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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园手记
朱 灿

!"#$年夏天!作者开始在乐山与
内江"自贡交界的名为竹园的小镇上!

给一群十来岁的孩子上课! 并记录下
的这些日常的细碎和溪水一样潺潺流
淌着的情感# $我们经历的一切!都化
成了我们的生命% 我们也随着风吹水
流!化成蹊径上行人的生命# &

一

第一天没讲课! 想认识他们"通过对

语文的学习和感受! 六年级的"已经上了

五年语文!初一的"上了六年!时间其实很

快'快到你只有期望! 希望他们的回答"会

让我觉得他们的老师没有让他们白过! 但

我后来才知道"不该有太多这样的期望!

问他们对语文学习的态度" 绝大部分

是不喜欢的! 究其原因"一是讲课无聊"一

是曾经的老师经常带着情绪来上课! 其实"

无聊就会闹情绪! 无聊"孩子们还可以不喜

欢" 情绪" 对他们却可以带来最直接的伤

害! 那个活泼的男生就是如此吧! 听他讲"

读外国语小学"时常被老师体罚"经常站到

最后面去! 无怪乎一来就挑最后一排"最角

落的位置! 他已经自我默认了自己是所有

遇见没遇见的老师眼中最不听话的学生"

这样的学生该坐在最后#$$这是成人的游

戏法则%他才十二岁!他的小动作一直在进

行自我提醒与提醒他人$$$不听话的学生

也是学生"他们一直都在!

他的老师多次打他"他讨厌语文! 我问

他喜欢哪一门"他说数学! 除了能在情感上

做一部分回击$$$讨厌"他还能做什么&

他的成长和学习一直被老师通过巴

掌和嘴皮打断% 他习惯了被打断"自然也

熟稔于打断别人% 这或者就是'他特别活

泼(的原因所在吧% 他也同样在用吃零食)

说话的方式反抗乃至对抗着'打断(% 那些

教了他这么多年"也骂了这么多年的老师

们"一点察觉都没有& 罚站)辱骂)到最后

一排陪垃圾堆"这样的以大欺小"倚强凌

弱"难道不是一种卑鄙的快感吗&

他吃零食)说话的'活泼 ("连他自己

都认为是在违反纪律" 不尊重老师同学%

可是尊重不该是判断)是目的% 尊重应该

是过程"是手段"是自我克服"自我完善的

过程"是自我教育"自我成长的手段% 除了

告诉他'太不尊重**太不尊重**("没

人教他怎么尊重%

二

今天来了两个新同学"照例让她们聊

聊几年语文学习的感受% 一个同学说有

趣% 自然免不了有很多同学起哄###'语

文课竟然有趣+ (可就是因为她觉得有趣"

所以坚持了七年###对于语文的喜爱,她

初二"重新补习初一语文-% 让一位起哄的

同学聊聊什么东西是他坚持特别久的% 打

游戏"他说% 每天两小时"六年%

让刘佳豪帮忙计算了一下% 他今年十

二岁"目前过了 ()*(!) 个小时 "六年间 "

他打游戏用掉了 +,$) 个小时" 除开打游

戏的时间"有 ())&+) 个小时% 计算当然有

些模糊"但至少有一个大致的轮廓"他看

着黑板上的数字"忘了起哄%

三

刘佳豪让我不确信自己真的能为他

做点什么"越发不确信% 他挺不容易的%

今天上课问了那两个从初二转来的

女生" 我这样讲到底对她们有没有助益%

所谓'我这样讲("即是我的老师曾经讲课

一样"一句一句读"一字一字讲"看到每一

句每一字背后的'人("读出他们的喜怒哀

乐% 她们是初二了"学过的"我读完一句"

她们就知道表达了作者什么样的情感态

度"她们用自己的笔记和听课记忆取消了

我所想作的启发" 更取消了自己的思考%

可我如何将课堂进行下去"如何在刘佳豪

和他的同伴起哄的情况下" 继续下去"她

们则未必了解%学诗"功夫在诗外%可诗外

的学习"在很多人那儿"算是诗吗& 我向她

们解释自己的做法"可能还要向负责人解

释% 到最后"自己也会烦和腻%

问他们最多的"是'为什么(% 为什么

这"为什么那% 只是希望"他们能够慢慢地

明白"明白自己的喜怒哀乐"是为什么% 这

也是文"是诗"是学习"更是生活%

四

今天"讲完了莫怀戚的.散步/! 让他

们谈谈自己喜欢或不喜欢的人物"自然还

是毫无结果! 上课"刘佳豪又'活泼(了 "

对他发了一次火"他静了一阵"又好了! 我

做错了"其实他今天表现得很不错了!

昨晚散步回来"遇见他和同伴们在玩

滑板! 他主动告诉我"他们玩滑板是为了

装帅! 他上课总是戴着鸭舌帽"舌头在后

脑勺! 见他戴着鸭舌帽滑滑板"'能看看你

的发型吗& (我问! 他歪着头"对我摘下了

帽子! '发型很帅啊"戴着帽子多热! (我

说! 白白净净"瘦小"长得确实可爱"连上

课不喜欢他的老师都承认这一点! 这一点

很明显"不需要用脑子! 今天上课"他只带

来了帅气的发型! 他是愿意改变的"只要

你愿意给他点耐心)时间和机会!

今天下午最后一节是英语课" 蔡宇凡

惹英语老师生气了! 上英语课 " 老师教

'-./01.2("他念作了'踢雀儿(,雀儿在四川

方言中"暗指男性生殖器-! 下完课"找他们

聊天"问到这个英语单词"听他们笑! '笑什

么& 你们没有见过生殖器& (重新教了一下

那个淘气的小男孩"念了六次"他没笑!

这样的问题" 最好的方式只能是揭

穿! 不揭穿"这些本不阴暗的东西"也会在

他们的心里)彼此的交流中"慢慢滋生出

污秽来! 拿到太阳底下晒晒"什么霉菌都

会慢慢消失! 孩子的心事尤其如此!

五

周末"给他们布置了一篇作文 "写写

自己最讨厌的老师"理由要表达清楚!

一些孩子觉得自己没有讨厌的老师!

一些孩子讨厌老师"讨厌的是他们上课啰

嗦! 他们听惯了说教"只是讨厌成人啰嗦

而已! 我们为什么就那么啰嗦呢& 可能是

我们根本不理解他们"我们很难进入他们

的世界"与他们进行有效的交流! 我们总

是说 '这孩子**"那孩子**("说的并

不是他们! 我们只是用更多的话"剥夺他

们的表达! 用教授者的身份"打断他们表

达的愿望! 通过老师的位置"要求他们'尊

重($$$对威权的尊重!

喜欢戴面具的那个孩子"在作文里写

道0'他上课是听了课的" 没有做笔记"但

老师突然扯到不要学习外面的人 " 整天

**(看到他的作文"才明白自己对他是

有着误会的!

有个孩子讨厌以前学校的英语老师"

因为上课的内容要是背不下来"就会被打

手$$$背不下来"跟手有什么关系& 有的

孩子讨厌英语老师"因为'讲课的时候"讲

得特别大声"而且还要喷口水"几乎每说

一句话都能喷好几滴"可吓人了"我跟你

讲"所以你要用纸的时候"找第一排的同

学借"他们肯定有"不然怎么擦一脸的口

水不是& (有的孩子讨厌被点名回答问题0

'就像是这一位老师有一把枪"不打别人"

光打我一样! (

他们有个共同点0不喜欢被不公平对

待! 他们讨厌老师因为喜欢其他年级而不

在乎自己班"讨厌老师误解自己"讨厌老

师带着情绪来上课**这些东西"都是一

个老师极易染上且挥之不去的病症!

我们极容易带着病症去上课"再把它

们传染给他们! 讲到史铁生 .秋天的怀

念/" 母亲说0'我那有病的儿子和我那未

成年的女儿**(史铁生是残疾人 "母亲

认为那是'有病(! 有病就该治"甚至是有

可能治好的"就像'未成年的女儿(会长大

成年一样! 母亲的视角"往往有她的智慧

所在! 那我们呢& 我们的那些病症往往让

自己变得残疾"心理上! 一个心理上残疾

的人"不够资格做老师!

六

我变了"变得喜欢生气了! 生他们的

气 "生他们不听话 )不完成作业 )上课说

话)乱动的气! 让他们不舒服"伤害他们"

而恰恰我又知道自己正在做这样的事"是

自己的无能"该生自己无能的气! 这样小

的机构里"又是一个偏远的小分部"自由

的空气终究多些"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按自

己的想法做"但自己能力终究有限!

同事们都有些不喜欢刘佳豪和他的

三个小伙伴"因为他们顽皮)打闹! 有一

天"他来问我"为什么我会觉得他在中学

会谈恋爱! 他问我"可不可以在我的课上

睡觉"问我可不可以抽烟**他第一次问

我那么多问题"我一一作答"他眼睛湿了!

他终究没有哭出来! 他开始不在课堂上吃

零食"开始不在课堂上戴帽子"开始减少

做让英语老师生气的事! 他在宿舍楼下叫

我" 给我放了一包娇子烟在办公桌下"说

是中华烟"然后发现他紧张兮兮地把一根

中华揉乱了塞进去!

我能为他做些什么呢 & 我还能做些

什么&

七

今天给初一的学生讲了一篇课文"文

章并不好"通过讲故事来完成说教而已! 看

了几遍课文"有点厌烦"上课倒把这种不耐

烦的情绪带到了课堂" 我已经开始犯这种

错误了!

刘佳豪的状态越来越差! 这不像是其

他'深得教育三昧(的人所说的'学生已经

摸清了你的脾气和底线(" 我觉得更应该

是"他们已经知道我们能力的上限"他们

下意识地想更好一点" 可惜老师无能为

力! 语文课还好一点"心思在外面"身体在

课堂! 英语和数学"基本上心思都在外面"

身体一会儿在课堂"一会儿在外面!

为他们读了刘亮程的 .寒风吹彻/"我

没怎么讲! 他们特别在意这个作家是不是

还活着&是不是他父亲对他不好&他的腿真

的坏掉了吗& 他们害怕受伤害"那么害怕!

八

因为昨天自己的情绪"给班上孩子道

了歉! 他们很容易地就原谅我了! 我再犯

错的欲望一下就起来了!

蔡宇凡今天没来上课"袁高迪说他得

了禽流感! 自我调侃和相互调侃"让他们

彼此解乏和解闷"做得得心应手"因为乏

和闷总是源源不绝! 正在上课时"楼顶漏

水"成了这节课最吸引他们的事了"一片

开心的惊呼! 课间"我在墙角抽烟"正闷在

'怎么办(里"袁高迪跑过来说0'老师" 抽

烟不道德! (我还没笑完"他倒跑远了!

下课"同事们在办公室讨论一些天才

儿童 "上课不听 "下课使劲玩 "考得特别

好! 谈论时"他们的眼中有着上课时孩子

们'开心地惊呼(的眼神! 听了一会儿"只

好到外面去'不道德(!

九

天热"同学和老师都有点晕!

给他们读了张新颖.沧溟何辽阔"龙性

岂易驯$$$琐记贾植芳先生/一文! 他们才

十一二岁"还小"离这些人事还远"这些东

西都很大"他们不适应$$$情理之中! 我还

能做些什么& 强迫他们别闹& 做作业& 竹园

镇太小"世界很大"日子还长! 我们见得太

少"是一件值得自我哀怜的事!

'在贾先生的日记里"我看到这样一

段话01下午**和他谈了我们这一代知

识分子的人生追求和生活道路"作为他们

青年一代的历史参照2,一九九〇年十二

月二十六日-(% 我的人生追求)生活道路

是什么呢& 我没有什么可供给他们作为历

史参照的%

十

今天收到高一同学的作文"题目叫.值

得被记住的 *+""秒/"摘抄一段"如下0

'才来了不足一个月"但我知道还有 &

天我就会失去那一个月的每分每秒% 但思

而后想这一个月我也拿捏了不少知识和

技巧"人们总说先入为主"我的高中生涯

是被一群具有梦想的年轻人打开的% (

我在作文后写道0'谢谢你"谢谢你的

1打开2"谢谢你的1年轻人2"谢谢你的1有

梦想2% (

给她的另外两位科任老师看了% 她们

看完"在讨论'有梦想('年轻人(% 我听着"

似乎更像是在讨论'年轻人(% 我想着'打

开("更想着'有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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