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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前!有一位体育老师!教我

们溜冰"

开始时!我不知道技巧!总是

跌倒" 所以!他给我一把椅子!让

我推着椅子溜"

果 然 !此 法 甚 妙 ! 因 椅 子

稳当 !可以使我站在冰上如站

在平地上一般 !不再跌跤 " 而

且 !我可 以推着它进行 !来往

自如 "

我想!椅子真是好的#

于是!我一直推着椅子溜"

溜了约一星期之久!有一天!

老师来到冰场! 一看我还在那儿

推椅子哪$ 这回他走上冰来!一言

不发!把椅子从我手中搬去%

失去了椅子! 我不觉惊惶大

叫!脚下不稳!跌了下去 !嚷着要

那椅子"

老师在旁边! 看着我在那里

叫嚷! 无动于衷" 我只得自力更

生!站稳了脚步"

这才发现!我在冰上这样久!

椅子已帮我学了许多" 但推椅子

只是一个过程!要学会溜冰!非得

把椅子拿开不可&&&没有人带着

椅子溜冰的!是不是'

不要以为你离开某人就活不

下去$

更不要使你自己离开某人就

活不下去$

世上没有人可以支持你一

生$

别人可以在必要时扶你一

把 !但别人还有别人的事 !他不

能变成你的一部分 !来永远支持

你% 所以还是拿出力量来 !承认

(坚强独立!自求多福 )这八个字

吧$

刚准备午睡 !手机 (叮咚 )一

声!习惯性摸出打开微信!是大侄

女雨莹发来的(

!"#

)红包!后面接

连两句*(我今天第一次发工资)+

(分红分红,,)

我连忙回复 * (大姑姑心领

了!你留着自己用% )孩子说*(我

有嘞!我三个月的工资都发了% )

我告诉她*(那就给你爸爸妈妈和

妹妹吧$ ) 孩子说*(给了我妈妈

$###

元 !给了我爸爸
!"#

元 !差别

对待% )眼泪一下子盈了上来!随

手发了一个拥抱的符号!写上(我

爱你)% 便截图给弟弟%

弟弟回复说*我也流泪了%

侄女今年大学毕业后!于
%

月

中旬飞往泰国!做志愿者老师!看

到她发给我的当地风景照片 !她

的居住环境! 她一个人采购做的

美图饭菜! 当初的担心慢慢变成

了欣慰%

记得
"##&

年回老家陪伴母亲

的一个多月里! 那时候的她还在

读小学! 每天放学回家的第一件

事就是把书包丢到竹床上! 打开

冰箱找零食% 这些零食大都是姑

姑们看望母亲顺便买给她的% 母

亲担心她不好好吃饭! 总是想方

设法藏起来% 有时藏进卧室的柜

子里!有时藏到冰箱的鱼肉下面%

但雨莹总会一边叫一边翻出来 %

好几次看到她从冰箱里翻出母亲

冰冻的鸡鸭鱼肉等荤菜乱丢到堂

屋竹床上! 找到自己的零食后不

管不顾不收拾就撕了包装袋吃起

来! 看到她吃饭时拿着筷子这个

盘子点一下不好吃! 那个菜碗翻

一下翘起嘴巴! 我总是责怪母亲

惯坏了她! 责怪妹妹们不该买各

种各样的零食给她吃%

有一次在饭桌上看到她挑食

不吃饭的样子! 我终于忍不住将

自己手上的筷子摔到地上! 对着

她大吼了一顿% 那时候的弟弟弟

媳长年在外谋生!在家的时间少!

雨莹的日常生活基本由我的母亲

照管% 我知道她有父有母!不应该

由我这个远在湖北的大姑姑来管

教! 但我就是忍不住要纠正她的

一些不良习惯% 我不愿意我家的

孩子们走到外面不自立! 不知道

感恩!不被人喜欢% 所以!从那以

后!我开始劝母亲不要太惯着她!

开始介入引导她! 坚持每周六跟

母亲通一次电话! 了解家里的情

况!侄女的学习成绩和生活习惯!

有时听出了异样! 会特意在孩子

们放学回家后!跟母亲通话!顺便

跟孩子们沟通%

雨莹从初中开始住校就读 !

半个月回家一次% 高中直至大学!

回家的时间越来越少% 高考结束

后!弟弟开车送她来湖北!嘴上没

有明说!但我内心明白他的想法%

姑侄一起生活了十几天! 从她躺

在沙发上玩手机!到找我要书看!

再到按时就寝!渐渐地!我点点滴

滴见证了她的成长蜕变! 感受到

了她独立自主的能力! 还有那种

清晰的职业规划%

去年
'"

月!她在家庭群里说自

己报考了出国支教!考试已经通过

了! 要在网上教外国学生学习中

文% 我惊讶这孩子的选择!鼓励她

走自己的路% 随后她告诉我们!今

年
(

月得去昆明培训学习两个月%

!

月份我回老家时!孩子刚从

昆明学习返校! 计划
%

月份出国%

看着孩子拿着相关资料独自往返

于家庭+ 学校和省城办理相关手

续! 看到她网购的各种各样具有

中国特色的小礼物准备送给外国

学生时! 我和弟弟弟媳的心情都

很复杂% 我们既希望孩子越飞越

高! 找到自己喜欢的职业和理想

的爱人!又担心不可控的未来%

可是!孩子总要长大!要有属

于自己的天地% 她的(

!"#

)!让我

感到了她的成长和成熟! 还有她

对我们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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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小学到大学! 教过我的

老师有数十人! 但真正留存在

我心坎上的只有林和平老师%

林老师教我的时候大概四

十来岁!精瘦精瘦的% 那时我正

读初二!林老师教语文!他讲起

课来眉飞色舞!倾情投入!应该

是个优秀的演员兼师者% 他为

人谦和!我们都不怕他!不懂的

地方直接提问! 我们班的语文

成绩自然在学校名列前茅% 课

余时间! 林老师经常在球场上

打篮球! 他的三跨步左手上篮

技术让我们羡慕得不得了% 要

知道! 学校那么多打篮球的老

师中! 只有林老师一人是左手

上篮的%

那时候!我个子小!家里也

穷!身上穿的汗衫还是小升初前

夕父亲从镇上买来的!为的是图

个好彩头% 父亲的运气不错!小

升初时我的成绩是全镇第一%汗

衫白天穿!晚上洗% 这一穿就是

三年!不但洗得发白!右胸上面

不知怎么还弄破了一道口子%我

自诩安贫乐道!把破口上垂下来

的布条当作一面胜利的旗帜%有

同学善意地指出我的衣服破了!

我开玩笑说*(天这么热!破衣服

穿在身上还凉快些% )

那天下午第三节课是林老

师的语文课!下课后!我正准备

飞窜到食堂去打饭% 林老师轻

轻拍了拍我的肩膀*(别急着吃

饭!到我家里去一趟% )

林老师的家在教室对面 !

中间隔着运动场% 我跟着林老

师!小心翼翼来到他的家% (把

汗衫脱下来!我给你补补$ )言

语中不容置疑!(你是初二的学

生了 ! 破衣服穿在身上不雅

观% )林老师一面说!一面摇动

缝纫机!几分钟时间!一个浅蓝

色的熊猫图案便和我的汗衫破

口紧密结合在一起% 林老师微

微 一 笑 * (我 这 手 艺 还 可 以

吧% )

(岂止是可以!不知内情的

还以为我的汗衫上原本就有熊

猫图案呢% ) 我兴奋地脱口而

出%

(快去吃饭吧% )林老师慈

爱地拍了拍我的肩膀%

林老师的话! 让我从一个

懵懂少年开始有了美的意识和

追求% 在村子里!经常看到人们

穿着破破烂烂的的衣服去田间

劳动! 眼睛和思维都已形成定

势% 要是等到周六放假回家去

补!我的汗衫不知要破成怎样!

穿在身上不是和叫花子一样

么$ 师母是做缝纫活的!其技艺

高超理所当然% 没想到林老师

左手投篮右手握笔的手也这么

灵巧! 片刻之间便让我的汗衫

旧貌换新颜%

现在想来! 手艺好坏还是

次要的! 关键是林老师对我的

那份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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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段时间! 我管不住自

己% 每逢晚自习时间!总会找同

学悄悄说话% 班主任鲁老师发

现后!私下警告了我% 我向鲁老

师保证! 以后晚自习时间一定

认真学习!不再和同学说话% 可

到了晚自习时间! 我又忍不住

找同学说话% 这回鲁老师不客

气了! 当着全班同学的面狠狠

批评了我一顿!说我不讲信用!

没有自尊! 屡教不改,,同学

们都看着我!有幸灾乐祸的!有

表示同情的!也有不屑一顾的%

我的心像被无数把小刀不停地

扎着! 连汗衫上的熊猫似乎都

在斜着眼睛嘲笑我%

从当初的众星捧月到现在

的孤独无助! 我有了从天上掉

到地下的感觉%

那天晚上! 我什么作业也

没做!一个人坐在位子上发呆%

躺在床上! 一个人睁着眼睛到

半夜% 我恨自己不争气!恨自己

不能体恤父母的艰辛! 恨自己

不能管住自己% 我暗暗发誓*下

次晚自习再说话!我就是混蛋!

我要当众扇自己几个耳光%

几天后!学校期中考试% 成

绩出来后! 我下降了十几个名

次% 鲁老师很干脆!直接在班上

宣布免去我的学习委员职务%

又是一个晚自习! 我正和

同桌讨论一道方程的解法% 鲁

老师冲了进来! 直接把我带出

了教室*(你不学习就算了 !别

祸害其他同学% 从今晚起!你就

到我办公室门口站岗% )我百口

莫辩! 一个人默默地站到下晚

自习%

第二天晚自习! 鲁老师照

例把我带到办公室门口站岗 %

鲁老师第三次叫我去站岗时 !

我就有些无所谓了! 甚至还耸

了耸肩% 我知道!再这样下去!

我这辈子算是完了%

第四天晚自习! 自习铃声

一响!我就从课桌上站起来!准

备去鲁老师办公室门口站岗 %

已经被老师叫了三次! 我不好

意思让老师叫第四次! 做人还

是自觉些好% 刚出教室门口!林

老师拦住了我*(先到我家去坐

坐% )语气中透着一股威严!让

我无法拒绝%

再次来到林老师家! 我有

些坐卧不安! 林老师就是在这

里给我补过汗衫的% 这熊猫图

案的汗衫还穿在身上呢% 林老

师拍了拍我的肩膀! 示意我坐

下 % (你好像对站岗习以为常

了! 那是老师对最不听话学生

才有的惩罚% 你难道没有一点

愧意! 你对得住父母面朝黄土

背朝天的辛苦劳动吗' )我无言

以对!也不想解释什么%

(别怪鲁老师!是你有错在

先% 你要是早早管住了自己!也

不至于出现现在的局面% )我默

默地点了点头%

(我知道你受了委屈!这也

是对你的考验% 越是委屈的时

候! 越能看出一个人的个性和

特点% 非常时期!要学会自我救

赎% )我还能说什么呢!只是对

着林老师不住地点头%

从那天起!我陷入沉默!无

论是上课还是下课都不再和任

何人说话% 我就一个人安安静

静地学习% 那天晚上!鲁老师没

有再让我去站岗! 我知道这是

林老师努力的结果%

我一定要把成绩赶上去 !

从哪里跌倒!从哪里爬起% 我要

让大家刮目相看!再不努力!对

不住林老师的一番心意% 那天

晚上!我对天上的明月起誓%

我要重新做回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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