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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书房探出半个头来从书房探出半个头来
□ 叶曈曈

天津·后巷（外一首）

□ 香 奴

第一节心理健康课上，辅导员老
师让我们分享进入大学之后烦恼的
事，我们能说出一堆。

刚刚从高考的压力中解脱出来，
进入大学，我们放纵，我们迷茫，我们
甚至没能摆脱高中的应试心理而变得
无所适从。白天快乐地在食堂“干
饭”、在球场上洒脱，却在深夜痛哭。
做什么事都提不起劲儿，没有动力，没
有方向，看不到未来，也看不到希望。
各种各样的不确定性缠绕着我们，我
们就这样变得心累。

开学的自我介绍环节，我听到很
多同学分享着自己喜欢的作家、爱看
的书籍：

“我喜欢阅读文史哲……”
“我喜欢莫言、余华、川端康成

的小说，也看卡夫卡、列夫·托尔

斯泰……”
一位同学跟我说，当她读到丁尼

生《过沙洲》中“日西落，晚星出，一个
呼声唤我多清楚！我将出海去，河口
沙洲别悲哭！”时，止不住地流泪。因
为她想起了大学第一天报到时，她的
父母是怎样站在校门口目送她远去。
她由此体会到了父母对她的牵挂，并
下定决心战胜负面情绪，好好学习，让
她爱的人感到幸福。

穿过长长的走廊，在校图书阅览
室，我看到座位上坐满了同学，翻书声
时时响起，看到“以为妙绝”之处，也不
禁拿起笔记录。我沿着一排排书架
走，各类书籍依次进入视野，那是人类
智慧的结晶，那是人类文明的宝藏。
所有带来心累的不确定性，在这里都
能找到解决的办法。

毕竟如此漫长的人类历史，伟人
的思想如闪耀的群星，若能有幸摘下
几颗，便得以终生受用。

琅嬛福地，指的是传说中仙人所
居多书的洞府。

那么这里，那么所有弥漫书香、充
满思想的地方，我想，就是现世的琅嬛
福地。

在这个各种屏幕闪烁、充满不确定
性、人心思定的时代。这里是心灵的栖
息地。在琅嬛福地多留片刻可好。

我自己就深有感触。
最近看了法国作家帕特里克·莫

迪亚诺的《暗店街》，那是一个在二战
背景下找寻过去身份的故事。我曾经
因为对自身定位的不确定性而迷惘，
而通过这本书对时光的追忆与对社会
的反思，我看到了个人身份的价值对

于国家的意义。诚然，认识自己是最
难的事情，我们可能会在找寻人生坐
标这种不确定性极强的过程中感到心
累，但是看完此书，我体会到国民身份
带来的荣誉感，那始终是我们的后盾。

人们常说，我们现在还是学生，但
是在未来，总有一天，书房外的世界会
向我们席卷而来，会有无数世俗呐喊着
金钱去引诱你，会有无数情欲喘息着荷
尔蒙去诱惑你，会有无数高频低频的噪
声依稀响着房子车子票子去干扰你，种
种诱惑带来欲求不满，无法满足便跌入
痛苦的深渊。一旦你从书房里探出半
个头来，就会有一只手扯住你的领子，
拽你出来。身后的房门会轻轻关闭。

现在，我们的心累，还远未到跌入
深渊的程度。

那就在琅嬛福地多留片刻吧！

大学毕业后做了小学老师，转眼
过去二十一年了。这些年来，我一直
当班主任，班主任工作不轻松，需要花
很多的时间和精力，尤其当小学生的
班主任，除了正常的教学任务，还有一
大堆杂七杂八的事情，还要跟家长互
动、沟通。每天朝七晚十工作还是老
干不完。好在我心态好，每天笑一笑，
快乐的一天又来了。

我是教语文的，觉得语文老师需
要花费的精力会比其他科目更多，主
要是因为有作文吧，我鼓励孩子们多
写大胆写，见到的，想到的，如实叙述，
尽情表达，看到自己教的孩子写出漂
亮的文章我会很开心，人一开心，一笑，
其他什么都变得不那么重要了。尽管
批改作文会花很多时间，初学者嘛，需
要更正大量的错别字、错标点符号、不
通顺的语句、辨认鬼画符般潦草的字
迹等等，这些都是非常值得的事情。

现在的班，人都多，有五十多个

孩子，首先得用心看好，这么多人在
一起，真是一点都不能省心的，一阵
不看紧，他们可能就会开始追逐、吵
闹，甚至打起来。人都有惰性，小屁
孩就是好动，这些都是没办法的，所
以稳定压倒一切，不让出乱子最最重
要，就得一直有人看着，如另有任务，
就安排其他老师代劳。孩子们都聪
明、可爱，每天精力充沛，活蹦乱跳。
有的孩子活泼，这很好，班上有气氛，
但是得控制好火候，所谓一控就死气
沉沉，一放就乱哄哄。特别有个别调
皮捣蛋的，不可否认，每个班都会有
一两个孩子比较调皮捣蛋点，他们往
往也是班上最聪明的，脑瓜好用，但
聪明不一定都用在学习上，这是很可
惜的，作为老师最见不得聪明不用在
学习上，那就跟他斗智斗勇，来硬的
肯定不行，硬的必然造成硬伤，必须
来软的，灵活智取。智取考量的是坚
持耐力和天地良心，慢工出细活，多

花点时间。我始终相信，有爱有笑，
就有收获。

智取了调皮捣蛋的，班上就基本
天下太平，但也不代表就万事大吉。
要管好、带好一大群孩子，需要花的脑
筋很多。太阳每天都是新的，孩子们
总会玩出新花样，有各种偏离及影响
学习的情况，还有一些如读书时吃东
西、自习课上吵闹、拖延或不交齐作
业、不想写作文、不想背英语等等这些
说了就改改了又犯的老大难问题，因
此我设立了每天表扬和批评，奖励红
花或实物。

方法各种各样，有老师直接表扬，
班干部提名表扬，同学提名表扬，还有
毛遂自荐表扬，批评也一样。当然，好
的必须尽快表扬，不好的要及时批评
指正，但是要把握分寸。这些都在课
堂上进行，全体同学现场监督，王二同
学站起来，报告老师，我今天做体操很
用力，表扬，我说好，记下来；张山同学

说，老师我今天值日，扫地扫得干净，
我看看地板，确实不错，表扬；李四同
学说，老师我擦黑板擦得很干净，大家
都看得到，确实不错，表扬；刘武同学
说，老师我今天坐得直，好的，表
扬……有一次，班上常常调皮捣蛋的
肥仔忽然站起来，我想这个小家伙又
做什么坏事了，他却非常认真地说，老
师，您嘴角上扬，笑笑地看着我，这等
于表扬我，我噗嗤一下就笑了，我说对
对对，表扬。笑过之后，我一下顿悟
了，原来，微笑也是智取。

从此，我看孩子们会用更多自信
的微笑，渐渐地，我发现孩子们更加配
合老师了，学习上更加自觉，班上的各
项工作大家非常主动去完成。

谁会不喜欢表扬呢？好孩子是
夸出来的，经常的表扬、鼓励，孩子们
一定更加自信，更加努力。而且，我
自己也从孩子们的成长中得到成长
和快乐。

微笑就是表扬
□ 覃伟莲

我想起后巷的时候
其他街巷都是空的
喧哗都是静的
酒水都是投放过迷迭香的

昏暗灯光里，麦子弟弟唱完了那个夏天
我和非非一直喝到繁华开始疲惫
我们凝视着彼此一夜间的苍老
拥抱中，时光的马匹突然一动不动

蓄长发的男子有一条好看的牛仔
少女羞怯的腰肢藏进宽大的亚麻衬衫
尽管喝吧，后巷没有心机和老谋深算
没人仔细分辨风韵犹存还是
徐娘半老。有人送你十元一支的玫瑰
你就说出奥古斯汀并表示
有多爱枯萎的香槟色，纯净的嘴唇飞出
频繁的热吻，在清凉如水的寒夜里
涌动的暧昧都被善意地接受

谷子和桃花，也曾经在后巷歌唱过
那些不能记住名字的歌者
我都用草木标注
还有乐器，从吉他开始一字排开
直至马头琴、图瓦鼓、喝空的酒桶
鼻子发酸，空气里飘满了
会哭泣的、被拉长的、形影孤单的词语

座位上的你我面容模糊得
像似曾熟悉的一幅肖像画，绝不深谈
一个夜晚紧接着一个夜晚

我们听着那些纯净的嗓音
在没有白昼的后巷，我们用酒
用咖啡香烟，用漫无边际的光阴
赞美田野、乡村、清澈的河水

其实我们都知道
后巷的一半属于虚幻
而另一半
只有那个叫老何的男人知道

车过伊胡塔

一列火车要经过多少这样的小镇啊
被叫做伊胡塔或者其他的昵称
仅仅经过，永不停留

在长达半个世纪的疲乏中熟睡的人
一睁开眼睛就看到车窗外
尚未被春风抚慰的林梢
餐桌上摆放着谁的红草莓
尚未被生活磨砺过的爱情

小小的伊胡塔是有前生的
金史和辽史，姓氏完颜的男人们
骁勇善战的男人们在黄河的拐弯处
埋下古城和马蹄铁

小小的伊胡塔今世安好
一定有四世同堂的人家，一定有
一个白发的老人坐在亲人之间
一个诗人说，伊胡塔是他的姥姥家

花自飘零 不减酴醿
天意弄人 泽畔东篱
风韵正宜 国失缘亡
无限依依 愿梦者长

斜风细雨 心怜赤苍
我的清瘦 与月争香
帝里春晚 露浓静霜
酒美风冷 醉得萧凉

玉净娉婷 难掩言之锋棱
白菊成残 寸愁万缕山盟

浓烟暗语 泪染彤霞落痕
征鸿过尽 谁人可继芳尘

就这样向往宋朝 诗意离伤
就这样魂牵梦萦 千古绝唱
多美的风光 少女名扬
多美的红妆 只为词狂

名门博弈 情挚难觅须眉独立宛若
琴棋不舍 心忧家国清风传世之作
厌于矫饰 柔情忠贞颠沛流离之所
诗人秀木 历世皇权难载书林星河

李清照（歌词）

□ 马秀波

春夜，华灯初上。在日照市城市
书房海洋美学馆，点一杯咖啡，静坐窗
前，捧一卷书。这个位于山海天阳光
海岸黄金位置的城市书房，自建成免
费开放以来便成了市民和游客打卡的

“网红”之地。
位于黄海之滨的山东省日照市自

2020年起启动文化惠民工程，在城市
最繁华、离老百姓最近的地方，通过

“政府＋社会”模式，建成41处城市书
房，覆盖日照市所有区县，免费对外开
放。与之配套打造的“悦读驿站”、智
能书柜、流动图书服务车、“日照云书
屋”移动阅读等平台，进一步延伸了公
共文化服务触角，赓续着城市文化血
脉，让“全民阅读·书香日照”处处开
花、四季可读。

岚山区以图书馆、城市书房、农家
书屋等全民阅读基地为主阵地，邀请
喜好阅读的资深老师做“阅读传播人”
开展阅读分享活动，带领更多的人一
起阅读，让更多人爱上阅读。每天，市
民刘静都会带着五岁的女儿去家门口
的城市书房，阅读绘本故事。刘静说，
城市书房就像阅读之灯，点亮着自己

心中的“诗和远方”，尽享着陪伴阅读
的快乐。城市书房搭台，特色文化“唱
戏”，城市书房也成了一个文化传播
的平台。

4月20日，在东港区城市书房金
港社区馆，一场非遗体验课正在进
行。日照港第一小学的同学们在日照
农民画代表性传承人乔诺的指导下，
为《戏海》《闹耕牛》农民画作品涂上颜
色。乔诺说，日照农民画取材当地农
耕农作、渔家生活等民风民俗、生活场
景，表达了老百姓对幸福生活的追
求。通过城市书房定期开展非遗体
验，可以让市民“零距离”体验到中国
传统文化的魅力。

除了非遗体验，城市书房还定期
开展亲子阅读、青年论坛、阅读分享、
艺术培训、文化创意产品展示等特色
活动，培育打造了日照文旅大讲堂、

“教子有方”家庭教育公益课堂、“尼山
六艺研学”和“牛老师讲故事”等品牌
性文化活动，累计开展各类文化活动
2200余场，丰富了群众“家门口”的精
神文化生活。

新华社济南4月21日电

城市书房：

点亮心中的“诗和远方”

新华社曼谷4月20日电 在20
日联合国中文日之际，中国和泰国相
关机构签署系列中文教学合作协议，
以加强合作，促进泰国中文教育可持
续发展。

系列协议由中国教育部中外语言
交流合作中心分别与泰国高等教育和
科研创新部、教育部、教育部职业教育
委员会当天在线签署。

中国教育部副部长田学军在签署
仪式上表示，今天是第十三个联合国
中文日，是全球中文学习者共同的节
日。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中泰双方
签署合作协议，将为促进泰国中文教
学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加有力的支持，
助力“中泰一家亲”亲上加亲。

中国驻泰国大使韩志强说，国际
中文教育是中泰两国民心相通的桥梁

和纽带。在中泰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
伴关系十周年的新起点，两国中文教
育合作迎来历史性发展机遇，相信此
次双方携手将进一步促进两国教育文
化交流合作，为两国打造相互尊重、合
作共赢的国家间关系典范贡献力量。

泰国高等教育和科研创新部次长
诗立叻·宋西维拉表示，教育领域合作
是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重要

组成部分，中文人才培养是双方教育
领域长期合作的延续。此次签约扩大
了泰中双方在中文教学领域的合作，
有助于促进两国各领域交流合作。

2010年，联合国将中国传统二十
四节气之一的“谷雨”日定为“联合国
中文日”，旨在庆祝多种语言以及文化
多样性，促进联合国六种官方语言平
等使用。

中泰签署系列中文教学合作协议

这是4月20日拍摄的坪坦书屋
（无人机照片）。坪坦书屋位于湖
南省通道侗族自治县坪坦乡中心
小学，由广州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
的团队设计并募资建造，于2021年

10 月建成投入使用。坪坦书屋将侗
族传统“干栏式”建筑结构与现代建筑
设计理念相结合，融合现代空间设计
和侗族公共空间理念，目前有藏书
13900册。 新华社发

当美丽邂逅书香
侗乡木屋图书馆

新华社 马 德 里 4 月 20 日 电
2021-2022赛季西班牙足球甲级联赛
第33轮20日继续展开，皇家马德里客
场3∶1击败奥萨苏纳，距离冠军仅有一
步之遥。

皇家马德里本轮作客潘普洛纳。
尽管本泽马比赛中罚丢两记点球，但阿
拉巴、阿森西奥和卢卡斯·巴斯克斯三
人各有一球进账，助客队锁定三分。不
过阿拉巴的受伤为皇马的胜利蒙上一
层阴影。

开场仅12分钟，皇马便在一次任
意球配合中首开记录，本泽马右路横
传，阿拉巴小禁区边缘推射，尽管皮球
被对方门将埃雷拉扑挡，但阿拉巴跟上
补射破门，将比分改写为1∶0。仅仅1
分钟后，奥萨苏纳便将比分扳平，布迪
米尔接阿维拉的右路传中近距离破网。

第45分钟，皇马再入一球，塞巴略
斯小禁区边缘的凌空垫射被埃雷拉扑

出，阿森西奥门前将球补入空门。中场
前阿拉巴因伤离场。

下半时，皇马两度错过扩大优势的
机会。第52分钟，阿维拉禁区内手球
被判点球，但本泽马罚出的皮球被埃雷
拉扑出。第59分钟，罗德里戈禁区内
被比达尔放倒，皇马再获点球，但本泽
马的罚球再度被扑出。

补时阶段，维尼修斯带球突入禁区
后送出横传，卢卡斯·巴斯克斯推射球
门左下角破网，为皇马将比分锁定为
3∶1。

这场胜利也让皇家马德里目前以
24胜6平3负的战绩积78分，领先排
名第二位的马德里竞技17分，对少赛
两场的巴塞罗那的优势则为18分。联
赛仅剩5轮，皇马夺冠前景一片光明。

在当日其它两场比赛中，马德里竞
技主场0∶0战平格拉纳达，赫塔菲客场
2∶0击败塞尔塔。

本泽马两失点球

皇马3∶1客胜奥萨苏纳逼近冠军宝座

4 月 20
日 ，丁 俊 晖
（左）和威尔
逊在比赛中。

当日，在
英国谢菲尔
德 进 行 的
2022 年斯诺
克世锦赛首
轮比赛中，中
国选手丁俊
晖以 8 比 10
不敌英格兰
选手威尔逊，
无缘下一轮。

新华社发

斯诺克世锦赛：丁俊晖首轮出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