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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识一个地方，往往不是从景物，而是从人
开始。认识瑞安是从女孩子开始的。

出了瑞安高铁站就看见小雅，小小的脸，小小
的身量，除了眼睛大，处处娇小。小小的人儿却开
着一辆大车，彰显着他们这代人对现实的操控感。
她说，白色的大宝马是她刚买的婚车。这姑娘外
向，一上车就叽叽喳喳说个不停。她说：“瑞安有
很漂亮很漂亮的山，有多漂亮，反正看了才知道。
瑞安有飞云江，不太宽，但很长很长，源头在哪
呢？不知道。流入什么海？不知道。”说完自己就
云雀一般地脆笑。车外一声响动，她也是咿咿呀呀
地喊起来，不惊惧，也不烦躁，依然是一串悠扬。
和她在一起，心里脸上都时刻会堆满笑，她的欢乐
点燃人呢。

随后不久，车行至目的地，在一大群人里，一
眼就看见一个穿旗袍的女子，高个，肤白貌美。她
的丰腴姿态，让人想到嵌在历史光阴里的某个人
物，比如杨玉环。这样丰腴的美丽女子，让人再不
想去减肥。美总得有另外的样子，亦坚韧，亦沉
着，不疾不徐。瑞安的女子会穿戴，街上随便瞅见
一个，总觉得哪哪都得体。瑞安是我记忆之中女子
穿阔腿裙裤穿得最好看的地方，是那种麻料的质
地。比如，乳白的半短肥裤子，配墨绿的紧身小上
衣 （同样是棉麻布料），迎面走来，翩若惊鸿。瑞
安的女子好像个个爱穿高跟鞋，丰乳肥臀，细腰扭
得极好看。有人说，看一个城市的繁华，白天看女
装，晚上看灯光。灯光我没注意，女装是看了个
饱。瑞安的女子，从垂髫稚童，到花甲妇女，个个
经得起打量。

瑞安是浙江温州下辖的一个县级市，紧靠着温
州。瑞安人说，瑞安这座千年古城，自古就是温州
一带的文化中心。瑞安人说这话，端的不是夜郎自
大。那天我们看南戏 《琵琶记》，听着却分明是越
剧。这出戏的扮相和唱腔美到让人想大哭一场，好
久不曾这般感动。戏词自然是一句听不懂，单是听
腔调，已听得热浪一波一波地从腔子里往上翻涌。
南戏便起源于瑞安，是越剧的前身。

据史料记载，《琵琶记》 是瑞安人高明的倾世
之作。高明自号菜根道人，现在被誉为世界文化名
人。他既是戏剧大家，又精工诗、词、书法。他的
这部《琵琶记》被尊为“曲祖”“南剧之首”“百戏
之王”。

高明是元朝进士，曾为官数十载，官当得不
大，估计亦不十分得志。至于后人评述他“为官清
廉，不畏权势，敢忤上司，刚正不阿，经常与佞臣
对持不一……”由今观古，也未必尽是溢美之词。
总之他仕途不顺心，终至弃官。这一弃算是走对了
道路，从此世间少了一个籍籍无名、四处碰壁的小

官吏，多了一个戏剧大家。他在宁波瑞光堂隐居三
年，写下这部《琵琶记》。

《琵琶记》 讲述的是东汉名人蔡伯喈与妻子赵
五娘的故事。蔡伯喈被其父逼迫赴京应试。中状元
后，当朝牛丞相奉旨招他为婿。他辞婚、辞官均不
获准，被逼入赘相府。时家乡遭饥荒，赵五娘卖发
换粮侍奉公婆，后公婆气饿致死。五娘罗裙抱土筑
坟葬亲后，身背琵琶，靠一路卖唱上京寻夫，在廊
庙与丞相之女相会相知，最后夫妻终团圆，庐墓一
门受旌表。此剧以忠孝节义为核心的儒家理念创作
诗文，形成具有个性却又符合儒家“温柔敦厚”的
入世思想，也有“真乐在田园，何必当今公与侯”
的避世思想，体现了中国传统士大夫在儒道之间游
移徘徊的个性特征。

我在心兰书社静静地喝了一杯茶。与周遭古朴
沉潜的环境比起来，茶汤略显平淡了些，压不住这
厚重。这座小小的中西合璧的方形建筑竟是建于清
代，是中国第一家对外开放的公共图书馆。是第
一，不是之一。闻听此言，我很惊讶。刚才还想抱
怨茶水太淡了，立时肃然噤声。也难怪，这冲泡了
百年之久的汤水，香气理应淡雅平和，不露声色。

书社四门洞开，有几人静静地坐在桌前阅读。
自清代至今日，铁打的书院流水的读者，一代一代
的瑞安人在这里通过书本打探世界，然后走向四面
八方。

心兰书社是省级文保单位，在相距不远的一条
街道还有一座院落，玉海楼。玉海楼是浙江四大著
名藏书楼之一，国家级重点文保单位。古色古香的
玉海楼气派要比心兰书社大了许多，雕梁画栋，绿
荫蔽天。随行的人说，心兰书社是平民书院，是以
许启畴、金鸣昌为代表的十几个书生众筹资金盖房
置地，用土地经营收入维持书院的日常之需。而玉
海楼却出自大户人家，是清光绪年间太仆寺卿孙衣
言和其子孙诒让所建。孙氏父子因慕南宋王应麟博
览群书，遂以其巨著 《玉海》 为楼名，以示藏书

“若玉之珍贵，若海之浩瀚”。
玉海楼占地面积8000多平方米，置身于多人合

抱粗的千年古榕树旁，甚是庄严敦厚。它集藏书功
能、浙江民居特色和私家园林风范于一体，整组建
筑屋脊、瓦、门窗、地面、台基等极具地方特色，
尽显浙江官宦宅地风貌，蕴涵了厚重的历史文化。

无独有偶，心兰书社是中国第一家对外开放的
公共图书馆，位于玉海楼对面的利济医学堂则是中

国第一所采用欧美办学制度和方法创办的中医学
校。利济医学堂旧址被列为国家重点文保单位，现
辟为利济医学堂博物馆，是瑞安另一座具有独特历
史内涵的文化地标。瑞安还有中国木活字印刷术展
示馆，是活字印刷术起源于中国最好的实物证明。
2010年中国活字印刷术被列入“世界急需保护的非
物质文化遗产”。

行笔至此，我不禁惴惴然。浸染在四面八方厚
重的文化气息，已经压得我透不过气来了。瑞安的
文化遗产还有多少个第一？而且，说了这么半天，
我还不曾说起小雅提及的那些“很漂亮很漂亮的
山”和“很长很长”的飞云江。瑞安的风景，也确
实值得一说。瑞安有山，较之北方的山，它如灵秀
的南方女子，翠绿碧透。山中奇峰环绕，峡谷相
连，树木茂盛。瑞安更有水，有江面阔大的飞云
江。小雅不曾明白它的源头和归宿，我们也到底没
弄明白。但当我们看到美丽的飞云江在瑞安的城市
中心神态安详地迤逦穿过，还是被它摄人心魄的美
震撼了。

有人说，飞云江是瑞安的一件衣裳，我觉得它
更像瑞安衣裳上的一条玉带。有很多的文人墨客到
瑞安来，希望能把瑞安诉诸笔端，给瑞安添一件新
衣裳。是的，瑞安有多重面相，也需要更多的衣
裳。外面的人来了，只需量体裁衣，便可让瑞安美
丽加身，因为瑞安就这么充实饱满地立着，不需浓
墨重彩便可锦上添花。似乎全国各地每天都在制造
城市的文化景观，但很多地方的景观体质是虚弱
的，没有多少人气。人气的关键是人，然后才是
气。人得先立得住，才会有浩然之气。你不知道人
是什么样子，做出的衣裳肯定是迟疑的、试探的、
终归不合身的。瑞安是一位信心满满的老绅士，身
心舒泰地伫立在这里，你能看得清他的体貌，摸得
到他的前世今生，亘古千年，他依然健朗地活着，
处处让你欢喜让你感动。

离开瑞安，送行的司机是一个老实的瑞安小
伙。在路上，他认真地问我，你是郑州的，你们郑
州可有我们这个城市大？

对于他的问题，我差点笑岔了气。郑州毕竟是
个超千万人的省会呀！笑过之后，我却莫名地烦恼
沉重。郑州与瑞安比起来，体量自然要大很多倍。
可是我身为一个郑州人，当我穿过一环套一环的城
市道路走回家的时候，扪心自问，郑州可真有人家
那个城市大？

黑板是一座桥，是
一座架设在师生之间的
知识之桥。

作为一名教师，注
定 与 黑 板 有 着 不 解 之
缘。回首自己从教的 36
年，在见证黑板变迁的
过程中，深切地感受到
了改革开放给教育事业
带来的巨大变化。

1982 年 8 月 底 ， 我
怀着新奇憧憬的心情到
一所农村中学报到。在
当时这是一所“标配”
的乡村中学，校园面积
小、班额小、教职工宿
舍小。9 月 1 日清晨，我
早早地来到教室进行清扫。打开门，一股霉味扑面而来，老
鼠成群吱吱地挤进地洞，课桌桌面上泛着一层绿毛，每个墙
角都布满了蜘蛛网。清扫完教室后我提水擦洗黑板，那是一
块名副其实的“黑板”，几块木板拼在一起靠在 H 型木支架
上，可以随意搬动，但面积不大，教师一节课下来要擦好几
次才够用。

开学不久，我和学生们都伤痕累累：一者，砖瓦结构的
教室经过暑期雨季之后因太阳暴晒，屋顶上常常掉下毛剌子
虫，只要接触皮肤旋即引起肿痒。二者，那时睡的都是稻草
铺垫的木床，容易滋生虱子，我和学生们被虱子“亲热”之
后浑身疙瘩，身上都抓烂了。教室漏雨又漏风，窗户没有玻
璃，一到冬天老师和学生个个冻得瑟瑟发抖，只能买些尼龙薄
膜贴在上面挡风。

第一次走上讲台的情景我铭心刻骨。虽是师生，但我们
年龄相若。50 张笑脸，陌生而又熟悉。一提问，一只只手

“唰”地举起，明亮的眼珠转动着争相回答。面对一双双渴求
知识的眼睛，我觉得自己仿佛是一轮明月，心里“扑通扑
通”乱跳，生怕点不亮那一块块期盼亮光的地方。那一刻，
我明白了何谓师之神圣。因此，我努力备课，反复试讲，批
改作业，一丝不苟。我深入到学生中间，同他们打成一片，
谈天说地，讨论问题，唱歌、打球，建立起深厚的感情。

连续送走三届毕业生。1985年，省政府下发通知，中小
学应实现“校校无危房，班班有教室，人人有木制课桌凳”
的“一无两有”。接连几年，地方政府加大了对学校的投入，
各中小学砌起了围墙，铺了水泥地，树起了旗杆。教室里换
上了水泥黑板。这种黑板是用细砂和水泥均匀搅拌后刷在白
墙上，再涂以黑漆制成，较之木质黑板不易损坏，也更光
滑，方便老师写字。可黑板太光滑了也有弊端，写字时粉笔
经常会“吱吱”叫，分散同学们的注意力，而且坐在前几排
左右两边的同学常常因为黑板反光而看不清板书。

1993年，一种墨绿色的金属黑板替代了水泥黑板。墨绿
色的黑板，庄重大方，结实耐用，有利于保护学生的视力。
出示挂图时，只要将几个磁钉压在挂图四角，贴在黑板上，
再也不用手举着挂图了。时至今日，我还记得第一次使用金
属黑板写字所感到的快意，手感流畅，写字不滑，字迹清
晰漂亮。特别是画黑板画，表现力极强，人物风景栩栩如
生。使用这样的黑板，我觉得教书就是一种快乐，一种享
受。不过其时“以教代学”的教学方法饱受诟病，教师僭越
了教学本质规律，扮演权威的代言人，沦为教科书的附庸。

时隔不久，老师上课不再是靠一支粉笔打天下了。学校
拉回了一批市里配发的幻灯投影设备，黑板变成了白布 （投
影幕）。老师们课前把要讲的内容、演练的习题写在胶片上，
上课时通过投影仪投射到屏幕上，省时、干净又方便。

1997年冬季，“普九”验收，“最好的楼房是校舍”。我和
我的学生乔迁新校舍：一栋栋气派的楼房，宽阔的柏油路，
硬化的操场，学校成了当地的一道靓丽风景。与之同步的是

“以教带学”观念的推进，既强调教，又重视学，教学领先，
学归于教。

时光荏苒，岁月的指针走到2005年，学校配备了升降活
动黑板。整体由两块或四块长方形黑板组合而成，可以通过
运动系统上下移动，交叉使用，轻松、方便，而且增加了有
效使用空间，完整保留了整节课的教学重点。理科课堂解题
演示量大，这种黑板可以增加几倍演示书写量。世纪之交的
10年，是教学展示工具飞速发展的10年，教学观念和方法也
有很大改进，强调以教促学，变教为学。

2010 年，新教学楼落成，学校添置了多媒体教学设备，
老师们把制作好的课件储存在电脑、U 盘上。课件内容图文
并茂，有音有影，键盘一敲，远古的传说、未来的蓝图展现
荧屏；鼠标一点，风雨雷电、名山大川尽收眼底。

2013年，多媒体教学设备升级成液晶触摸式一体机，黑
板的面积缩小了一半，老师可以用手指直接在液晶屏上写板
书，代替了传统的粉笔。在液晶触摸屏上的每一页板书都能
保存下来，复习时可以往前翻页，找之前写下的板书。人性
化的新型“黑板”，给老师和学生都带来了便利。老师上课可
以空着手去，打开电脑、投影仪，裤兜里掏出 U盘插上，手
拿遥控器和电子书写笔。无论在教室任何角落，一按遥控
器，电子白板上的课件页面自然跳转。想要书写、勾画重
点，用电子书写笔在白板上随意挥洒。课外辅导方式也悄然
变化了，学生在家里就可以给老师发邮件、微信，向老师请
教问题。

我工作的第一站有“三小”，今天我所在的学校亦有“三
小”：除了运动场，还建有小广场；除了图书馆，还专设师悦小
书房；除了名师报告厅，还另辟心理咨询小屋。这“学校三小”
作用可不小。小广场跳出了大健康，小书房读出了大天地，
小咨询屋讲出了大道理。

从17岁到如今，伴随着黑板从小到大、从黑到白、从幻
灯片到多媒体，我度过了自己的青春时光。我国的教育事业
也发生了超出我们想象的变化。基础教育实现了从“没学
上”到“有学上”再到“上好学”的跨越，黑板的变迁折射
出学生的读书环境和生活环境已经走向人性化、舒适化。丰
富多样的教育资源，让孩子们插上知识的翅膀，去探索世界
的奥秘，追求更美好的未来。

我家后院边，有好多片竹林，其中一片竹林边
上，有一棵高大的苦楝树。苦楝树粗壮的主干直直
地朝上生长，直到高过竹林，快两层楼那么高了，
才伸展开枝桠。那枝桠，几乎要探到小路对面的王
家的屋顶。每到春天，苦楝树开花，五瓣的紫色花
朵缀满枝头，细细密密的，蓬蓬勃勃的，轻微晃动
着，几乎遮没了叶子。

春天里大风吹，吹得竹林呜呜呜响，竹林俯
仰，枯叶满天飞。这不像是春天来了，倒像是冬天
回来了。但细细一看，纷飞的干枯竹叶里，夹杂着
一些小小的紫色花朵，旋转着，降落伞似的，悠悠
忽忽落下，细碎的星子般，铺满整个后院。

后院起初是泥地，后来变成水泥地。几年以
后，水泥地开裂，裂口处长出牛筋草和葎草。杂草
疯长，我们到后院少了。又过些时候，水泥地荡然
无存，又回复了泥地……不知道如此反复了多少
次。院墙也如此，起初是土坯墙，墙上有瓦。土墙
倾圮后，修了空心砖矮墙。不知多久，砖墙开裂，
裂缝处长出绿绿的臭灵丹 （翼齿六棱菊），眼看就
要倒伏。不记得多久以后，家里又修了新的院墙
……院子变化着，正如大风吹动季节的变动。

变动得厉害的，又何止我家这小小的后院？
和我家后院隔一条村道的，是王家的院子。竹

林和苦楝树都是他家的。
这一年，王家的大儿子结婚了，分家后，搬出

去另过。过两年，王家的小儿子结婚了。王家小儿
子虽比我大十多岁，但经常和我在一块儿玩耍。猛
地听说他要结婚了，总觉得什么变了。王家哥哥结

婚那晚，他家的客人陆陆续续走完了，我仍然待在
他家院子里，抬头看得到苦楝树后很大的月亮。风
吹得彤云飞驰，遮住月亮又露出月亮。后来，他们
注意到我了，王家哥哥带着新娘，一齐走到院子
里，问我怎么还不回家。

我是怎么说的？现在全然忘记了。只记得，当
时莫名地有些不舍。我隐约意识到，他从此要变成
大人了，不会再到后院找我玩耍了。

那个春天，我更注意那些飘飞的苦楝花了。风
一阵一阵吹，苦楝花旋转着，也一定飘到了他家的
院子里。生长在同一棵树上的花，此时，正飞向不
同的院子。

又过一两年，王家哥哥有了个女孩儿。我时常
看他抱着女儿，姿势别扭，在家门口走来走去，做
出鬼脸，凑到孩子脸上。

王家院子背阴，大清早的，王家爷爷到我家后
院烤太阳。我在他身边玩耍，他和我说过些什么
话，自然也是早忘记了。但我清楚地记得某一天早
上，他蹲在我家墙根下烤太阳，摸出个塑料袋，袋
里装着黄而发褐的烟丝。他耐心地用纸卷了一支
烟，用舌头舔一舔卷烟纸，将烟卷粘好。之后，从
裤兜里掏出一盒火柴，捻出一根，嚓啦，没擦着
火；又捻出一根，嚓啦，没擦着火；再捻出第三
根，嚓啦——小小的火苗突然涨大，呼地一声，整
盒火柴着了。他愣一下，手一抖，一个小小的火球
滚出去。几十根火柴一齐发出呼呼赫赫的声响，不
多时，火柴盒熄灭了，他仍呆呆的。

不久后，王家爷爷过世。王家奶奶病病歪歪，
却在丈夫死后活过好多个春秋。

我奶奶常到王家去，和王家奶奶聊天，笑声一
阵一阵从院墙那边传出。

两年后，王家添了个男孩。
作为两个孩子父亲的王家哥哥，不和我玩耍已

经好多年了。有时在路上遇到他，看他瘦得厉害，
不时狠狠地皱一皱眉，又狠狠地咧一咧嘴，不知对
谁，迅速地做了个鬼脸。

从我家后院望去，王家的院墙快塌了，大风一
吹，竹梢扫到他家屋顶，偶尔有瓦片噼里啪啦往下
掉，砸在院子里，啪啪作响。

听说王家已经和远方的亲戚谈妥，将房子和地
基一块儿卖了，他们在村外另寻地基，盖了一所新
房子，全家搬出去住了。

没住多久新房，王家奶奶过世了。
葬礼上，奶奶趴在她棺材边，大哭了一场。
一直听说，王家亲戚在旧城工作多年，退休后

要回来盖房的。说了好多年，总不见人回来。王家
的院子没人住了，院墙后的香椿树一年一年长高，
一年一年发芽，鲜嫩的叶子散发着奇异的芳香。忽
然的，王家亲戚就回来了，拆房不说，还要砍树。

这一年，我已经工作了。恰逢我回家过年，年
后没几天，他们动手了。按照节气，春天已然来
临，但苦楝树还没开花呢。忙碌的人们，不会等一
棵树开花。

我看到，苦楝树被砍倒了。枝桠一根一根断在
路边，那些还来不及开的花，不知道能开到什么地
方。竹林也整片被砍掉了，枯枝败叶填满旁边的小
水沟。

王家亲戚要盖的新房，是钢筋混凝土的。最近
七八年，村里盖的新房，几乎全是混凝土的。新房
就快盖好时，盖房的男主人病倒了。

我从未见过他，是听母亲说他的事。说他只是
略微有些不舒服，去县医院看了，又去市医院看
了，都说，回家吧。也就回家了。家里还瞒着，说
没事的，吃几副药就好了。盖房子的工人们，紧赶
慢赶，想要早些盖好房子。不想，只过得三五天，
男人病势沉重，再也瞒不过去了。男人反复对来看
他的人说，我不甘心啊，我不甘心啊。

一年后，我再次回到老家时，见到的是一幢新
的小楼，一道新的院墙。我随爸妈去串门，看到堂
屋供桌上放着相框，相框里的男人很陌生。

男人的妻子，看我朝屋里看，忍不住又要哭出
来的样子。

老太太有两个孙子，在院子里打闹。孩子们的
声音格外响亮，显出院子的空旷，似乎也显出院子
的崭新。院子的地面是光滑的水泥地。许多年前，
王家小儿子结婚那晚，我脚下所踩的应该是泥地
吧？我竟想不起来了。

我抬起头看。又是一年春天了，大风吹动，漫
天彤云飞驰。

这小小院子里这么多年的变化，是我曾经设想
得到的么？这院子的主人，想到过这些么？他们自
然会悬想未来的，会想什么时候结婚，什么时候生
子，什么时候盖房……可这些往往是作不得数的。
生死两件大事，皆是我们难以预想的。生死尚且未
卜，又怎能言及其他？时间恍如一场大风，吹得人
间万物凌乱不堪，又让它们循着各自的轨道前行。

我在小说里写过这样的大风。27 岁生日那晚，
我和朋友打完电话，心中忽动，在 3 个来小时内，
完成了一部短篇小说，叫做 《骤风》。这在我的写
作史上，是最为迅捷的一次了，恰如其题目，骤
风。两个孩子，一对母子，还有一个手捧鲜花的

“我”。“我”旁观了两个孩子和一对母子在一场骤
风中的相遇和分散，“我”初看置身于骤风之外，
其实置身在另一场骤风之中。这正如我站在苦楝树
下，旁观王家院子二三十年来的变迁。

一场又一场骤风，将我们从此刻吹向未来。我
们是如此的身不由己，如此地“不能念长久”。“我
不知道风，是在哪一个方向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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