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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小学老师吴广生
■翁德汉

我的“忘年交”
詹老师

■高振千

“振千：您好！何时有空来温，

盼能见个面，有事相商。谢谢！詹

振权。”这是詹老师上周三在微信

中给我的留言。

上周五上午，恰好要去温州参

加会议，打算下午去拜访詹老师。

可詹老师微信回复自己两天都在

开会。彼此空档正好错开，遗憾不

能见面。

“振千，您好！明天如有空，让

我们见个面好吗？您来温，我去瑞

均可，如没空，容后再约。”之后几

天，詹老师又一次微信邀约。看来

事情有点紧急，哪能让 80 来岁的

他来瑞安，无论如何也要抽出时间

去拜访他。

那天，特地起个大早赶赴温

州。在车上，我告知詹老师已在路

上。詹老师说要到车站来接我，我

恳请他万万使不得。

公交车到站打开车门下去，詹

老师已在车站等我。我挽着他的

臂膀走过斑马线，走向马路对面他

的小区。他的家在小区最里面，就

在二楼。

上楼时，我发现詹老师用力抓

着楼梯栏杆，借助栏杆一步一步吃

力地上去。原来，他的一只脚曾粉

碎性骨折，行动还是有些受影响。

詹老师的套房不是很大，却非

常整洁，狭长的书房里全是书。在

长沙发上，我与詹老师并肩坐下

来，喝着詹老师沏的茶，看着詹老

师递过来几张密密麻麻的文字，才

知道这次詹老师约我来的目的。

原来，詹老师想参加一个公益

性全国教育人物评选。他说，这是

他余生最后一个心愿，不管能不能

评上，重在参与。詹老师有可观的

教育著述和成就。既然如此，没什

么理由不参加，我当然支持他，只

是材料准备有些繁琐。

后来，詹老师说要请我到外面

吃午饭，我说不要请，他说什么也

不肯。出门时，他蹲下来穿鞋也有

些困难，不得不用长长的“鞋拔”帮

忙。两人在小区门口转了一圈，然

后选了一家饭店。第一次与詹老

师在小长方桌上面对面吃饭。两

人慢慢地吃着、聊着，把饭菜吃个

精光。我去付钱时，詹老师拉着

我，说什么也不允许。我生怕拉扯

伤了他，只好尊重他的意愿，让他

来付钱。

后来微信上询问“教育人物评

选”进程时，詹老师回复：“振千，您

好！自从我们上次见面后，我的计

划至今还没有一个头绪。我的身

体一直不好，不能每天坚持思考、

写作。这事的难度比原先想象的

大多了，光是想请一个牵头推荐的

人，就是找不到。先是想请一个年

轻人，但可能是资格不够。后来想

请个老教授，但他说自己已无脑力

做这件事；最近总算有位在职的大

学院长、教授、博士愿意帮忙，但接

下来的几万字材料组织、文字翻

译，都费了我洪荒之力，然而至今

收效甚微。承您如此热心，除了感

激，别无他言。不过，我的决心未

改，好在限期还有半年多，先努力

着试试吧。再次谢谢！”

其实，我未能帮上什么忙，既

没有什么好主张，也未为他找到推

荐的人，而詹老师却如此信任我，

还这么客气谢我，真叫我无地自

容。詹老师是我的师范心理学、教

育学老师，可每次给我留言都是用

“您”字，转发我的公众号文章都称

我为“学友”“学弟”，都让人不好意

思，以致有位女同学开我的玩笑，

说以后要叫我“师叔”了。

在文字方面，詹老师绝对是性

情中人，他的长篇传记著作《都过

去了》，甫一出版就快递过来。有

时，也把他的文章发给我看，十分

谦虚地征求我的意见和建议。

詹老师 80 岁生日聚会，早早

地把时间、地点通知我，并交代除

了 诗 文 ，谢 绝 任 何 形 式 的 礼 物 。

在聚会上，詹老师回顾了他这辈

子的坎坎坷坷，更多是感恩；130

多位亲朋好友及几代学生的衷心

祝贺，实在为詹老师感到无比自

豪；尤其是还读到他沉甸甸的新

作《詹振权教育研究文集》。他的

老同事童洪锡老师还即兴赋诗：

“荣登八秩庆华辰，雨露雷霆铸哲

人。浪急钱江惊落魄，风和葛岭

试翻身。教鞭挥舞心灵动，粉笔

描图面目亲。著述千篇流四海，

桃觞席上酒香醇。”

学生时代的我是幸运的，因为我

遇到了好老师，尤其是我的每位语文

老师，几乎都很喜欢我。这些年来，

我能写一些平淡而真诚的文字，得到

一点点认可，就和我遇见的每一位语

文老师不无关系。每每想到这些眼

中有光、心中有爱的老师，我就觉得

特别幸福。戈正文老师就是这样一

位令我念念不忘的好老师。

严格说来，戈老师不算是我的

老师，因为他不曾教过我。但实际

上多年来我们一直以师生自居，因

为戈老师一直关心我并对我的写作

产生过积极影响。这事可要追溯到

上世纪 80 年代，我在湖岭中学（即

现在的瑞安八中）读书，因特别爱好

语文，使得学校里一些并不是我老

师的语文老师也对我很好，戈老师

就是其中一位。在一次全校现场作

文比赛中，我的一篇作文引起戈老

师关注，事后他特意找到我，对我进

行面对面指导。时隔多年，我仍清

楚记得当时戈老师针对我那篇作文

提出的修改意见，他说多余的没用

的语句就要大刀阔斧删掉，千万不

能为了凑字数而舍不得。从那以

后，我记住戈老师传授给我的这一

写作要领，并在自己的写作中加以

运用，逐渐形成简洁不拖沓的写作

风格，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戈老师

的热心指点。

后来好几年时间，我都没见到

戈老师，直到我师范毕业分配到湖

岭镇一小的第二年，那时戈老师已

调到瑞安教师进修学校。有一天，

戈老师找到我，说他们要对湖岭片

区的小学语文代课老师进行普通话

测试，请我当测试员，我二话没说答

应下来。那次完成测试任务后，戈

老师与我促膝长谈，谈写作，谈教

育，也谈为人和处事。作为一名教

育战线上的新兵，面对长者教诲，唯

有用心聆听，唯有踏实践行。在人

生路上，能够遇上无私引领我们的

恩师，那是多么荣幸的事。多年以

后，回想起那次交谈情景，总是禁不

住感恩满满。

真正与戈老师有了较多接触是

在我也调到瑞安市区后，说接触其

实也不过是在路上碰到而已，但每

次见面，他都会神采飞扬地说起近

期又从报上读到我的哪些文章了，

有时还能一字不落地说出我写的某

句话，并不吝赐教即兴点评，最后总

不忘鼓励我坚持写作，一次次更加

坚定了我用文字记录生活的决心。

最后一次与戈老师见面是在

2014 年 5 月。那天下午，我在我们

学校门口碰到他，于是我们边走边

聊，很自然聊到写作这个话题。他

说自己最欣赏 A 君（我们都认识的

一位美女写作高手）和我的文章，我

说人家文学修养了得，文章深刻大

气，而我胡乱涂鸦纯属小打小闹根

本不成气候。戈老师说：“她有她的

风格，你有你的风格。你的文字朴

素清新，给人轻松愉悦之感，挺好的，

继续写下去。”之后，我再也没见到戈

老师。几个月后，听说戈老师罹患

胃癌住院，甚是震惊惋惜，便想前去

探望。可一直不知忙些什么，竟一

拖再拖，直至传来戈老师离世消息。

那一刻，我深深自责，为自己未

能见上戈老师最后一面。这遗憾今

生永远无法弥补，再也听不到戈老

师的指导和鼓励了。于是，又一次

深刻体会，人生不能等，转身即天涯。

转眼 3 年过去，恩师教导犹在

耳边回响。值此教师节到来之际，

谨以此文献给我敬爱的戈老师，愿

在天堂里的戈老师一切安好！

晨光里，夕阳下，一只手侧拿着

书本，一只手大力甩动，修长的身影

在石头山路上留下“咚咚”声。熟

悉的人说：“广生上班了。”或者说：

“广生下班了。”

村民口中的“广生”，姓吴，是我

的小学老师。

记得 8 岁时，我正在家里和弟

弟玩钓鱼游戏，吴老师大儿子翁升

突然来到我家，对我母亲说我已到

学龄，该去上学了。村里孩子的年

龄大概都装在吴老师心里，谁的年

龄到了，就让翁升来通知。

我并不是一到驮山小学，就成

为吴老师学生，但是我们很敬重她，

因为她是教五年级的。有时候放

学，吴老师正好下班，同路回家时，

会给我们讲故事，配上她的语气和

手势，让我们听得有滋有味。短短

的山路，欢声笑语与彩霞一起落山，

直到家门口。

一次，全校学生集中在操场上，

一起唱歌，不知道是因为声音低，还

是唱得不齐，显得很杂乱。此时，吴

老师来到大家面前，举起她的右手

使劲且有节奏地挥动。我们随着她

那只动作有力的手唱了起来，声音

震动瓦片。在小学期间，这是我记

得最深的镜头，没有之一了。

义务教育没实施时，考上初中

比现在的高考还残酷，考差了要么

没得读，要么重读一年。在驮山小

学，吴老师年年教毕业班，就教了我

一年。不管我们一至四年级的成绩

如何，到了五年级，吴老师接班后，

语文成绩总会突飞猛进，在全乡横

向比较中均名列前茅。但是我们从

没有放学后留下来补习，也没有回

家后做练习题到半夜。而且毕业考

的考场设立在中学里，监考老师是

中学的，试卷也是中学老师改的，很

是公正严格。我当教师那几年思考

时悟到，吴老师教育教学成功的秘

诀就是在课堂上下工夫。当时，吴

老师是乡语文教研组组长，连续几

届被聘为区语文特约教研员。

读小学时，我一直懵懵懂懂的，

跟着同学的脚步，没有被“留学”，也

没有获得任何奖状。上世纪 80 年

代的学校很简陋，我们所做的试卷，

都是老师刻起来后油印，偏偏毕业

考试卷却是两面机械印刷的。上午

考数学，我做了正面后以为完成了，

等监考人员提醒，剩下时间已不

多。考完后，吴老师摇摇头对其他

老师说：“德汉本来成绩是稳的，现

在可能性很低了。”很奇怪的是，我

当初竟然一点点伤心难过惊慌都没

有，下午继续考语文。收到考上初

中的好消息，吴老师说很意外，只能

归功于我的基本功和运气不差了。

1988年上半年，我小学毕业，下

半年，浙江省电视台《浙南老区行》纪

录片摄制组来到驮山，实地采访摄制

了吴老师的先进事迹，次年她获浙江

省第二届“春蚕奖”。我的一个同事

说，他刚毕业当老师时，就听过吴老

师的先进事迹。然而，当我师范毕业

成为小学教师时，吴老师因驮山小学

突然停办而调到一所中学，因此无缘

亲耳倾听吴老师的教育故事。

吴老师教育生涯最值得写的是

在李山小学时期。上世纪 70 年代

初，她一个人教一至四年级的复式

班，还有中班、晚班、夜班，一天工作

量相当于一般教师一周的工作量。

在她的努力下，李山小学学龄儿童

入学率由 34%上升到 100%，瑞安

老城关镇教师、塘下区全体教师和

温师专、瑞师学生等好几千人来到

海拔近 800 米的李山小学参观学

习。参观李山小学的教育界人士点

缀蜿蜒的山路成了风景，而吴老师

更是点缀了风景。

斯人已逝恩难忘
■金 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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