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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慈母，为良师，为国士，中西合

璧，博古通今，山水幸得真墨客；

有莲心，有雅意，有诗情，寰宇行

吟，经天纬地，人杰还让叶先生。

2018 年，诗词大家叶嘉莹先生荣

获教育部评选的“最美教师”称号时，

甘肃省舟曲县第一中学语文教师赵菊

慧写下了这副对联。大学时偶然听了

叶嘉莹先生的诗词讲座后，赵菊慧便

将她奉为自己终身学习的楷模。她

说：“叶先生一生从教，笔耕不辍，她

的课语言隽永，思想深邃。从她身上

我真切体会到，原来当老师可以这么

高雅。如果能成为这样的老师，此生

无憾。”

据说，叶嘉莹先生不愿意被称为

才女，倒是很愿意接受一个有些古典

的称谓——穿裙子的先生。赵菊慧很

向往这种风度，作为一名贫困地区的

教师，虽然条件非常艰苦，但她仍然用

自己微薄的力量，在舟曲这块贫瘠而

美丽的田野上耕耘着，这块田野上的

小花小草也因她的耕耘而蓬勃向上、

明艳动人。

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
们，都和我有关

舟曲县位于四川、甘肃两省交界

地带，曾经是国家级深度贫困地区，多

次遭受地震、泥石流等自然灾害。毕

业于西北师范大学中文系的赵菊慧，

大学期间便立志做一名教师。在校学

习期间，她便尝试当辅导员讲课，放假

时还会加入支教队伍去小山村支教。

大学时代的多次支教经历使赵菊

慧开始思考教育的本质问题。在一次

支教反思中，她写下这样的话：“把孩

子真正当作孩子是教育者应该做的，

教育本就应该充满爱。希望下次支教

时，我可以尊重孩子的每一个想法，可

以满足孩子的每一个愿望……”

大学毕业后，学生期间的“种子”

开始发芽，赵菊慧毫不犹豫地来到舟

曲，成为舟曲县第一中学的一名语文

教师。曾经一个学生天真地问她：“老

师，你为什么不去大城市当老师呢？”

赵菊慧笑着回答：“舟曲的孩子也需要

老师教啊，教你们和教大城市的孩子

是一样的。”

在赵菊慧当老师的第一年，春季

学期刚开学，班里最贫困的小虎拿来

手掌大小的一块儿腊肉。小虎说：“是

我娘让给您的，已经煮熟了，您回去炒

着吃。”赵菊慧的眼眶有些湿润，她没

有推辞，收下了这份珍贵而特别的

礼物。

赵菊慧当然知道这块腊肉的意

义，也知道小虎有着怎样不幸的家庭

和命运：早逝的父亲，操劳且已近花甲

之年的母亲，在外务工供他上学且一

直未婚的二哥，小时候从核桃树上摔

下而有轻度的残疾……上学后，小虎

寄住在姐姐家，姐姐也在外打工，经济

条件很不好，所以小虎有时候连早点

都吃不上。刚参加工作的赵菊慧看在

眼里、疼在心里，经常把面包、点心拿

给小虎当早餐吃。

小虎没有辜负赵菊慧的期望，虽

然遭遇不幸，但他成了一个既懂事又

自强自立的孩子。作业永远写得工工

整整，每次进出办公室都要向赵菊慧

深深鞠躬。赵菊慧说：“这个孩子降生

在生活的深渊里，但他依然勤奋而努

力。面对这样的孩子，我怎么可以不

努力工作呢？”对孩子的可怜和关爱，

也成为对赵菊慧的鞭策和勉励。

贫困的生活让一些学生辍学了。

赵菊慧清楚地记得一个小女孩——小

芳，她从小被寄养在奶奶家里，上学后

才回到父母身边，与父母缺少感情基

础。小芳经常在周记里向赵菊慧倾

诉：自己很痛苦，觉得家里都是外人，

没人关心她，对生活也看不到希望。

赵菊慧一直鼓励她好好学习，用知识

改变命运，小芳也一度很努力地学

习。然而，家庭的因素还是让她辍学

了，赵菊慧多次联系到在外打工的小

芳，苦口婆心地劝导，但最终也没能改

变这个事实。直至今日谈起小芳，赵

菊慧仍然充满愧疚，总认为自己对她

关心不够。

后来，小芳的妹妹也来到赵菊慧

的班里，赵菊慧自然对她格外关心，在

学习和生活等方面无微不至，还经常

与她谈心交流，生怕她重蹈姐姐的覆

辙。在赵菊慧的关心下，小芳的妹妹

一直成长得健康而阳光，不但学习成

绩优秀，还积极参加各种社团活动，后

来在高考中取得优异成绩，考上了理

想的大学。

一个学生在日记里写道：“我很喜

欢我的语文老师，她对待我们总是那

么温柔。”温柔是赵菊慧最大的力量，

这股力量来自于她对学生真挚的爱以

及那份心中神圣的教育使命感。“舟曲

的许多学生家庭条件不好，与大城市

相比，这些孩子更需要细心的关爱。”

赵菊慧感慨，“我是一个老师，站在讲

台上就不敢放松，生怕辜负了孩子和

家长的期望”。

在赵菊慧看来，教育就意味着希

望，意味着远方的梦想和光明。尤其

对于舟曲这样一个贫困地区而言，教

育可以帮助千千万万的孩子改变命

运。“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

有关。”赵菊慧引用鲁迅的话来表达自

己的教育情结。

康河的柔波，是课堂翩
然流淌的旋律

爱美的赵菊慧，经常穿着旗袍上

课，旁征博引，气质优雅，她说：“爱美

是人的天性，小地方的孩子也不例外，

希望我可以带着他们一起发现美、寻

找美、欣赏美。”赵菊慧与学生一起作

诗填词，一起谱写曼妙的乐章，有时讲

到美好的文字，她真如鲁迅笔下博学

的先生一般，“微笑起来，而且将头仰

起，摇着”。学生都说：我们的老师是

位穿旗袍的“女先生”。

赵菊慧的课堂总是充满了美，翩

然飘动着诗一般的旋律。为了让学生

更好地理解《再别康桥》的意境，赵菊

慧专门买了一个蓝牙小音响，播放了

歌手李建翻唱的版本。“音乐和文字一

样，都是触动心灵的艺术。我就让他

们静静地聆听，从不同角度感受诗歌

之美，感受音乐与文字的相通之处。”

赵菊慧说道。她举着小音箱站在教室

中央，美好的乐曲如泉水般流淌而出，

如月光般倾泻而下，学生或闭目聆听，

或凝神静思，那一刻是如此美好。一

个学生在文章中写道：“我们仿佛被载

在一叶小舟上，随着徐志摩徜徉在康

河的柔波中，不知今夕何夕。”

经常作诗填词的赵菊慧，到了教

学古诗词环节更是得心应手。白居易

的《长恨歌》《琵琶行》都曾经被谱曲吟

唱。她在网上搜集资料时，发现了一

个感人至深的故事：86 岁的王之炀被

查出肝癌晚期，在病床上写下了《长恨

歌》的曲谱，老人的外孙女将曲谱发到

网上，希望有人可以为病重的外公重

新吟唱一曲《长恨歌》。赵菊慧将这个

故事讲给学生，希望他们能够珍惜学

习诗词的机会。赵菊慧和学生一起按

照王之炀老先生的吟唱曲调，将整首

《长恨歌》吟唱下来，他们都被唐玄宗

和杨贵妃的爱情故事打动了，那种缠

绵悱恻又荡气回肠的感觉，是靠单纯

的讲解、背诵无法体会的。

在赵菊慧的熏陶下，学生都知道

诗词是可以唱的。当赵菊慧唱罢《琵

琶行》一诗时，她的一个学生竟然说：

“老师，您唱得不是最好听的，杨荣菲

会唱更好听的版本。”杨荣菲是个学习

很好但有些腼腆的小女孩，在大家的

鼓励下，她鼓起勇气站起来，竟然把

《琵琶行》全文唱了下来。赵菊慧感慨

道：“全班学生都受到她的感染，当听

到‘莫辞更坐弹一曲，为君翻作琵琶

行’这几句时，大家不由自主地一起合

唱，被那种知音寥落的慨叹深深打动

了。”下课后的赵菊慧仍然难以平复心

绪，她写下一首绝句表达自己的心情：

“瑟瑟秋风寂，泠泠弦上吟。天涯逢此

夜，千载有余音。”

“课堂是遗憾的艺术，每次站上讲

台都会有新的感触，为了让自己的课

堂少点遗憾，我总是努力在课外下功

夫。”赵菊慧经常带着学生一起写散

文、写诗词，“我们尝试从创作者的心

态把文本解读清楚，让那些鉴赏术语

不仅是试卷上的正确答案，更能内化

为每个人的生命体验”。

听着雪花飘落的声音，
在翠峰山顶写诗

在 一 节 语 文 课 上 ，为 了 锻 炼 学

生遣词造句的能力，赵菊慧给他们

讲了明代才子解缙的巧对故事“门

对千竿竹；家藏万卷书”。据说，解

缙对门的财主因自家竹子被“借景”

而大为恼火，把竹子全部截短。赵

菊慧便让学生替解缙想办法，对联

应该怎样改。

学生兴致勃勃地讨论起来，最后

给出了他们商量的答案，改成“门对千

竿竹砍；家藏万卷书存”。赵菊慧继续

出题，如果财主把竹子全砍光了，这副

对联又应该怎样改？学生给出的答案

是“门对千竿竹无；家藏万卷书有”。

赵菊慧笑着说：“你们都是小才子，现

在来与解缙比比看。”原来，解缙第一

次把上下联各加一个字，变成“门对千

竿竹短；家藏万卷书长”，第二次又各

加一个字，变成“门对千竿竹短无；家

藏万卷书长有”。

学生笑了起来，仿佛自己都化身

为明代的解缙才子一般。

“老师，你教我们对对联吧”“我们

还要学诗词”！不知是谁先喊了一句，

接着全班学生都喊了起来。“

“通过诗词、对联这些精美的古典

文学，培养学生的文化素养、写作能

力、阅读兴趣、审美体验，这是我一直

想做的事情。”回想起学生殷切的场

景，赵菊慧说道，“但也有许多顾虑：会

不会影响他们的日常学习？对于中学

生来说是不是难度太大了一点？况且

舟曲一中有许多藏族学生，他们的汉

语基础比较薄弱，甚至有些家庭不会

用汉语交谈、写作，让他们学习诗词、

对联，真能行得通吗？”

赵菊慧还是决定试试，她一直认

为语文教学不能只关注知识摄取，更

重要的是在语言文化的环境中汲取

养分。她干脆把课堂搬到教室外，带

着学生找寻舟曲街廊、商铺、景区悬

挂的对联，分析其中的对仗和声律规

则。从《声律启蒙》《笠翁对韵》到简

短的五七言练习，学生的创作水平越

来越高，赵菊慧开始让学生尝试专题

创作。

谷雨前夕，赵菊慧让学生根据“谷

雨”这个节气创作一副简短对联，这是

他们第一次进行完整创作。“原本有些

担心他们不知怎样下笔，但是前阶段

的积淀起了作用，他们不但写出工整

的对联，还有一些清新秀雅的作品。”

赵菊慧颇有些得意地说道，像学生奂

文光的“风和一柳嫩；雨润万山青”、学

生秦果果的“雨生滋谷意；春尽落花

情”等作品都得到了好评。

虽然赵菊慧日常工作十分繁重，

但她还是担任了课外社团的辅导教

师，与学生一起写对联、写诗词，从讲

解知识、修改作品再到最终的编辑发

表，赵菊慧都投入了大量心血。学生

写传统节日、校园景物、雪花飘落、泥

石流等自然灾害，笔触遍及生活的方

方面面。“让文学走进生活，也让生活

成为文学的素材。”赵菊慧说，“他们不

仅越发喜爱古典文学，连作文水平也

提高迅速，有不少学生的作品都发表

在省级、国家级刊物上。”

至于之前担心的藏族学生的语言

问题，早在师生的共同努力下迎刃而

解。赵菊慧骄傲地翻出几名藏族学生

的作品：“李创明措的‘风传燕语春来

早；雨洒桃花梦已深’、王龙舟草的‘藏

乡春色涌浓淡；柳岸芳姿映古今’、旦

智道吉的‘朝朝云洒千秋雪；暮暮梅开

万载春’……这些对联都已经很有品

位了吧？”

赵菊慧还会依托舟曲当地的民

俗文化、人文风景开展一些社团活

动。比如巴寨乡五月有“朝水节”，是

藏族祛病祈福的节日，赵菊慧找到图

片、视频、文字，让学生感受乡民在曲

纱瀑布中淋浴歌唱的氛围。“翠峰晚

照”是舟曲古代“西固八景”之一，赵

菊慧更是写了许多文章帮助学生深

入了解。他们漫步于盘旋蜿蜒的山

路，在碧草繁花之间轻歌曼舞、作诗

填词。赵菊慧说，人文为乡土注入了

灵魂，无论是脚下的舟曲县城，还是

更广阔的祖国大地，只有触摸到乡土

的 灵 魂 ，才 会 更 加 依 恋 乡 土 、热 爱

乡土。

在赵菊慧的影响下，舟曲的孩子

也变得谈吐文雅、眼界开阔，“腹有诗

书气自华”。赵菊慧呢？她依然行走

在追随叶嘉莹先生的道路上，努力与

她的偶像一样成为一名“女先生”。

赵菊慧说：“‘先生’这个词离我还太

远，但我愿意向这个目标前行。渊博

的知识、执着的信念、高妙的教学技

巧、深邃的教育情怀，这些都是被称

为‘先生’的先决条件，希望有一天我

可以达到。”

暑假中的一天，有朋友让去县

城朱雀茶楼喝茶，在雅致的房间里

坐下，一人一杯龙井，在碧绿养眼

的茶色和淡淡清香的氤氲中，准备

度过一个惬意的下午。聊天中，不

经意向墙上一瞥，一个镜框中有一

幅书法作品，内容是一首名为《山

水秀城》的七律：

寻江过洞觅新天，

迤逦西郭赛故园。

凭水层楼鳞次起，

迎风乳燕市中喧。

丛丛白杏娇庭院，

处处青竹立埭前。

疏影清风堪胜画，

闲庭信步最怡然。

用白描的手法、色彩明丽的词汇

纤毫毕现地描画了舟曲的美妙景色，

写尽舟曲小城的秀气宁静，而“怡然”

一词作为诗眼，既充分展现了舟曲

人民悠闲自在、宁静安详的美好生

活，也把诗人自己对生活真谛追求到

后内心的欣然、怡然、陶然尽显无遗，

落款中赫然是“书录赵菊慧诗”。在

一茶楼都能邂逅赵菊慧大作，有点

“但有水井处，便能歌柳词”之效。

在舟曲一中，赵菊慧素有“才

女”的美名。清秀的面容、恬淡的

微笑、优雅的姿态，尤其是不俗的

谈吐、飞扬的才气，生花妙笔下斗

量筲计的精美作品，在全校师生中

传为佳话。和赵菊慧聊天，你不由

得需要注意自己遣词用句，生怕唐

突了佳人，丢了自己的面子。5 年

的教学历程，赵菊慧尽情展现着自

己多才多艺的方方面面。

赵菊慧在大学时多次参加大

学生实践活动，深入山区乡村学

校，为孩子带去了山外面美好的生

活场景和积极进取的思想精神，积

极参加文学社团活动，用自己精彩

的大学生活感染孩子渴求知识、期

盼远方的心灵。

教学中，赵菊慧用自己的才情

让每一位学生在课堂上如沐春风，

知识、智慧、审美、情趣皆能从她的

课堂得到收获。在她的引导下，学

生了解、熟悉、感悟、赏析古今中外

的作品，她自己也逐渐完成从教学

新手到教学名师的转变。

作为学校楹联社团的负责人，

赵菊慧倾尽全力、悉心辅导，让一

批又一批的学子既在教学中收获

了知识，又在楹联学习中感受了中

华文化的悠久与璀璨。

生活在 21 世纪最美好的中

国，她尽情享受生活的美好，抒发

自己的才情，成就自己的愿望，她

必将更加多姿多彩地生活，给自己

幸福，让别人愉悦。

（甘肃省舟曲县第一中学教

师 蒲云林）

赵菊慧：小县城里的“女先生”
□ 本报记者 金 锐

赵菊慧，甘肃省舟曲

县第一中学语文教师，曾

获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

州高中同课异构教学竞

赛三等奖、甘肃省弘扬楹

联文化先进个人等荣誉。

别人眼中的Ta

才女赵菊慧

赵菊慧和毕业班学生留影

大学毕业后，赵菊慧
来到贫困的舟曲县城任
教，她让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中的美好旋律在课堂
流淌，带着藏族学生和汉
族学生一起唱诗词、写对
联，共同沉浸在家乡风物
和文化的浓郁熏陶之中。

致敬
脱贫攻坚
教师

特 刊

3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