起那悠悠的扁担、清清的井水。

我的第一个教师节 刘光敏

敬 礼 ！ 老 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