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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九月间的天光云影在校
园里肆意徜徉，满树飘香的丹
桂在枝头嘤嘤细语，引人遐思
无限。

是的，每一个日子都在起
舞中意义非凡。2020 年的疫
情，一度搅扰了太多人的生活
和心灵，转瞬已是学校迎新、开
始喧闹的大好时光。我，一个
初中教师，竟然走过了二十六
年的教书生涯。

当记忆的时光倒流，在我
懵懂的校园生活之初，有一位
老师曾轻轻拨动我的心弦。印
象里她的打扮是最标准的老师

形象，深色的衣裤，齐齐的短发
刚好跟下颌持平，没有刘海，用
黑棍儿发卡卡在耳后。带着褐
色框架的眼镜，镜片是那种玻
璃瓶底的厚度，圆圆的眼睛像
极了警惕的猫头鹰，薄薄的嘴
唇不苟言笑。说起话来声音沙
哑，速度极快，好像也很严厉，
是学校出了名的好老师，也是
村上叫得响的好媳妇，她叫刘
淑贤。

那时候我们上学特别积
极，小学一年级就自发上起了

“早自习”。特别是冬天的早
上，校园里乌七八黑的，没有电

灯，也没有定闹钟的条件，常常
估摸着时辰上学，去得早，就在
校园里等天亮了再进教室读
书。我记得在校园操场中间，
挂着圆形大钟的大树下是我们
集体等天亮的集结地。有一
次，刚到树下，就发现有一个齐
发戴眼镜的侧影，在给学生梳
头，她一手握着女孩儿的发束，
一手拿着一把小梳子仔细地
从发根梳到发梢，嘴里噙着卡
子……待我走近，听到她沙沙
的音调绵软亲切，好像在教导
女孩儿们要干净、整洁之类
的。就这样，一个梳完了接着
下一个，被刘老师梳完头的同学
分外精神，格外骄傲。

岁月走过二十载，同样的
初秋，一样的桂花香满人间。
在母校高大的白杨树下，县教
研室语文教研员韩香玲老师与
我相对而立。

“多好啊，玲哲！你的课堂
基本功很好，尤其是语言精
练，语音又那么好听。课堂节
奏张弛有度，你这才上班几
年，可是不赖……好好干吧，
咱又不打算转行不是？这么
好的机会，就参加县里的优质
课评选吧……”

韩老师面带微笑，宛若清
泉的眼睛像是灯塔，让迷航的
我开始有了方向。我的心里尽
是暖暖的满足，丝丝的悸动：我

真的这么好吗？我真的可以
吗？

接着，我真的参加了县里
优质课的评选。从学校初评到
乡教育办的选拔，我一路通
关。再接着韩老师多次到学校
听评课，每一次都是电话约定
第几节课，自己坐上从县城开
来的中巴客车，听课、评析、再
准备、再听评……每一次都是
行色匆匆，谆谆教诲；每一次都
没来得及好好喝一杯水、吃一
顿饭。

真诚的投入让时间格外出
彩。之后的几年间，我不仅成
为县、市优质课教师，所带的班
级语文成绩也持续优异，全年级
的语文成绩在全县的质量评估
中摘得桂冠……在掌声和赞扬
里，有一个秋日树下的剪影渐渐
隐去，她不言不语，销声匿迹，若
鸿雁从头顶掠过，洒脱前行。

海海人生，悠悠师心。
当我缓缓步入中年，为人

师表几十载；当历练成为常
态，无常变得经常。我和我的
老师的生命轨迹或偶然重合、
片刻交汇，或深情相伴、不离
不弃。在生命里，我始终仰望
你们留给我的真爱、启迪和陪
伴，让它们就这样慢慢地拼凑
成一个渐渐清晰的“我”，一个
像极了你们又完全独立的自
己。

2020年的元月底，老王光荣退休
了，准备实现带着妻子畅游祖国大好河
山的计划。

事与愿违，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扰
乱了老王的心绪，也打乱了老王的退休
计划。

老王是卫健系统的一名老党员，他
深知，他的退休计划该暂缓，又要失信
于妻子了。自己工作上的好经验，应该
更好地用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战线
上，做好传帮带，贡献自己的一分力量。

他带着愧疚的心情，给妻子写了一
封短信，叠成“心”的形状，轻轻地放在
了床头柜上。

“我是爱国卫生战线上一名有35
年党龄的党员，我一直用自身的行动践
行着自己的职责。我想这次也不例外，
这次的抗疫战斗中不能没有我。我虽
然已经退休，但我还想用我的知识、我
的余热为社区作贡献，哪怕是尽一点微
薄之力就够了。对不起了，老伴儿！”

老王能感觉到这次疫情的严峻。
走出楼门口的一瞬间，熟悉又陌生的一
幕映入眼帘：人们都戴着口罩，小区里
少有邻居的走动，忙碌的都是社区物业
的工作人员。小区的门口已封闭起来，
只留下一个仅供一人的通道。工作人
员摆放了一张桌子，招呼着偶尔通过的
人们登记、测体温。门卫的墙上贴着招
志愿者的通知，物业工作人员正背着喷
雾器穿梭于各个楼栋，喷洒消毒液，一
场全民参与抗击疫情的爱国卫生运动
已经开始。

虽然戴着口罩看不清面孔，大家还
是认出了老王：“老王，退休啦？现在疫
情严峻，你待在家中吧，宅在家里也是
为国家作贡献！”老王稍愣了一下神，差
点忘了自己下楼的本意了。“我来申请
做志愿者，为社区做点事，你们知道我
是从事卫生防疫的。”

“中。”社区领导知道老王的为人，
爽快地答应了。测体温、填表、发口罩、
发手套，一阵忙碌之后，老王成了志愿
者。

抗疫阻击战分秒必争，战果在不断
扩大。40多天来，老王用自己的方式
发挥着聪明才智，他利用晚上在家的时
间编写了爱国卫生32字方针。“测体
温，扫码行；戴口罩，勤消毒；勤洗手，勤
通风；防控思想不放松，爱国卫生记心
中”。并委托社区且自掏腰包印制了
1000多份，发放到每个住户手中，提醒
大家做好疫情防控。

三月份，全国爱卫办等九个部门发
起了《动员广大群众积极参与爱国卫生
运动的倡议书》。老王把其中的重要论
断，用不太标准的普通话录好音，每天
用小喇叭一遍一遍地播放，振奋着社区
工作人员的抗疫信心，“春回大地时，疫
霾消散日。让我们坚韧不拔、持之以
恒，全民动员、携手共治，提升文明素
质，弘扬时代新风，用健康体魄建设美
丽家园，拥抱幸福生活，共享健康中
国”。

自防控新冠肺炎疫情以来，党中央
提出要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推进城
乡环境整治，完善公共卫生设施，提倡
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的生活方式。

老王一提到这儿就兴奋不已，话题
打开：“这说明，爱国卫生运动在抗击疫
情的过程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我们
要广泛动员群众参与爱国卫生运动，为
常态化疫情防控营造更好的社会环
境。”

这就是愿与爱国卫生一起春华秋
实的老王！

清浅如水，淡雅若兰，多年
前拜读冯惠珍散文集《蕙兰凝
香》，便留下了这样的总体印
象。近日，惠珍新作《花开向
阳》面世，二十多万字读下来，
除了故有印象，更感觉一个女
人一路向阳而行，朝露般晶莹
的文字兰香氤氲，且散溢着阳
光的味道。

当代散文呈献出多种美学风
貌，从精神境界、思想内容、笔调
风骨等出发，有大散文、小散文、
文化散文、乡土散文、学院散文、
西部散文等，林林总总的散文作
品，构成了当代文坛一道绮丽的
景观。但无论何门何派，抒真情，
发实感，无疑是成就好散文的不
二法门。

惠珍的散文生活气息浓
郁，采撷的多是生活的小浪
花、小情调，记录的是素年锦
时、悠悠心路。没有大江东去
的豪放，也不刻意发思古之幽
情。她追求的是生活的贴近
感，以一双明眸捕捉岁月花溪
中的落英与漪澜，信手捡拾平
常日子里的温暖与感动，精心
定格精神跋涉中的奇峰与异
景，字里行间流露出一种温软
平和的情怀，仿若一双浸在生

活之水的纤纤素手，传递给读
者丝丝缕缕动人的芳菲。

向阳花木易为春。惠珍是
一个热爱生活的人，透过她的
作品，不难看出她对生活、对工
作、对未来积极上进的热情。
在《丹心一片著华章》中，她写
道：“从一个天真烂漫的花季少
女到进入公务员行列，从一个
不谙世事的单纯女孩成长为一
名副处级领导干部，我迈上的
每一个台阶都包含着组织的
培养和关怀，我取得的点滴进
步，都凝聚着大家的智慧和汗
水……今天的我虽然已风华不
再，但我的信念更加成熟坚定，
那就是我愿以一个老兵的名义
继续在纪检监察战线上柔肩担
道义，丹心著华章！”这不仅是
她成长心迹的真实流露，更是
一个纪检监察人的铮铮誓言。

青春时代未能进入高校深
造，让惠珍至为遗憾，也正因为
此，她不断鞭策自己孜孜以求、
不懈努力：“因为没有上大学，我
无数次地羡慕着上大学的同龄
人；因为没有上大学，我更懂得
知识的宝贵、青春的珍贵；因为
没有上大学，我一刻也不敢停下
求学的脚步，参加成人高考取得

本科学历……”（《那一年，我十
七岁》）

或许是故乡新疆的碧空远
野涤净了惠珍的心灵，她笔下的
乡思乡情、乡风乡愁常常超拔出
环境的恶劣和生活的贫苦，而升
华出心灵原乡的袅袅诗意。在
《那年花开》中，她以极具色彩感
的笔触描写故乡的沙枣花：明
媚五月，暗香浮动，沙枣花当仁
不让，在姹紫嫣红中抢尽了风
头！你瞧，一朵朵金灿灿的喇
叭状的小花，吐蕊舒瓣，一团
团、一簇簇，拥挤在绿色的枝条
间，随着春风摇曳生姿。银
树金花，引得群蜂低唱，百蝶
起舞。而到了寒冬腊月，把沙
枣放在铁炉上烘烤一下，便
别有一番焦香的风味。“物资
匮乏的年代，这天然的美食
陪着我们度过寂寥无味的日
子和漫长的冬季……”在作
者的记忆里，无论是那些年
一起看过的露天电影，还是用
铁碾手工制作的糯米汤圆；无
论是塔里木河冰块融化成甜
滋滋的冰水，还是塔克拉玛干
沙漠东北边缘那一排排房屋
上升起的炊烟，无不温暖、恬
静而美好。大美新疆、魅力新

疆、多彩新疆，烙下了惠珍改
不了的故乡腔、挥不去的故乡
影、剪不断的故乡情，成为作者
心中一幅雄阔苍远、思绪飞扬
的永恒画卷。

亲情与友情，爱心与慈悯，
是惠珍涉笔的另一个重要领
域。父母之恩、母子之情、姐妹
之恋、家人之思、挚友之谊，构成
了她生命中刻骨铭心的情愫。

风雨不惧，花开向阳。有
一颗明媚的心，必有一条阳光
之路。惠珍以驰而不息的求
索攀登阶梯，以千红万紫的墨
花装点生命的旅途。她从工
作中锤炼作风与品格，从生活
中打捞幸福与深情，从学习中
补充能量与给养。一枚军人
的臂章，赋予她奉献的光荣；
感动中国年度人物颁奖盛典，
让她与高尚的灵魂对话；英年
早逝的乡镇干部，升华她为民
的情怀；新冠肺炎疫情中逆行
的天使，给了她担当的勇气；
大海的厚重和深沉，让她拥有
海一样的胸怀，坦荡包容，淡泊
宁静，吐故纳新，不断收获崭新
的自我。而鲜红的党旗、闪耀
的党徽，将永远照耀她不忘初
心，砥砺前行。

老王的
爱卫情怀

□卫宗杰（河南平顶山）

向阳花开

我和我的老师
□李玲哲（河南鲁山）

□胡炎（河南平顶山）

自芬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