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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校是值得怀念的，随着年龄的
上升，这种情感也会与日俱增。我从大
南门外丽华二村骑自行车到大北门青
山桥外上班，有多条路线可选择，但我
总喜欢从实验小学门口经过，因为在
那里我可以聆听到孩子们的琅琅书
声，重温我的儿童时代。

今天的母校，明亮、宽敞、整洁，杰
出校友史良题写的“常州市实验小学”
校名熠熠发光，史良戴着红领巾的半
身像微笑着看着孩子们（右图）。

1956 年 9 月 1 日，我进入常州师
范附属小学读书，开始了人生的启蒙
教育。我小学时的班主任有徐玉华、杨
雅静和王彤炜。王彤炜老师是我们毕
业班班主任，她被评为“全国教育系统
关心下一代工作先进个人”。这些上世
纪 50 至 60 年代的老师，他们都有严
格的师德，从不搞有偿家教，对待学生
充满了爱心，真是可亲可敬。

当年常师附小最引人注目的是大
门口那青砖二层五开间大楼，楼下是
大礼堂，建成于 1947 年，学校常在此
开全校大会。礼堂主席台中央悬挂着
毛泽东主席的油画像，画像右下方有

“寒青”字样，是解放前毕业于上海美
专的美术老师严寒青所画。严老师是
武进虞桥人，10年前我遇见他时已80
多岁，表示还准备画一幅 700 多年前
宋、元两军在虞桥、五牧大战的画卷。
大礼堂的北面台阶墙上有一块石碑，
上面刻着“中华民国三十六年赵元静”
字样，这块石碑在 1966 年开始的“文
革”中成为违禁物品而遭到破坏。赵元
静是语言学家赵元任的堂妹，是一位
值 得 尊 敬 的 教 育 家 ，她 在 1945 到
1949 年间任附小校长，听说到了 21
世纪初赵元静仍健在。前些年我还在
清凉新村看到了潘月华老师，她是江
苏省优秀教师，潘老师佝偻着腰，已届
耄耋，我见了好一阵心酸。

在附小 6 年，我曾唱过两种版本
的《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第一首是
郭沫若作词，马思聪作曲；第二首是现
在仍在传唱的《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
人》，原是电影《英雄小八路》主题曲。
这 6 年，我还先后学习过注音字母和
汉语拼音字母两种拼音方式，当时并
不知道汉语拼音是由祖居常州青果巷
的周有光发明的。那时附小的老师大
多是解放初从常州师范毕业，他们年
轻敬业；也有从民国过来的老教师，担
任过校长、副校长的有薛澧官、吴葆
初、钱启业、杨春凤等。当时一批风华
正茂的老师后来有些也担任了校长，
如沙铮铮、汤雪芬等老师。音乐老师杨
玉贻给学生的印象很深，杨老师总是
笑容面对学生，她的歌唱得好，课上得
好，普通话也最标准。1958 年 8 月，杨
老师进京出席了全国普通话教学成绩
观摩大会，受到了周恩来总理和陈毅
副总理的亲切接见。杨老师后来还教
过我儿子，她是常州教育界德高望重
的前辈，多次受到政府表彰，听说杨老
师退休后还组织了一支老年合唱队。

在 1962 年我毕业那年，学校改

名为常州市实验小学。55 年过去了，当
年的往事仍历历在目，特别是有一堂课
更让我至今难忘。那是 1961 年春的一
天上午，因临时通知改上珠算课，许多
学生因未带算盘而让珠算老师为难。他
是位老先生，肚里很有货，于是在课堂
上讲起了孙膑与庞涓斗智的故事。老师
用带有武进口音的常州话绘声绘色地
讲述，学生听得津津有味，以致下课铃
响了，大家仍沉浸在故事里。我从来没
有听到这么好听的历史故事，这一节课
引起了我对中国历史的浓厚兴趣，以致
影响了我的一生。

常州市实验小学由中国近代著名政
治活动家庄蕴宽等创办于清光绪三十二
年（1906 年），最早名为“粹化女学”，设
立师范预科、简易师范、初等小学、高等
小学各一个班，形成了师范及附小一贯
制的雏形，开启了现代常州师范教育、新
式教育的先河。民国元年（1912 年），“粹
化女学”附设的师范部收归武进县公办，
称县立女子师范学校，其小学部遂改为
师范附小。

打开清宣统元年（1909 年）《常州府
城坊厢字号全图》，我们可以清晰地看
到，在今实验小学和田家炳中学初中部
所在地区域图上标的是陈烈帝庙和都城
隍庙，庙内还标有魁星阁，庙内原有纪念
陈烈帝的洗心池。据老照片显示，百年前
史良就读时女子师范还有洗心楼。百年
前的女师和师范附小就是在这两座庙宇
的基址上改建的，今天实验小学内一棵
二百多年的银杏就是当年烈帝庙的遗
物，它依然郁郁葱葱，并早已被列为常州
市的古树名木。

我就读实验小学时，校舍多为民国
时期的遗存，校园内的连续长廊是一大
特色。连廊如树枝般连着教师办公室和
教室，师生下雨天在校内行走，都不会淋
湿衣服，建造设计者可谓独具匠心（下
图）。当年在常州女师和附小教书的有大
名鼎鼎的诗人艾青。上世纪 30 年代，他
常撑着雨伞在青果巷、茭蒲巷等常州街
巷穿行，并在常州找到了诗人戴望舒《雨
巷》中的“丁香姑娘”。

著名的“救国七君子”之一的史良，
因家境贫寒，直到14岁才正式进入女师
附小读书，后以优异成绩考入县立女师，
她是 1919 年常州地区响应“五四运动”
大游行的学生领袖之一。1923年她考入
上海法政大学，后又转入以中国现代法
学奠基人董康为校长的上海法科大学，
史良就成了老乡董康的高足，后来也成

为闻名全国的大律师。史良还是中国民
族救亡运动、争取民主运动和妇女解放
运动的积极投身者，被毛泽东誉为“女中
豪杰”，新中国第一部重要法律《婚姻法》
正是史良起草。1982 年 7 月，史良先生
为母校题词“春光明媚、桃李芬芳”，给母
校巨大的荣耀。

还记得当年常师附小树立的学生榜
样是少先队大队长、品学兼优的胡东成。
胡家几位兄弟都是在常师附小毕业，都
是教授级人材，胡东成后来担任清华大
学副校长。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今年，常州市
实验小学迎来了建校 111 周年。百年名
校，桃李芬芳，实验小学的校友不乏专家
教授、“两院院士”，但更多的却是普通劳
动者，他们曾经或正在为实现“中国梦”
而努力。 作者供图

心香一瓣 / 陈伟堂

我的母校常州市实验小学
我于1957年考入常州五中时，

邻居问：“怎么上那所学校？”其时，
五中刚由私立学校改名仅一年，而
私立不管办学者还是就读者似乎都
与“资”有关，因为旧时生活在社会
底层的劳苦大众子弟是读不起的。

我选择五中并不只因为学校离
我米市河的家近，还因我刚考入华
东军政大学的纪庚舅舅便是由此校
毕业，而舅舅在我心中是高大上的。

学校与红十字会（现肿瘤医院）
一篱之隔，篱旁是小操场，透过篱笆
墙可以看见小学三年级时我与有桐
种在那儿的小白杨树。小操场是学
校的活动中心，西首是司令台，开
会、做广播操、上体育课都在此。高
中毕业典礼，我与同学上台表演了
口琴合奏《真是乐死人》。始料不及
的是这一“乐”我乐到了黄海之滨，
一乐就是 13 年。小操场西边有沙
坑，是练跳高、跳远的；南边还有单、
双杠，那时迷上了体操，每日练得大
汗淋漓，幻想能像学兄陈民权那样，
穿着体操服，在杠上腾越翻飞。但我
天生无才，徒有羡慕，不过还是练成
了双杠上的“直角”“慢起倒立”和吊
环的“背水平”等，也算是有点难度
了。测验体操时，李仲华老师只要我
给大家做一下示范动作，其他免了。

小操场西北角是大礼堂与食
堂，礼堂东有一廗老屋属后勤处，作
医务室、广播室之用，因采光差，有
次临时在此上政治课开了灯仍昏暗
得很，无法看清黑板上的字。广播室
虽小，却牵动每个学生的心。下课铃
响，同学们涌出单调而沉闷的课堂，
在美妙的音乐声中如羁鸟投林，在
除了教室外的各个角落打打闹闹，
嬉戏玩耍。我们在音乐声中重温电
影中的革命故事，遐想着异域的风
土人情、自然风光。以至现在哼起那
些“校园音乐”，那年代的五中便会
清晰地呈现出来。

我刚进五中时大门在朝北的常
春路上，一年后改到朝南的怀德路
了。学校西部有条南北向河荡，填没
后建成了大操场。河的最北端，留下
个荷塘，池水清清，鱼儿游弋，水边
芦苇茂密。有天晚上，与潘、李两同
学护校值夜班，潘提着鱼叉，鱼没叉
到却见一条红黑相间的大花蛇迎着
手电光窜将过来，潘猛的一叉过去，
正中大蛇。三人到运河边的我家把
蛇烹了，蛇皮就贴在教室内，把清晨
进教室的女生们个个吓得魂飞魄
散，当然我们也少不了一顿批评。学
校对面的石塔勒，有条不浅也不深
的小河，是我们这些半大不小的孩
子暑天嬉水的天堂。我时常在中午
带上盘生、国林、冠侯等一帮小同学
去玩会水，回教室后湿漉漉的泳裤
就晾在门窗扣上，犹如海轮上的万

国旗，班里也没人去告密。可有次河对
面瓜农告状到学校，说我们踩了他的
瓜。郭云芬老师找我谈话：“这里面你
最大，以后出事，唯你是问！”吓得我们
从此只好规规矩矩在教室里伏在桌上
午睡。

学校保留有一块农田及羊舍，食
堂用菜基本能自给。那时，王亚英老师
刚出校门，是我们班主任，除了上语文
课还得同我们一起下田种芹菜。教历
史的徐老师则已经年龄很大，一口四
川话，讲课倒很吸引人，以致有天晚上
我还做了个文成公主出嫁西藏的梦，
画面如电影般美丽。他还拿出收藏的
古钱币给我们看，刀币、布币、半两，都
整整齐齐地固定在盒子内。

除了劳动，课间我喜欢同永荣、庸
官等同学到河边田头玩。有次与永荣
在已平去一大半的坟中发现了许多东
西，那铜器上的斑驳让我们联想到徐
老师的铜币。于是赶紧打电话给市博
物馆，请来了骆振华馆长，他取走了完
整的青铜剑、青铜镜，同时给我们讲述
了有关文物知识，让我们知道这些青
铜器比文成公主要早出1000年呢！我
把剩下残缺不全的铜镜，还有一段铜
剑细心收藏了起来，没想到这起步于
五中的“藏”，竟藏了 60 年，近几十年
间常与文物打交道，收藏也一度成了
我退休后的“主业”。

1960年，我升入了高中部。教室门
前一片场地上，草儿青青，积水一片，如
同沼泽。大片青蛙聚集于此，多如蚊蝇，
我们称之为麻皮田鸡的泽蛙，叫起来

“之瓜，之瓜”的又烦人又难听，一只只
肥肥的，活得那么滋润。开学第一天，大
家拿着大大小的树枝，驱赶这批泽国的

“主人”。
以前散见于初中四个班级的学

生，现在成了高中同学，数我们老三班
人数最多，毕竟是郭老师的“嫡系”。为
了打翻身仗，学校把四个班的“精英”
留下，初三时人人表态考本校，尽管有
考取省中、一中、技校的，走了一部分，
但还是留下了很多，成了高中三个班
的中坚力量。铁中解散又来了一批高
质量的学生，再加上各初中校考入的
一部分，那届高中的生源还真不错。后
来因形势紧张有数十位同学应征入
伍，三个班缩成了两个班。邱书记、郭
教导等领导、老师呕心沥血的努力没
白费，五中 1963 年高考录取率达到
26%，也算是放了“卫星”。而且那届体
育也很好，在1963年市运动会上取得
了全市第二的好成绩。

在五中的 6 年，是我生命中成长
最快的6年。在以后的岁月中，无论在
何时何地，只要耳边响起那些当年的
校园音乐，那时的老师，那时的同学，
那时的校园，那时的情景，那时的纯
真，那时的青春岁月，就会浮现脑海。

“那时”总是那么美好。

青春之歌 / 周国澄

难忘五中的快乐时光

1964 年秋，学校开始招生。比我
大九岁的姐姐带我到唐王小学报名，
我见到了求学路上的第一位老师，也
是我的启蒙老师杭阿凤。从此，8 岁的
我，高高兴兴地背起了书包，那是母亲
用老蓝布缝制的。

在我幼小的心灵里，杭老师是那么
的和蔼可亲，又是那么的与众不同。她
不仅上课讲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平时也
是标准的普通话。她是一个从城里来的
姑娘，从来没有人见她穿过一件打补丁
的衣服，穿的每一件衣服都很清爽、时
髦，这在当时的教师队伍中并不多见。
她常常穿一双乌拉草解放鞋，那是远在
部队的恋人送给她的，走在铺满石板的
老街上，老远就听到清晰的“咔嚓”声。
她那崭新的鞋子，崭新的衣服，充满活
力。她那年轻而又漂亮的脸蛋出现在唐
王大街上时，与她擦肩而过的人，总要
回头多看上几眼。

在那缺衣少食的年代里，穿一双新鞋
都是奢侈品。许多人穿不起布鞋，就穿草
鞋，冬天用芦花打蒲鞋，既笨重又难看，好
在很暖和。一个隆冬的清晨，我在上学路
上，突然刮起了西北风，天空飘起了鹅毛
大雪。寒风像刀子一样，切割着皮肤。我拖
着一双没有后跟的鞋子，走三步落两步。
幸亏一位好心同路的大妈，把我带进学
校。教室外，大雪纷飞，寒风从门缝窗洞钻
进来，如狼似虎般向我扑来，一双小脚丫
冻得通红通红。我再也忍不住了，趴在桌
上“呜呜”地哭起来，同学们齐刷刷看着
我。老师和同学们都知道我胆子小，害怕

做不好作业要哭，害怕课文背诵不顺又要
哭，哪位同学说要打我，就更要哭了⋯⋯
可刚刚上课怎会又哭起来呢？杭老师笑眯
眯地走了过来，亲切而又不解地问：“刘智
永同学，怎么啦，是哪位同学欺负你了？还
是听不懂老师讲的课文？”我抬起头，眼泪
汪汪地看着老师说：“我冷，我的脚痛
⋯⋯”杭老师弯下身来，望着我那双不像
样的布鞋，脚趾露出了鞋洞，老师心疼地
摸了摸我那双冻得通红的小脚丫自言自
语：“可怜呀，孩子！”不等下课，杭老师就
从宿舍找来她的一双棉鞋。虽然很大，穿
在脚上空旷旷的，但我感觉很暖和。一个

星期后的一天早晨，杭老师从城里带来一
双新鞋子，送给了我。

我的杭老师，就是这么和蔼可亲，在她
眼里，每位学生都是她的小弟弟或小妹妹。
冬天，有的学生冻得鼻涕一拖老长，两条

“白龙戏水”，她就掏出雪白的小手帕擦净。
不过，杭老师也很凶，上课时，哪个学生调
头说话，只要被她发现，就立马奔过去，手
指头戳着他的额头，“你、你，站到黑板前
面，一节课！”哪个学生默写错了，错一罚
十，直到默写出来为止。杭老师经常家访，
有次到我家，父母一高兴竟慌乱了手脚，不
知如何是好。按照乡下风俗，要潽三个鸡
蛋，可家里只有一个，到隔壁人家又借了一
个。杭老师说什么也不肯吃，母亲用筷子把
鸡蛋夹破了，她只好吃下去。临走前，她悄
悄丢下了两毛钱。母亲说啥也不肯收，拉扯
了半天，她还是留下钱走了。

我的杭老师，比母亲更亲，她不但教
我文化，更使我懂得了怎样做人。

童年纪事 / 刘智永

杭 老 师

40 年前的军人过建军节，单调
而又丰厚。从 1977 年起，我在内蒙
古大草原边的军营里连续度过了 4
个建军节。

8 月，是内蒙古最好的季节，而
且又可以遇上放开肚子大吃一顿的
节日，无疑让我们特别向往。在部队
过建军节，最忙的是炊事班的战友，
这一天必须吃饺子，外加10个菜，并
且要集中聚餐，大家以班为单位，围
在桌子四边。这10个菜，有的是用脸
盆装的，足以让我们放开肚皮吃个开
心。为了做出10道菜，团部一般会提
前安排去石家庄统一拉回新鲜蔬菜
和荤腥食品，有猪肉、海鱼、鸡蛋、西
红杮、茄子、大白菜、土豆等等，然后，
再分配到各个连队。平时，我们的蔬
菜只有土豆、大白菜、包菜“老三样”，
荤菜唯有连队自己养的羊。我连的炊
事班长在我眼中是大神级的高手，他
常说：土豆丝、土豆片、油炸土豆块不
就是3个菜了吗？

主食饺子由每个班领回面粉与

馅，自己动手包。因此，
在北方部队里呆过几
年的兵，做饭特别是包
饺子不会有问题。

有一年建军节改
吃菜肉包子。全班战
士对于如此美食当然
不会放过，至少知道
晚上有包子吃时，大
伙从早上开始就连续
饿了两顿。炊事班平
时做玉米糕只要蒸 3
笼，这次包子一下蒸
了近 10 笼，像我这样
瘦弱的城市兵，一顿
就塞进了 10 只，还顺
了 2 只放在书包里，
留着带回寝室用火烤

着吃。胃撑大了，力气也慢慢变大，80
多斤的草能背上一口气走几里路。

更稀奇的是建军节那天还有水
果，每个班能分到半个西瓜、几只苹
果。这些水果也是从石家庄拉来的，我
们一年就吃这一回，大家自然把西瓜
的皮也啃得只剩下如纸片般薄薄的一
层了。就是这吃剩的瓜皮，丢弃后马上
就会被当地村民捡走，他们清洗一下
后，就成为孩子们最好的零食。

有一年为了筹备过节，我陪着炊
事班的老乡去镶黄旗买油盐酱醋。一
路上，坐在慢吞吞的驴车上，悠然自
得。四野无人，宁静而广阔，几十里地
得走上半天。在几乎没有路也不见人
的草原上，坐毛驴车是一种特别宁静
与充满遐想的体验。进了旗（县城），眼
中尽是花花绿绿的各种商品和蒙古族
人群，热闹的场景与平时单调而枯燥
的连队生活产生了强烈的对比，让我
大饱眼福。

一切忙碌与企盼，只为每年的这
一天。

——守备一师纪事（9）

军旅生涯 / 蒋建平

过建军节

炊事班帮厨 作者速写

父亲虽然逝去已有十个年头了，
但直至今日只要回到老家，喝的还是
父亲在世时做的酒，常武人家习惯叫

“做酒”，而很少文绉绉地称“酿”。酒自
然是特别地柔和滋润了，但心里却总
是酸溜溜的，总有一种伤悲感。

父亲当年在武进洛阳一带十里八
村是很有名气的。父亲名声在外，全凭
有一手过硬的做酒技术。

父亲一手过人的做酒技术活，是
解放前在我们洛阳街上一户本姓地主
家帮工时练就的。年轻时父亲膀粗腰
圆，身强力壮，样样活儿手到擒来，前
后三村都知道我父亲力大无比，这家
主人点名要我父亲去他家打工。东家
偶尔听说我父亲善酿，于是有了更大
的设想和打算，待我父亲也就格外好，
嘘寒问暖，时常酒肉款待。父亲开始顿
感受宠若惊，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那
地主通过吃茶朋友——我爷爷做我父

亲工作，甚至有一天晚饭后把我父亲留
下，茶水招待，并破天荒地喊声秦师傅，

“我有事与你商量，咱们斟酌一下，你会
做酒，我想开一个酒坊，请你专门为我做
酒，地里的活就不要你干了，而且工钱加
倍。”其实父亲心里早就有数，念及能帮
家里多赚点钱，且自己平时也喜欢这活
计，便欣然同意了。父亲在地主家一蹲就
是七八年，直到解放才离开。经过不断的
摸索积累，父亲的酿酒技术日臻完美，终
成远近闻名的做酒师傅。

解放后至上世纪60年代初期，父亲虽
然一直担任村干部，但做酒手艺一直也没

有放下，总是忙里偷闲出门替人家做酒，赚
点小钱贴补家用。在那个特殊年代，虽然面
临着无限上纲的“割资本主义尾巴”风险，
但是农村人依然难以割舍过年做点年酒的
传统习惯，所以总还有人偷偷上门来请父
亲做酒。天黑了，父亲就挑着做酒工具出
去，有时半夜回来，有时甚至天亮才回家，
白天还不耽误干活以及料理村里的事务。
父亲卸去村干部担子后，有了更多的时间
出去做酒赚外快。随着农家生活逐步富裕
和粮食市场放开，农村做酒行业愈加兴旺，
父亲常常忙得都应接不暇。

父亲行事认真，做酒更是从不马虎，

按部就班地严格执行自创的工艺流程，
还善于举一反三，不断提高。父亲的“售
后服务”也是有口皆碑，今天帮人家开
酿，隔天他总会抽时间上门询问一下，摸
一摸酒缸温度，闻一闻有没有酒香味溢
出，再关照一番注意事项等。

当做酒渐成不错的致富门路，上门拜
师者便络绎不绝，父亲在世时先后带了十
几个徒弟。我虽未传承衣钵，却因从小起
就耳濡目染，懂得些皮毛。在我看来，农村
做土酒的一套工艺流程中，最了得的是火
候。上锅蒸饭，一蒸桶百来斤米怎么知道
熟不熟呢？行家里手只要看蒸桶上冒的
气，就能判断饭是否熟了。如果蒸过头，饭
就糍了黏成团，淋水就淋不透了，会直接
影响出酒率，且到时酒必定浑浊不清。还
有用锡锅吊烧酒，上蒸烧开将要出酒时，
火候的大小都是有讲究的，掌握好了酒就
入口润厚，反之则燥口而且还可能涩嘴。
这就是技术与经验，父亲做到了。

乡村杂忆 / 秦永培

做酒师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