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美琪
《想起》

刚刚风无意吹起
花瓣随着风落地

我看见多么美的一场樱花雨
闻一闻茶的香气

哼一段旧时旋律

要是你一定欢天喜地

江
美琪《

想起》

每个人心中每个人心中
都有一首都有一首

有故事的歌有故事的歌

读研究生的时候，我和室友利用课余时间，
在学校附近的一家外语培训学校当兼职老师。
我带过的一个班上，有个很可爱的女孩子，喜欢
听江美琪的歌，有天课间，她带来一个iPad，拉
着我说：“老师老师，你听这首歌，你一定喜欢。”

戴上耳机一听，一开头的旋律就很打动
我：安静细碎的琴声，像林间落下的斑驳光影，
枝叶随风摇曳，光影也摇曳。这时歌声响起：

这是我室友的故事。
那时候的大学，很流行学长在

校门口摆张桌子迎接新生。我这个
室友长得很漂亮，一米六七，高挑，
奔放，一头海藻式的长发，长得超像巩俐。

这样的人，没有故事都难。所以一踏进校门，她就被思政
系高我们一届的师兄盯上了，殷勤地提行李，买东西，带着熟
悉校园，开学后那段时间几乎是天天在我们窗子底下报到（那
时男生不能进女生宿舍），周末也变着花样带着她出去玩。

室友觉得，他肯定就是她男朋友了啊。但学长就是
迟迟不肯挑明。也是，学长是名山东大汉，高大，周正，还
是系里的学生会干部，身边经常有女生簇拥。

于是两个骄傲的人越走越远，到12月份的时候，学长像突
然醒悟过来了一样，频频找室友，但室友对他已避而不见。有
天晚上，我刚下了晚自习，就在宿舍楼门口碰到了在此等候多
时的学长，塞给我一个信封，让我一定转交给我这个室友。

晚上，室友当着全寝室同学的面，打开信封，里面是
一张纸，抄的是当时风靡一时的周华健的《让我欢喜让
我忧》的歌词。室友拿着纸，轻蔑地说了句：“呵，还很追
流行嘛。”然后看到“你这样一个女人，让我欢喜让我忧”
这句时，立马毛了：“妈的，我什么时候变‘女人’了！”然
后两人就再也没有然后了，而室友从此在寝室里的称呼
也就变成了“这个女人”，哈哈哈。 （何畔）

上世纪九十年代，大学里还非常流行校园
舞会——就是学生活动中心或研究生活动中
心，甚至体育馆，一到周末，桌子板凳一收，灯
光一打，就变成了舞厅。

校园舞会，怎么说呢，对所有人来说，应该
都是既惴惴又期待的吧。

大概是我大三时的四月份吧，学生活动中
心改成的舞厅里到处是青春的面孔。当又一首歌响起，
我被一个看上去斯文瘦高（只瞟了一眼，没好意思细看）
的男生拉进了舞池。

跳舞时，他自我介绍说他来自铁道学院，然后说：“你
知不知道你长得很好看？”我第一次抬起头，礼貌地笑了
笑，额头差点碰到他的鼻尖。是的，这种话我已经听到很
多次了，不仅男生这样说，也有女生这样说。但或许从小
就没被人表扬过长相，所以就算现在被很多人夸奖，我也
只是认为我可能确实长得不丑，依然腼腆且怯懦。接着他
又说：“喜欢这首歌吗？”我一听，哇，《偏偏喜欢你》！马上
情感战胜了腼腆，很干脆地答道：“喜欢！陈百强的歌我都
喜欢！”然后我们俩就开始热烈地讨论起陈百强的歌来。
说着说着，他突然凑到我耳边说：“我唱歌也很好听的。要
不我们马上出去，我亲自唱给你听？”啊！这……也太不靠
谱了吧？趁这支曲子结束下一首还未响起的空当，我赶紧
慌乱又欣喜地冲出了舞厅。 （娜塔莎）

这个故事同样发生
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校
园舞厅里。那几天，室友
和男朋友又吵架了。室友

的男朋友是高我们四届的学长，我们进
校时，他刚好留校当学校的团委书记。

因为吵了架，室友周末当然也不好意
思去男朋友那里，只好难得地和我们一起
混校园舞会。不知道是巧还是她男朋友本
身就有眼线，反正我们进了舞厅没多久，
她男朋友也赶来了。

两人表情复杂地打过照面以后，她男
朋友就跑到负责音响的同学那里，点了首
歌，负责音响的同学还用话筒播报了的：

“下面这首《别哭，我最爱的人》，是××专
门送给他最亲爱的女朋友×××的歌！”
哇，人潮涌动的舞厅里，好拉风！再一听这
歌名，室友脸色马上就阴转晴了。然而，脚
步还没挪到舞池中央，又立马怒不可遏地
掉头冲了出去。

事后她男朋友百思不得其解，问她为
什么生气，她说：你是个傻子吗，唱歌从来
不看歌词？原来开头第一句就是“别哭我
最爱的人，今夜我如昙花绽放，在最美的
一刹那凋落，你的泪也挽不回的枯萎
……”她男朋友看完，默默地回了一句：
你们中文系的，真难侍候！ （周一菲）

说起国产电视剧
主题歌，我会条件反射
地想起《西游记》的主
题歌和《渴望》的主题
歌。特别是《渴望》这首
歌，会让我马上想起我
的姥姥。

姥姥看《渴望》的时候，已经80多岁
了，经常看着看着就抹眼泪。

我是姥姥带大的，我从来没听见我
姥姥唱过歌，姥姥说她不认识多少字，学
歌特别困难。但这个片子难得我姥姥看
了以后，叫我把歌词抄给她，还让我教她
唱这首歌。但我那时年纪小，哪有耐心教
姥姥认字唱歌嘛，而且老人家记性不好，
经常教了这段她就忘了那段，隔一会儿
又来问这个字该怎么唱。我就嘟着嘴不
想教姥姥了，我妈在厨房做饭，就说我：

“你个白眼狼，姥姥那么疼你，叫你教姥
姥唱歌你都没耐心。”后来我妈亲自上
阵，自己教姥姥去了。

有天我放学回来，姥姥挺高兴地拉
着我，要给我唱这首歌，说是终于能全部
唱完了。我听完后一点都不热情，因为我
那个年纪哪听这个呀，我们都听小虎队
的，听刘德华的。姥姥看我不热情，也不
生气，但从此再没唱过这首歌了。

没过几年，姥姥就过世了。前些年，
我又把这首歌找出来仔仔细细地听了一
遍，还没听完，心里就悔恨不已了。“故事
不多，宛如平常一段歌，过去未来共斟酌
……”现在，我终于明白姥姥为什么那么
喜欢这首歌了。 （Joshua）

“刚刚风无意吹起，花瓣随着风落地……”
当时的感觉就是“哇～～～”，简直唱到了我心里去。
代课结束后，暑假来了，室友做了个重要的决定：

她要去广州，和自己一直非常喜欢的那个男生在一
起。因为不久前那个男生给了她承诺：你只要能来到
我在的城市，我们就在一起。

我和她当时已经是非常交心的朋友，我当然祝福
她争取自己的幸福，但心里也有一丝隐忧。送她去机

场那天，我回到寝室，看着她空荡荡的床，
怅然若失。我打开电脑，坐下，倒了一杯
水，然后鬼使神差点开了那首《想起》。

当我端起杯子的那一刹，江美琪的歌
声响起，我忽然放下杯子，掩面啜泣。我知
道无论她还会不会回来，我们青春年华中
的一段美好时光，都永远过去了。

（思南）

毛阿敏
《渴望》

1995年，我正在上海念大四。那时广播电台有档节目叫《相
伴到黎明》，从晚上的12点一直播到第二天的凌晨6点。

有天晚上，大概凌晨四点多了吧，有个男人打进了电话。那时候
别说手机，连BB机都不普及，男人应该是在街上的公用电话亭里打
的电话。男人说，女朋友很开放很漂亮，自己很在乎她，但她对他若
即若离，他明知她并不太喜欢她，但就是舍不得放不下，“主持人，你说我该怎么
办？”然后一个大男人，就在电话里哭了！正哭着，一辆车从电话亭旁经过，车轮划
过地面的沙沙声配上男子的哽咽，在那一刻，让我一个从没谈过恋爱的人，突然
就萌生了对爱情的无限向往——原来，爱情真是这么折磨人的东西！

恍惚间，主持人放了这首歌，《爱如潮水》，“我再也不愿见你在深夜里
买醉，不愿别的男人见识你的妩媚，你该知道这样会让我心碎……”从此，
每次听到这首歌，我都会想起那个在深夜的街头对着电话痛哭的男人。年
轻时，他曾那么用力地爱，也不知道结局美不美？ （丽娃）

现在的年轻人，估计都
不大听张信哲唱歌了，但我
们读高中的时候，他可是台
湾滚石唱片天王级的人物。
记得高一那年暑假，我们几

个要好的同学经常聚在Z同学家玩，一起
吹牛打扑克，几乎每天都这么过。有一天
我们又一边打扑克一边听录音机，这次放
的是一盘新磁带。我一听，说这首歌还蛮
好听的，什么歌？同学们都很鄙视我，说你
真是土，张信哲的《别怕我伤心》，都流行
好一阵子了。然后我们就一边打扑克一边
跟着哼，打完扑克就都会唱了。后来连续
几天都听的这盘磁带，没得说，一个暑假
下来，整张专辑我都会唱了。

开学后，这首歌几乎成了一种暗示，谁
在学校广播台给谁点这首歌，就意味着这
两位暧昧的同学彻底拉豁了。（剑在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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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英语老师是我妈
成都市实验小学青华分校四一班 钟琳萱

这学期刚开学，发生了一件天大的事！
嗯，确切地说应该是仅仅对于我而言

——那就是，我们的英语老师居然是我妈！
第一节课，上课铃响，当我妈站在讲

台上，告诉全班同学她将接替我们之前辞
职的老师成为我们这学期的英语老师时，
我忍不住掐了一下自己。

哇！好疼！这感觉，有些奇妙、有些激
动，也更让人有些忐忑和期待！

我看着台上的妈妈，和平时的妈妈差
不多，可是仔细看，似乎又有些说不出来
的不一样。

“曦猪！你来说说看！”当我还在深深
思考台上的老师和平时的妈妈有什么区
别时，突然传来的这一声犹如晴天霹雳，
又仿佛平地里的一道惊雷。

我左看看右看看，停顿了至少五秒
钟，终于尴尬万分地站了起来……

原本鸦雀无声的教室突然如同火山喷
发一般发出哄堂大笑。我明显感觉到讲台
上的妈妈也有那么一点尴尬起来。哼，谁让
她喊的是我小名呢？我猜就在刚才那一瞬
间，她可能也跟我一样，有些傻傻分不清
楚，还在努力适应这角色的变化吧？

回家后，我严肃地跟妈妈进行了沟通：我
们都要好好调整我们的角色，以后她不能在
课堂上喊我小名，我也不能脱口而出“妈妈”。

可奇怪的是，从那之后，妈妈在课堂
上抽我回答问题的时候竟然变得很少很
少，少到我一只手都可以数完……

我哭啊、闹啊、求啊、抱怨、威胁……
十八班“武艺”用尽，一肚子郁闷得不到可
以“盖印章”得奖励的机会，妈妈却只是轻

描淡写地说，课堂上只有40分钟，太宝贵
了，我们应该尽量把更多机会留给其他小
朋友，你可以回家来再尽情地回答问题。

瞧！这就是我的老妈，我的英语老师，
有些搞笑，也有些铁面无私。

奖惩分明的大熊老师
石室双楠实验学校 吴沛霖

指导老师 冯磊

我的作文老师姓熊，是一个中等身材的
男老师。他性格幽默诙谐，很喜欢跟同学们
开玩笑，时时逗得大家哄堂大笑。

有时，有些同学上课注意力不集中、
发神，熊老师一眼就看出了，然后对他说：

“张省略号娃娃，站起来！你要是再答不上
来，就把你省略号去掉，然后让你平移20
步、向后移30步！”这时，所有同学都会给
自己敲响警钟，提起精神，专注听课。

熊老师也很和蔼，喜欢跟同学打成一
片，他告诉我们，由于他姓熊，同学们都可
以称他为“大熊老师”或“熊二老师”。这让
同学们兴奋不已。

当然，熊老师对于教学也是十分严谨
的，如果有同学没有按时完成作业，老师
就会毫不留情地给予处罚。记得有一次，
我记不清当天有哪些作业了，少做了一篇
阅读练习。当老师检查的时候，发现我没
有完成，尽管我平时上课表现很乖，老师
也会一视同仁，奖罚分明。

熊老师让我先站起来，让全班同学为
我鼓掌（这其实是一种喝倒彩的方式），然
后让我坐下继续认真听课，下课后，完成
一千字的处罚，让我要记得写作业。

那一次，我被留下来，边哭边写，但是当
时心里也知道，熊老师是为我好，我不能怪
老师。反而我从那时开始，更加感激熊老师

对我的严格要求和帮助。后来我再也没有忘
记写作业，每次上课也都很认真，进步很大。

多面Roger
草堂小学六年级4班 朱持正

指导老师 唐芳

我有一个英文培训班的老师，名叫
Roger。是一个让人过目不忘的小伙子。因
为他虽然个子不高，体重却奇高。保守估计，
身高170cm的他，“吨位”应该有0.1吨吧。

人人都说“心宽体胖”，我第一次见到
Roger，也以为他一定是个笑嘻嘻的好好
先生，却万万没有想到，他居然是一个非
常严厉的老师！

上学期的一次课，我忘了做他布置的
作业，本想用“忘在家里”的理由搪塞过
去。没想到这位严厉的Roger老师看出了
我眼睛里透露出的心虚——“那让你妈妈
把你的作业马上拍照发给我！”

“呃，我妈不在家。”我的汗出来了。
“那你说说，作业有哪些题目？”
“我做得早，忘了……”我还在苦苦支撑。
“别跟我耍花样！”Roger桌子一拍、眼

睛一瞪，狠狠批评了我一顿。
在生活中，他可是个灵活的胖子，只要

在课上表现好，他就会奖励我们几个去踢
球。“朱小米，冲冲冲！我来挡，你快上！”

每次踢球，我们都争着想和Roger在
同一个队，因为他不仅抢断厉害，关键时
刻也总能把球精确无误地传给队友，还能

用庞大的身体把对手挡得滴水不漏。进了
球过后，他还要对着对手摆摆头、扭扭腰
——我队欢欣鼓舞，对方哭笑不得。

Roger很爱吃汉堡。有一次，我提前到
了学校，从Roger办公室虚掩的门缝里，我
看到他正在大吃特吃汉堡包！当他发现我
看到他时，拿着巨无霸汉堡的手停在嘴
边，张着嘴愣住了。

两秒钟后，Roger招呼我进去，从抽屉
里拿出另一个巨无霸塞给我：“来，请你
吃！我今天中午点了四个，稍微多了点，你
帮我吃一个，我减一下肥！”嗯，四个？！

渐渐地，我和严格的Roger找到越来
越多共同语言：爱足球、爱捣蛋、更爱吃！于
是，我就算不想跟他成为好朋友都不行了。

我的老师有点不一样

扫描二维码
添加“成都
商报小记者
俱乐部”客
服微信，咨
询加入小记
者队伍。

扫描二维码
关注“成都
儿童团”，在
这里，世界
是课堂，旅
途是成长。

我的班主任对“安静”这个词非常敏
感，我们除了课堂以外，做操、排队、放学
等等，都要求安静。但如果你觉得我的班
主任是个喜欢安静又比较严肃的的人，
那你就错了。下课后，她的状态跟上课完
全判若两人！每每路过她办公室，都能听
到她跟别的老师聊天说笑。她也喜欢跟
我们聊天。做起游戏来更是一把好手。这
下你应该知道我的班主任是怎样一个既
严肃又活泼的“变脸王”了吧？

——唐祎然（双林小学）

我们的班主任陈老师虽然样貌和蔼
可亲，却是出了名的严格。低年级时陈老
师的严格更像“保姆”一样。谁什么时候该
吃药，谁的东西没带家长送过来了，事无
巨细她都记得一清二楚，准会在第一时间
提醒我们。随着我们渐渐长大，陈老师也
渐渐从“保姆”变成了“督察员”。虽然忍不
住想吐槽，但我知道，她的严格是出自她
对我们的爱护，我们也爱严格的陈老师。

——方习之（盐道街小学东区）

我的数学老师王老师在讲课时，如
果有同学不认真听讲，他的眼睛就像雷
达似的，马上就能发现。这时他讲课的语
气就会变得严厉，看见他严肃的眼神，同
学们就乖乖听话了。课余时间，王老师有
时也像一个小孩子。前几个月他嫌自己
的牙长得不好看，去医院用钢丝箍了牙。
一笑就很痛，但他还是笑着对我们说，爱
美总是要付出代价的呀。

——赵思绮（实验小学战旗分校）

我们的英语老师叶颖，她的身材又
高又苗条，英语课讲得可好玩了。不过，
我觉得最好玩的，是她和她儿子之间的
故事。她儿子也在我们班，当得知叶老师
要来教我们班时，她儿子“扑通”一声跪
在地上，一边磕头一边念念有词地说：

“菩萨保佑，这不是真的，这不是真的
……”叶老师幽默地对他说：“求菩萨也
没有用了，求你自己管好自己吧！”

——王昭然（龙江路小学）

本周二是教师节，许多学生们纷纷拿起笔来，写下自己印象
最深刻的老师或关于老师的故事。

站在讲台上的老师，周身似乎笼罩有一种神圣的光环。传道
授业解惑，这确实是意义崇高的使命。不过，在学生们的眼中，不
同老师的个性也各有特色，并非都显得那么一本正经。

那么，今天就让我们来看看，这些小学生们是怎样描述他们
眼中和平时不太一样的老师的。

周华健
《让我欢喜
让我忧》

郑智化
《别哭，我最
爱的人》

张信哲
《别怕
我伤心》

陈百强
《偏偏
喜欢你》

张信哲
《爱如潮水》

何湙川 成都师范银都小学三年级四班

张小语
温江区光华
实验小学
2年级14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