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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星

五年来， 我家的生活发生了翻天
覆地的变化， 与此同时， 那些深深融
合在人们记忆与生活中的“问候语”：
从过去的“你身体还好吗” “你儿子
上大学了吗” 等， 变成了现在的“你
儿子考研了吗” “你自驾游了吗”
“你电商了吗” 等。 这些口头禅的变
化， 从另外一个侧面真实见证了五年
来农村老百姓生活发生的巨大变化。

我的老家在偏远乡镇， 前些年生
活虽然不是很困难， 但老爸要赡养年
迈多病的父母， 还要供我上大学， 所
以只有留下妈妈在家里， 自己出去打
工挣钱。 一家大大小小五口人， 由于
经济紧张， 日子总没有轻松过。

2014年， 我大学毕业， 找了很多
工作觉得不满意。 亲戚朋友一见面就
问我爸： “你儿子找到工作了吗？” 让
他脑壳都大了。 正在一家人为此犯愁
的时候， 村主任来家里找到我爸说：
“现在国家有政策， 支持大学生创业，
你儿子又是学农业的， 我看可以试试
自己创业。” 村主任临走时留下话说，
如果我决定了， 村上一定尽全力给予
帮助。 我爸给我一做工作就通。 在村
上的帮助下， 我根据自己所学专业，
通过论证考察， 选择了当年栽种当年
挂果的山东槟榔核桃品种， 利用国家
政策扶持资金， 承包了村里两个合作
社的200亩荒坡， 第二年就有了收益。

“现在， 除了核桃， 我们还盖起

了几十亩的无公害大棚蔬菜。 开启了
电商， 不出家门就能把产品卖出去，
一年净收入至少有20多万元。 不仅装
修了农村的房子， 儿子在城里也买了
大房子， 买了小汽车， 结了婚， 节假
日一家人就去自驾游。” 一与人拉话，
我爸总是掩不住内心的激动， 说个不
停。 最让我开心的是， 老爸还玩起了
微信， 经常和远在省城读研究生的侄
女 “视频”， 每每这时， 他的脸上总
是充满了幸福和喜悦。

这五年来， 我们家的生活一天比
一天好， 吃饱吃好还讲究营养风味，
以前的高档食品早已进入寻常百姓家；
从城里的星级宾馆到乡镇上的特色餐
馆， 吃得欢畅、 豪迈， 家庭成员、 亲
朋好友下馆子去享受美食成了一件平
常事。 “你电商了吗？” “你自驾游了
吗？” 等等成为农村时下人们见面时的
问候语。

今年凉山地震， 我爸第一时间向
灾区捐了2万元， 还发动社里的10户种
养大户为灾区捐款捐物， 遇到熟悉不
熟悉的， 一见面就问“你捐了吗？” 在
我爸的倡议下， 同社的10名共产党员
还交纳了3000多元的“特殊党费”。 我
爸说： “国家日益强盛了， 我们富裕
起来了， 积累了一定的财富实力， 为
我们表达爱心善意提供了基础。 再说
我们老百姓的日子好过了， 钱袋子鼓
起来了， 能够为灾区人民出一份力、
献一份爱心， 也是我们对国家和社会
的一种感恩行动啊！”

问候语的变化

黄三丛

近五年来， 我家在吃饭这生活的第
一件大事上与时俱进， 从吃得饱、 吃得
好到吃得美的轨道上不断转型升级。

10年前， 我在改革开放30年纪念
活动中写过一篇短文： 20世纪70年代，
我看到 《参考消息》 上一则日本人富了
每餐只吃两小碗饭的报道， 压根儿不相
信。 因为我刚从饥饿线爬上温饱台阶，
每餐非饕餮四大碗不愿放碗。 30多年
后， 我们也富了， 竟然也斯文到只有一
两小碗的量， 美滋滋地庆幸实现了饭量
与国际接轨。

贫富差距与饭量大小的关系相辅相
成， 经济越拮据， 生产越不能发展， 无
买无卖， 十天半月吃不上一次肉类荤
腥， 肚子里油水少， 即使撑饱了也还想
吃； 手头有钱了， 鸡鸭鱼肉成了家常便
菜， 天天像过年， 餐餐不离肉， 肚子里
油漉漉的， 又有零食添补， 饭量自然就
减少， 成了常态。 随着日子一天天宽
裕， 舌尖上的审美需求提上议事日程。
过多摄入肉食， 容易造成脂肪过剩、 胆
固醇过高等负面影响， 人们开始注重、
提倡健康、 清淡的饮食， 主张“多吃青
菜少吃肉”。 这主张理论上站得住脚，
到了舌尖上有点行不通。 我就主张健康
饮食和享受美食双轨并行， 健身养生的
同时， 也别辜负了舌尖越来越强劲的审
美功能。

2013年， 我家买了新房， 今年又
添了辆越野车， 跻身中等收入家庭行
列。 我自2010年退休赋闲后， 就承担
起司厨大任。 开始， 我的餐饮观念滞
后， 摆上餐桌的三大碗、 四大盘虽也注
意荤素搭配， 可忽视了烹制技巧和口味
调剂， 结果招来孙辈毫不隐晦的皱眉吐
槽， 儿女们给留面子不便直说， 也能从
勉强凑合的神态中看出不满意来。 好在
我有自知之明， 决心改变现状， 让美好
生活的方方面面同步协调发展， 具体落
实在我的司厨工作上， 就是努力学习烹
调技艺， 把工作的重心转移到提高饮
食品位、 品味的层面上来。

我把决心付诸实施，
参师学艺， 辨菜品， 练刀
工， 配调料， 看火
候， 一步步到位 ，
渐渐有了长进。 每
当走进厨房系上围
裙就来了感觉， 操
刀掌勺， 烹炒勾兑，

得心应手， 陶然自乐。 我把一盘盘色香
味俱佳的菜肴端上餐桌， 看着家人们惬
意地品尝、 由衷的笑脸和不断地夸赞，
就忘了劳累， 一脸欣慰， 收获着满满的
成就感。

尤其值得浓墨重彩写上一笔的是，
近年来我投入大众创新的热潮， 借助
“互联网+” 的创新机制， 营造了餐桌
上的新气象， 打造着舌尖上审美工程坚
实平台。 2014年， 我鸟枪换炮， 把手
机从功能型晋升为智能型， 并学会了使
用。 我从互联网上下载了一个“下厨
房” 的软件， 让它成为我实施舌尖工程
的推手。 这款软件集众家之长， 推出一
系列菜谱 （含面点）， 详尽介绍所需食
材、 调料、 分量以及制作步骤， 图文并
茂， 颇具可操作性。 我收藏了一些经
典、 适用的菜谱， 时不时按图索骥， 在
餐桌上推出一份新的惊喜， 每一样都好
吃得让儿孙们停不住筷子。 若食材、 调
料不好找， 我就从网上一键买齐， 用微
信或支付宝支付， 方便快捷送货上门。
每仿制好一样满意的菜品， 我就把照片
传到网上， 和厨友们一起分享成功的喜
悦。

受厨友们启发， 我也试着研发新菜
品， 电饭煲叉烧肉就是我的得意之作。
我把用叉烧酱、 蚝油、 料酒等酱制冷藏
过的五花肉条放入电饭煲， 按快速煮饭
键烧煮， 跳闸后取出， 切成小块装盘。
端上餐桌， 孙子以为是从熟食店买来
的， 得知是爷爷的创意后， 连说比专卖
店的还好吃。 我原创的凉拌香菜胡萝卜
花生米成了我家的保留节目， 大家隔三
差五就催我做一盘。 我把原创作品上传
后， 产生了不小的轰动效应， 厨友们跟
帖、 点赞、 照着做的不少。

就这样， 健康饮食和享受美食双轨
并行的饮食模式成了我家新常态， “互
联网+” 助推舌尖上审美工程登上了新
台阶。 我在锅碗瓢盆交响曲中辨听出时
代的主旋律， 在菜品色香味诱人的氛围
中品察出了缤纷的幸福感。

武建谋

从事教育工作已经35个年头了，回想起
自己人生路上遇到的恩师，我的内心总会涌
起一种浓郁的感动。 我能在教育实践中做出
一点点成绩，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在长沙市
一中遇到的三位恩师：张维德、彭大斌、应易
书。 是他们在我的教育路上一路点灯，通浚
阻塞，让我的内心世界疏朗清明起来。

从浏阳到长沙 ：壬申之春 ，
幸遇伯乐

我与长沙市一中结缘，有幸成为这所学
校几位德高望重的老教师的学生，始于1992
年初春时节在浏阳城北中学举行的长沙市
物理学会教学研究公开课。

1982年我大学毕业，工作10年才得到一
次上市级公开课的机会，既紧张又激动。 准
备这堂课，我力求创新，引入了课堂激趣实
验和学生分组实验，颇似现在课堂的情境教
学和自主探究学习的结合。 来听课的有长沙
四大名校的物理教研组长和特级教师。 没想
到，我的公开课一开场就引起了听课老师们
的注意，看到他们有点惊喜的眼神之间和相
互点头，我心里踏实了许多。 下课铃一响，长
沙市一中应易书和彭大斌老师等就朝我走
过来，跟我握手表示祝贺，他们的眼神温暖、
谦和。

月余后一个大雨天，长沙市一中的张维
德和彭大斌老师来到浏阳我家里，问我是否
有意调往长沙市一中工作。 落座后，张维德
老师以机敏的眼神认真地听彭大斌老师与
我的谈话———他没听我的公开课，我想他是
通过观察我的言谈举止来形成一个判断。 彭
大斌老师脸上尽是喜悦和真诚，他看出我有
点小紧张，一边跟我说话一边逗着我一岁多
的儿子。

几十年了，我还清楚地记得，先生来时，
雨正酣；送他们下楼时，雨停了，云雾渐散，
天边一抹清亮，霁月光风。

张维德先生：一丝不苟，丝丝入心
1992年8月底，我调入了长沙市一中。 开

学典礼那天，学校给新来的老师发了一枚校
徽，我佩戴着校徽，看着操场边香樟上摩青
天，四千学子气象万千，真有“春风得意马蹄
疾，一日看遍长安花”的感觉。 我被安排到高
一担任两个班的物理教学。 我暗下决心，不
能给三位先生脸上抹黑。

当时，张维德老师五十出头，说起话来
满脸孩子般的笑意。 他的眼神给人的第一印
象是精力十分充沛，内心特别敞亮。 我一进
校他就主动找我，把自己多年来反复修改的
教案毫无保留地全都给了我。 那一刻我惊呆
了，我从没看到过这么完整和书写这么规范
的手工教案。 隽秀整洁的字体，规范整齐的
格式，旁边满是用红笔精心写下的教学反思
和补充内容，中间还夹着蜡纸刻写誊印的发
黄的试卷，试卷上写满了学生的答题情况分
析和问题应对策略。 当时没电脑，试卷制作
都是把蜡纸放在钢板上用铁笔一笔一画刻
写出来的。 听先生上课，让我知道了什么是
严谨、规范。 他的粉笔字写得既快又好，一堂
课下来， 板书总是把黑板分成整齐的三块，
感觉每个物理图示的位置都经过了认真的
考虑， 连彩色粉笔色彩的选择都有讲究，板
书极富美感。

有时， 先生也会走进我的课堂听课，却
很客气地说是彼此学习。 听他评课，你会讶
异于他极致的细致与严谨。 他会指出你说的
某句话中有语法问题，会提到你板书中的错
别字和书写笔画顺序的错误，会发现你公式
书写中英文大、小写的失误。 经过他的听课
指导，青年教师很快会改掉许多粗枝大叶的
毛病。

三年后我顺利教完了一轮高中常规课，

取得较好的教学效果。 当时先生已是学校主
管竞赛的副校长，他鼓励我接任物理竞赛指
导教学。 竞赛教学对教师的专业要求较高，
为此我犹豫过，他鼓励我，并告诉我第一年
的基础竞赛课程全由他上，我只需随堂听课
学习，辅助他做考试巩固工作，给我充分的
时间钻研第二年的提升课程。 他果真坚持了
一年基础竞赛课程教学。 更令我意想不到的
是，先生要财务室把上课的津贴都记到了我
的工资卡上，他担心我经济拮据，也不多解
释，生怕伤及我的自尊。

坐在教室后面， 望着讲台上着装简朴、
一身粉笔灰而勉力讲课的先生，我内心时常
涌动着感激和温暖。

就这样，又一个三年，我带的第一届竞
赛学生在全国中学生物理竞赛中取得了不
错的成绩， 有四名学生进入全国前十名，一
名学生获得全国第一名，并在后来的国际中
学生奥林匹克物理竞赛中获得金牌。

彭大斌先生：温和敦厚，良善真纯
彭大斌老师当时也是50岁，但他头发黝

黑，满面红光，目光炯炯，看起来也就四十出
头。 听说他和张维德老师一起分配到长沙市
一中时，一位年龄较大的老师拍着张维德老
师的肩膀说：“我们俩是旧社会过来的人，彭
老师可是在红旗下长大的，要多关照他啊。 ”
张维德老师现在常回忆起这个笑谈：“未必
我就长得那么苦大仇深？ ”

彭大斌老师在物理教研组是公认的大
好人。 他跟任何人打招呼总是满脸孩子般的
笑容，一边点头，上半身还谦卑地向前轻轻
鞠躬，跟他交往过的人无不由衷赞美他恬淡
冲融，真纯良善。 我认识他20多年的时间里，
仅有一次见过他生气的样子。

高中物理课中讲“纵波”有一个很重要
的演示仪，一位青年教师上课演示完后没按
要求做，损坏了仪器。 彭老师站在演示仪前
一声不吭，脸涨得通红。 我们因为从来没有
见过彭老师生气的样子，都怔住了。 站了很
久之后，他终于说出一句话来：“后面这节课
没演示实验怎么讲得清楚啊！ ”当时他内心
很着急， 声音却轻得像是说给他自己听，又
像在安慰那位青年老师。 从此以后，物理组
青年教师对物理器材都有了一份特别爱惜
的情感。

听彭老师的课是一种享受，氛围非常轻
松，但思维特别活泼，他常把一个看似简单
的问题逐步引向深入，让学生处在“山重水
复”的状态，之后通过一系列由浅入深的发
问，引领学生领悟“柳暗花明”的奇妙感受；
对回答问题有误的孩子， 他会格外用心，眼
神饱含关爱，言语注意分寸，耐心指出其错
误的原因，生怕伤及学生的自尊；对有创意
的学生，他会高兴得像个孩子，那神态会感
染到每一位学生， 让他们觉得特有成就感。
我常想， 彭老师的教育之道既传承了前人

“不愤不启，不悱不发”的传统，又创新了自
主学习、平等开放的新境界，应当好好发扬
光大。

每当我向彭老师请教时，有些问题他完
全可以直接告诉我解题思路，但他一般会先
问我是怎么想的， 引导我跟他一起探讨，肯
定我思路中合理的部分，让我觉得甚至我的
思考对他也很有启示； 待问题水落石出，他
常加重语气说：“对了！ 对了！ 就是你这个思
路！ ”我何尝不懂先生的用心啊。 那一刻温暖
和感动总交织在一起。 我的解题能力和自信
心就是在先生这样的呵护下逐渐长进起来
的。

彭老师的专业功底强，在湖南、全国很
有影响。 我们到外省参加物理教研活动，同
行总会提起一中的彭大斌老师。 听说当年在
浏阳一中参加高考，以他的考分是完全可以
录取北大、清华等名校，他最后却就读于湖
南师范学院。 张维德老师多次跟我说，彭老
师一直有当科学家的梦想。 我想，彭老师一

辈子从事教育工作，薪火传承，培养了一大
批优秀学子，有的早已成了国内外著名的科
学家，也是以另一种方式圆了他的科学家之
梦吧。

彭老师和张维德老师是湖南最早一批
学科竞赛指导教师，成为湖南乃至全国这个
领域的领军人物。 当时，竞赛指导老师指导
的学生能在国际学科竞赛中获得奖牌，个人
的声誉就会很快提升，职称等问题也将“一
路绿灯”。 学生要在国际上获奖，最关键也是
最难的是入选5人国家队。 各名牌大学只要
学生愿意选择他们学校，入选国家队时同等
情况会给予优先。 有一年，某大学希望彭老
师做工作让学生选择他们学校，并许诺优先
进国家队，彭老师当然很想这个学生入选国
家队，但他表示，不能为自己的名利得失考
虑，宁愿放弃进国家队的机会也要维护学生
的权利。 他对我说：“我不能去做学生的工
作，得尊重学生自己的选择。 ”

这件事让我内心很震撼，多年后我从事
校长工作，彭老师对学生的尊重，仍然对我
发挥着潜移默化的影响。 我提出“把每一个
学生放在心上”的办学理念，就与彭老师当
年种下的种子有关。

应易书先生：桃李不言，下自
成蹊

应易书老师个子不高， 但长得特别有
型。 他目光如炬，声若洪钟。 任何场合，只要
他在，一定是中心人物；任何事情，只要他
在，大家都觉得心有依靠。

我总认为应老师的个性中有着天生而
来的豁达和良善。 长沙市一中物理组是全校
乃至全市同学科中公认团结协作最好的学
科组。 人们盛传物理组有“四大金刚”。 俗话
说，一山不容二虎。 四强如何相容？ 论年龄、
资历和根基，应老师都是当仁不让的教研组
长，但他主动让贤；物理组一次又一次提工
资、评职称，他都谦让；我常听到他对同组老
师的由衷赞美； 作为时任市物理学会理事
长，他把年资比他低的彭老师立为“标杆”，
第一个评为特级教师。 大家都被他的坦荡襟
怀折服， 被他的高尚情操所感动。“四大金
刚”和谐相处，物理组整体强盛，一时成为学
界美谈。

应老师的动手能力特强，最拿手的是实
验创新设计。 一个看似简单的器材经他组合
和改进，总能灵光闪现。 他的每节物理课，都
尽可能通过实验展现现象和规律。 因此学生
都特别喜爱他的物理课。

我能调来长沙市一中工作，最重要的推
动者就是应老师。 他从浏阳听课回来，极力
向学校、物理组推荐我，并多次催促学校，才
有了张老师和彭老师的浏阳考察之行。 他总
是不遗余力地鼓励、提携青年教师，反复听
青年教师的课， 毫无保留地提出改进意见。
我1994年参加全国青年教师教学大赛，从课
题选择到教学设计，从实验创新到器材的摆
放位置，应老师都全程参与指导。

1996年应老师退休， 第二年他患上了尿
毒症，与病魔抗争了整整10个年头。他特别乐
观豁达的精神面貌和顽强的生命状态， 令我
既敬佩又疼惜。 2007年7月17日，应老师永远
离开了我们。 我是学物理的人， 不相信有来
生，我相信生命只有一次，一别便永远不可再
会。 遗体告别那天，看到应老师安详地躺在鲜
花丛中，想到从此人天暌隔，再无聆听教诲之
日了，我不禁泪如泉涌。 我多么希望人真的有
生生世世，来生还可以追随先生啊！

百年一中的脊梁：时光荏苒，
桃花依旧

从我进入长沙市一中的第一天起，三位
恩师对我奖掖有加，也同样关爱着物理组的
每一位青年教师。“平生不解藏人善，到处逢
人说项斯”， 他们正是这样的人。 这些恩师
德、才、情、趣皆具，于我来说是高山仰止。 正
是一批又一批像他们一样的一中人，成为了
百年一中的脊梁，成为百年一中发展史上的
座座丰碑。 这于一中来说，是多么宝贵的精
神财富啊！

鲁迅先生说：人生得一知己足矣。 而我，
何其有幸，在我的教育路上能同时遇到三位
知己和恩师，他们爱我诲我，教我帮我，这真
是上天赐予我的福报啊。 我来到一中，一直
和三位恩师一起住在一中家属院子里。 陶渊
明诗云：“闻多素心人，乐与数晨夕。 ”前些年
应老师与我们永别了。 今年张老师乔迁，搬
到了很远的新居。 走在熟悉的院落，目睹物
是人非，多少有点荒寒、凄清的伤感。 不过，
我们四人在一中共事的点点滴滴，仿如夜空
中的繁星，每每忆起，总在我的眼前闪耀着
熠熠光辉，时时温暖着我的心。

感恩恩师。
（作者系长沙青竹湖湘一外国语

学校校长，物理特级教师，“全国教育
改革创新杰出校长”称号获得者。 ）

恩师如灯 ———怀念我的三位恩师

张维德老师、 彭大斌老师、 应易书老师夫妇、 骆宏弟教授和作者
（从左至右） 1999年摄于长沙市一中。 （资料照片） 通讯员 摄

舌尖上的审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