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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忆汤镇老师
■ 吴承森

屐痕处处屐痕处处

家乡的油菜花
■ 潘家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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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辜负了阳光

奉贤教育界一代宗师汤镇老师
于 2018 年 1 月 29 日上午 8 时 45 分
不幸与世长辞，享年97岁。噩耗传
来，老师和同学们无比震惊，十分痛
惜。这是奉贤教育界的重大损失。

汤镇老师于1922年1月出生在
江苏泰兴。他先后在安徽、上海、江
苏海门等地读书、经商。抗战期间
曾在盐城抗大第五分校政治队学
习。在党的教育培养下，结合自己
坎坷的经历，深切感受到贫穷落后
要挨打，愚昧无知受欺凌的道理，从
此树立起教育救国的思想。1952
年10月至1983年8月，他在奉贤第
二初级中学（县中的前身）和奉贤中
学任副教导主任和教导主任。1983
年 10 月至 1987 年 3 月在上海电视
大学奉贤分校任副校长和专职教
师。1987年退休。

汤镇老师是奉贤教育界的元
老，是奉贤中学和奉贤电大的主要
创始人之一。鉴于他经历多、资历
深、对党忠、口碑好，人脉广，在广大
教职工中享有崇高威望，广大学生
和家长对他赞誉有加，为此他先后
担任奉贤县第一、二、三、四、五、六、
七届人民代表和政协第一、二、三、
四、五届委员和第四、五两届常委，
第五届文史委员会主任。

汤老师在奉贤中学担任教导主
任长达31年。先后有七位校长，他
是七朝元老，被同事们称为“好管
家”。

在师资的配备方面，他广罗良
师，多方奔走，不遗余力。师资力量
大大增强，教导副主任有陈祖虞，总
务主任吴洁，以后由沈桂馥接任。

从 1960 年起师资配备可与不
少市重点学校媲美。其中奚定华在
高考中数、理、化得高分，后任高考
命题老师和高评委和县人大副主
任。他后来任奉贤中学校长，与蒋辉
蘽校长一起，先后把1969年调出的
老师们一一调回奉贤中学。张大文
著书达千万字任两所大学兼职教
授，他在东南亚国家讲学，受到广泛
赞誉，称“张氏教学律”。周道生是美
国飞虎队的翻译，方明是大学电台
播音员。吕栋樑、胡兰英、陶融是奉
贤篮球县代表。柯一飞的钢锯、徐海
棠的男高音，吕栋樑的京剧，夏炎光
的书法，已达到炉火纯青，出神入化
的境界。此时的县中真可谓是人才
济济，被称为奉贤的“最高学府”。

1960年被定为上海市重点中学。
寄宿生起床先是早锻炼。记得

冬季我和柯、胡等体育老师轮流组
织带领学生长跑，班主任和一些任
课老师也一起参加，清晨的阳光把
校园照耀得一片金黄，教室里书声
琅琅。有时传来方明老师抑扬顿挫
的朗诵声，“转轴拨弦三两声，未成
曲调先有情”，有时传来张毓滇用俄
语唱的“莫斯科郊外的晚上”。汤老
师则到教室外巡视、如同将军下连
队、不怒自威。

我与汤老师同事 9 年，有一件
事记忆犹新，终生难忘。1960 年
秋，开学前夕，汤教导找我谈话，说
要安排我到体育组去上初二年级六
个班级的体育课。我大吃一惊！我
学的是地理专业，而且成绩优秀，为
什么要教体育？他微笑着亲切地以
商量的口吻说道：“高中地理已被砍
掉，教师名额已满，唯缺一个体育老
师。我看你喜欢打篮球，是地理科
的代表队员，又是体育委员，我相信
你一定能够胜任。”如此推心置腹的
谈话，一点没有命令的语气，我作为

一个共青团员还有什么理由推辞
呢？以后汤老师送我到上海体院函
授系去进修，并获得了本科文凭，

汤镇老师几乎每天晚上都要到
办公室值班。他似乎有读不完的材
料，写不完的记录，填不完的表格。
奉贤中学校史室的很多资料，都是
由他提供的。尤其是在 90 周年校
庆中出版的《温馨岁月》中“历届奉
贤中学教工名录”和“历届校友名
录”绝大部分是汤老师亲手写就，并
经多方核实求证。为此被称为奉贤
中学校史的“活字典”。

汤镇老师退而不休，他主动请
缨，为解放二居每月作一次时政讲
座，从80岁持续到90岁。

他92岁高龄，编撰了一本名为
《俚语采撷》的书。他晚年生活幸福
安康，有时吹吹口琴，哼哼歌曲，练
练书法，对收藏也情有独钟，自得其
乐。他在90岁所写的书法庄重、敦
厚、刚劲有力，字如其人：“从来七十
古来稀，吾今已步耋寿年，生逢盛世
多欢乐，国强民富家和谐，人活百岁
不是梦，儿孙满堂盼期颐”。

沈立新老师的散文集《青菜白菜》语言
平淡质朴，写民俗，忆旧闻，寄乡情，讲故
事。平平常常的生活细节在他的笔端信手
拈来，不事雕琢，流露出的满是对生活的深
情挚爱。读他的散文有如聆听一位性情和
蔼、见识广博的老者谈话，话语虽平常，却
饶有趣味，我尤其喜爱《青菜》一文。

我原本以为青菜籽是要匀称地播撒在
泥土里，其实只要轻轻地敲打菜籽壳，青菜
籽便纷纷落下来，就算是种在泥土里了。
我在想象作者这一阵敲打菜籽壳的样子，
是何等地轻松愉悦，说不定嘴里还会哼着
小曲，仿佛种下的不是菜籽，而是母亲的叮
嘱。我似乎忘记了乡下农活可不止是乐
趣，在此之前，三姐又是锄草翻地，又是敲
泥削土，真可谓粒粒皆辛苦。

几天后，幼苗长出来了，三姐兴致勃勃
地去观看她的劳动成果，可曾想到三姐落
的是萝卜籽，唯独母亲落下的是青菜籽。
青菜籽刚长出来的时候，就像一个个圆圆

的小脑袋探头探脑，煞是可爱。
没几天，菜秧长大了，需要拔下来另外

栽种。拔菜秧，可不是力气活，先要把菜秧
浇湿，轻轻一拔，连根带起，竟损不得根
须。然后便是浇水，要慢，而且要轻轻地浇
在菜秧的根部，否则会把新种的菜秧冲
掉。这是何等的小心翼翼和怜爱，似乎让
我看到了朱自清双手掬起梅雨潭的绿，然
后轻轻地唤作女儿绿。

到了秋天，青菜成熟了，然而此时的青
菜好看，却不好吃，苦涩且土腥气。等到入
冬，经历过霜雪的青菜，叫做冰雪菜，名字
好听，味道也好，甜中带有清冽之味。我在
想，如果把此时的青菜放进滚水里一焯，撒
上一小勺盐，虽清淡寡味，却也是原汁原
味，不失真，不走偏，这便是青菜的味道。

青菜的味道，恰如成长的味道。化蛹
成蝶，总是令人羡慕，但为之付出的代价却
是难以想象的。只有经历过筋疲力竭的奋
斗，才能破茧而出，成为美丽的蝴蝶，就像

破土而出的青菜幼苗，需要一股持之以恒
的韧劲、勇敢，还有等待。人的成长大抵也
是如此。在挣扎的岁月里细细品味，有如
秋后的青菜，味道苦涩，还带着点土腥气。

青菜的味道，恰如亲情的味道。月在
中天，清清朗朗的月光，带着家人密密的嘱
托，映在游子的心上。无论走到哪里，那月
亮即便是坐在城市的楼顶上，还是靠在乡
村的谷堆里，留下的总是那一股岁月冲不
走的亲情。在忙碌的岁月里细细品味，有
如历经霜雪后的青菜，味道香甜也温馨。

青菜的味道，恰如人生的味道。在不
断的苦苦追寻中，经历了沧桑和浮华，看尽
了春花和秋月，才明白人生如草木，一岁一
枯荣，也才能泰然自若，回归原味。在杂陈
的岁月里细细品味，有如滚水里焯过的青
菜，清淡寡味，真正应了苏轼的那句：人间
有味是清欢。

我喜爱青菜的味道，内心温暖、满足、
幸福，也会活出自己的味道。

家乡的仲春，河坡早已被青草
染绿。行走在乡间的阡陌上，一片
片金灿灿的油菜花，黄花如海，一
望无际。春风吹过，一股淡淡的清
香扑鼻而来，轻轻地闭上眼睛，深
呼吸，脑海中那一丛丛黄色的油菜
花，铺天盖地地漫过我记忆的堤
岸。

老家东面有条河，静谧的河面
上倒映着菜花金黄的倩影，泛着绿
色的光芒，是那么的纯粹，那么的
妖艳，仿佛孕育了千年的妩媚，在
期待中款款绽开，菜花始终摇摆着
诗意，扑朔迷离。如此多情的油菜
花，宛如水乡的船娘，展开美丽的
笑颜，倾注满腹的柔情，尽善尽美
展现江南水乡的美丽。

每逢阳春三月油菜花开的季
节，是我童年最欢畅的日子。上学
放学，我沿着乡间小道，穿梭在成
片成片的油菜花间。去油菜花丛
中捉蝴蝶是最有趣的事情，灵巧的
蝴蝶像一只七彩的精灵，扇动着薄
如蝉翼的翅膀，在油菜花间上下飞
舞，一不留神飞入花丛深处，眨眼
间就不见了踪影。有好多次，我忙
着追逐蝴蝶，不小心被脚下小砖块
绊倒，爬起来擦擦汗，顾不上拍掉
身上的泥土，就继续追逐它们。有
时也会脱去上衣，一边奔跑一边拍
打蝴蝶。闯落一地晶莹的露珠，沾
满一身淡黄色幽香的花粉，总算小
心翼翼地抓住了蝴蝶那漂亮的翅
膀，便高兴地叫喊着在油菜花间来
回穿梭，感觉自己是世间最幸福的
人。

总会在那个季节，我叔叔把整
箱整箱的蜜蜂运进来，摆放在田
埂边、河滩边，或自家住宅的场
地上。蜜蜂从木箱里的小孔钻出
来，飞向花海，或盘旋或停驻，
在油菜花里授粉采蜜。五颜六色
的蝴蝶，不甘落伍，在金黄色的
舞台上翩翩起舞。看着在风中起
伏的油菜花，千朵万朵，接踵摩
肩，拥挤着，欢笑着，好生热闹
气派。此刻，我真想变成一只蜜
蜂遨游于汪洋花海，采撷花儿的
灵气与精华。蜜蜂是幸福的，不
仅可以静静地享受点点花香，还
可以默默地酿造甜美的花蜜。我
不禁陷入沉思：只有辛勤劳作，
才能够拥有甜美幸福的生活！朝
阳镀金，油菜花又显出非凡的神
韵与气质。只须稍稍俯下身去，置
于那金黄的油菜地里，一股淡淡的
清香便会顺着发梢弥上心头。

油菜花开的季节，也是一年中
乡村最美丽的时候。油菜花是庄
稼，从来不尊贵，单是一花一朵也
不惊艳。但它们生机勃勃，遍地开
花，似大地在进行整齐划一的团体
操表演。这几年，乡下土地流转，
农户们种植油菜的也越来越少
了。而在奉贤区庄行镇每年三月
都要举办一次菜花节活动，去过的
人们就会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
觉。那一朵朵、一片片、一簇簇都
争着、抢着、挤着、挨着，以千娇百
媚的姿态竞相媲美，把乡村装点得
格外赏心悦目，孕育着一个个春天
的童话。

来和去应该都在路上，所以
莫辜负了阳光
我要去学荣生落寞的草木花卉
让路边那朵刚刚邂逅的温柔
在我的诗歌中疯狂成长
我要去学那隐于互生、交替的
昆虫物语
这样即便有一天我将离去
蝈蝈和蚯蚓仍会在我的诗歌中

吟唱
我要去学阡陌相错的交通法则
让那些擦肩而过成为一种
你看得到，却不溢言表的风景
当然这或者仅仅只是
一种沉疴的假象
但那道阳光确实存在
莫辜负了她，是如你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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