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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职业叫教师，从古至今，多少教师走上三尺讲台，春风化雨，蜡炬

成灰,收获一片桃李芬芳。学生与教师的相遇是一场缘分。在回忆中，我们看

到恩师是一种温情的存在，经久难忘；我们看到感情跨越时间的鸿沟，历久

弥新；我们看到真挚的感情让生命如此可贵，可敬可亲。经过岁月的洗礼，

师恩已内化成前进的动力，在潜移默化中得到传承。为营造尊师重教的浓

厚氛围,宣传我区教师的先进事迹和高尚品格,中共临安区委宣传部、区教

育局、区广播电视台、区新闻传媒中心，在全区开展了“鲜花送恩师·我与恩

师的故事”主题征文活动。在令人目不暇接的来稿中,我们总会为那些温暖

的瞬间触动心扉。

鲜花送恩师·我与恩师的故事

编者按：

“长者为尊，师者为尊。”对

于这两句话的解读我早早的在

三岁就开始了。有人会问：你是

早熟？不是的，我的成长环境决

定了我刚知道要尊敬长辈，同时

也知道了要尊敬老师，因为我的

第一任老师就是我的爷爷，一名

奋战一线 40 年现退休 9 年的数

学老教师———陈老师。

真正对于老师的尊敬源于

我可敬可爱的爷爷，在爷爷那个

年纪考取的教师有一个小毛病，

那就是普通话不标准。印象最深

刻的是爷爷所说的“不老管”（不

锈钢的水杯，以前有现在比较难

见），“表军”（标准）。每每在课堂

上提起时，讲台下就笑声一片，

那是嘲笑的声音，爷爷也知道，

我听着也和他们一起笑着。那时

候的我不知道爷爷为了考老师

苦苦考了三年，每次都在语文这

一环节上吃亏；那时候的我也不

知道爷爷为了能说一口流利的

普通话，每天咬着小石子读文

章；那时候的我更不知道每次我

和同学一起的“笑声”对他来说

是一种讽刺和激励。

小学的我和爷爷奶奶一起

住在教师宿舍，走几步就是教学

楼，宿舍是个大大的院子，中间

还有一个小花园，花园正中间是

一棵高大的松树，松树下是一套

石桌椅。我和他的故事就是在这

套桌椅中展开的，这是一个延续

的故事，到今天都还在继续，这

个故事叫做“坚持、改变”！

三年级时，突然多了一门

《常识》课程，我很喜欢，每天都

研究着身边的花花草草大自然。

就在那天早晨，我想和郑老师

（我的常识老师，也是爷爷的徒

弟）比比谁可以摘到最美丽的牵

牛花，因为牵牛花在早晨有露水

的时候盛开的特别美，一有阳光

她就会娇滴滴的收拢她那淡紫

色充满神秘的外衣，所以天还没

亮我就偷偷出发了。一出门差点

吓死我，一棵大树下，一个“鬼

影”，一束“鬼光”，吓得我当时就

愣在那里动弹不得，又不敢大

叫，怕吵醒奶奶。还没等我反应

过来，这“鬼光”就打到我身上

了，心想：“这次死定了”。

“囡囡？”爷爷的声音？

“是我……我……爷爷？”好

嘛，又死定了，偷偷溜出去要被

发现了。

“干嘛去？”

“额……摘牵牛花，比赛！”

您可别叫我回去睡觉。

“来，现在还早，过来帮爷爷

一个忙。”

战战兢兢的走到石桌面前，

这时候我才清晰的看见“鬼光”

下的“鬼”捧着一本《新华词典》。

爷爷指着“准”字，无奈的摇摇头

道：“都说普通话要表军，可是我

这个 Jun 字都读不好。”和课堂

不同，这时的我笑不出来，不知

是否是光线的影响只觉得这个

“鬼”脸上满是苍伤，银丝若隐若

现。

“爷爷，对不起！我和他们一

起笑你。你是不是很难过的？”

“对啊，爷爷是很难过，但是

我也知道我自己普通话不好，所

以也不怪你们，不过你要记住不

要让自己成为那个被别人嘲笑

的人。爷爷不想被你嘲笑，所以

每天都拿着《新华词典》好好的

练读音，已经坚持了一学期了，

我厉不厉害？就是进步还比较

慢，嘿嘿……”

“爷爷，只要天天读会标准

起来的，我相信你，嘿嘿……”

“要不我们比比？你那么喜

欢和郑老师比，今天我和你也比

一比好不好？看谁能坚持一件事

情更久？我就选学习普通话，你

选一个吧。”

当时的我选择了每天回家

第一件事情就是和爷爷一起坐

在石桌前，他读他的字典，我做

我的作业。日日复日日，只有完

成作业我才会起身做其他的事

情。现在回想起来那时候的爷爷

还真是“狡诈”。

现在的我，在键盘前回忆起

这段时光，这个故事，感慨良多。

一名教师他可以影响很多学生，

我的爷爷不知道有多少学子，但

我无疑是他最骄傲的学生。在我

的成长过程中每日他都在督促

着我，影响着我，让我知道改变

自己，不断进步，坚持自己，坚持

想法，坚持努力。

这就是我和恩师的故事，未

完待续……

我的老师———陈能根

（ ）

阮丽老师是我走上工作

岗位后的又一位恩师，她至

于我的影响是深刻而温暖的，

她是我的良师更是我的益友。

回顾往事，阮丽老师致

于我成长和放飞。2010 年我

参加临安市优质课评选，她

全程指导，从选课的主题，

到上课的思路，再到问题的

设计，课堂的反应，事无巨

细，面面俱到。有一天晚上

10 点多我还接到她的电话，

她高兴的说白天磨课过程中

的一个小环节终于想到解决

之法了，这样的事是时有发

生的，但是我清楚的知道那

单单只是我的事情。2011 年

我犹豫着是否要参加临安市

的教坛新秀比赛，她怒气冲

冲的跑来大声的呵斥我，并

说必须参加，这是命令。抽

签到比赛只有一天的准备时

间，拿到参赛题目我一时没

有思路，她就给我当学生，

我问问题，她回答，寻找教

学的切入点，白天备好课了，

晚上磨课，一遍遍，一点点，

教室里的灯熄灭了，我们俩

还在热烈的讨论。比赛结束

我回到学校，她问我上的咋

样，我说还真不知道咋样，

她拍着我的肩膀说：“肯定

行的，我相信你。”此时我忐

忑的心突然找到了稳妥安放

的地方。

回首往昔，阮丽老师使

我顿悟教师的精神内核。我

依 稀 确 凿 的 记 得 那 是 2012
年，我俩出差到临平听杭州

市优质评比课，当时临安带

队的是周日山教研员，听课

的第一天周老师给阮老师布

置了一个任务，要求她在比

赛结束后给所有参赛选手评

课，时间是 15 钟左右。对于

像阮老师这样的优秀老教师

来说这任务并不难，在本校

阮老师评课可是一把好手，

但是我清楚的看到阮丽老师

接下这个任务后的孜孜不倦

和全力以赴，那是令我动容

的教学精神。傍晚我们回到

宾馆，只见阮老师的听课本

上字迹密密麻麻如群蚁排衙，

还有好多数字记录，其中有

板块时间计算，朗读次数统

计 ......晚上 ，有同事邀请我

们一起去逛街，阮老师断然

拒绝了，她向总台借来电脑

要来网络密码，静静的收集

资料，从 6 点到 11 点，整整

五个小时，她琢磨发言的每

一个字，注意起承转合，突

出简明典雅。她模拟发言，

我当听众，尽善尽美的修正

发言稿。第二天的发言在她

的预期里完美落幕。这种严

谨的做事风格对我的人生之

路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回眸过往，阮老师致于

我的记忆温暖而明媚。阮老

师是个热爱生活的人，她常

侍弄花草，家门前的院子怡

然成了她的花园，四季如春；

她还租赁了一块田地，种上

当季的菜蔬，菜园子常年整

齐美观。有时周日的清早她

从田间归来，绕道我家，给

我送来青菜、萝卜等，脚上

粘泥的套鞋和脸上的笑容和

谐而温暖，我品尝着这样的

菜蔬，新鲜而香甜。有次闲

聊时说道她的花草种的好，

让我这个“绿色杀手”也手

痒痒。一两个月后的一个周

末她来电说让我顺路到家里

去拿东西，我到时她已摆好

种了花的几盆盆栽，说怕我

种不好特意养活了再送给我。

还买了个喜洋洋的蛋糕，说

上次答应女儿要买糕点送她

的，小孩子面前不可诓言。

回家的路上女儿嗔怪说：阮

阿姨真好，比妈妈还了解我。

这就是我的恩师，阮丽

老师，34 年扎根农村教育，

30 年 班 主任 工 作 ， 勤 勤 恳

恳，兢兢业业。我常想：昔

矣，过往兮，来之，丰腴兮，

我们的故事将在脉脉的岁月

中长开。

我的老师———阮丽

人的一生中，会遇到很多老

师，从幼儿园到小学、初中、高

中、大学。我们现在所有取得的成

绩荣誉，都是离不开他们辛勤的教

导。这些老师对于我这一路走来

说，都有着很大的帮助，但印象最

深也最要感恩的，还是我的幼儿园

老师，也是我毕业上班后的第一任

搭班老师———骆老师。

骆老师是我读幼儿园的时候教

我的大班老师，我还记得我读大班

的时候，骆老师对我们还算是比较

严厉的，但是又会给我们组织各种

好玩的游戏，所以说我对这个严慈

相济的骆老师是“又爱又恨”。 在

机缘巧合之下，我大学也学了学前

教育，毕业之后，来到自己小时候

读的幼儿园上班，巧的是，我的大

班老师骆老师还在乐乐幼儿园上

班，更让我开心的是，我们两个人

被分配在一起带大二班。

其实说实话，和骆老师搭班我

是又开心又有点小恐惧，因为骆老

师临近退休，这是她最后一年上

班，很多电脑上的东西都是需要我

去弄的，对于刚刚毕业没多久的我

来说还是有点慌的。可我发现骆老

师和我还是挺有默契的，慢慢的，

我主要负责一些电脑上的，班级里

的事情，家长工作这一块，骆老师

负责的很好。虽然骆老师是老教师

了，但是她教孩子还是很有一套

的，除了家长工作，她自制教玩具

也是非常的厉害，所以，跟着骆老

师真的是学到了很多。骆老师不会

因为我是刚刚毕业就不给我上手的

机会，她还是大胆的放手让我去

做，锻炼我自己，不管是工作上还

是生活上。在她的带领之下，我上

班第一年的新教师公开课比赛中就

荣获了第一名，同时也得到了家长

的认可，我心里确实挺感激她的。

对于我而言，骆老师不仅是我的大

班老师、同事，更像是我的妈妈一

样，在工作和生活上都特别照顾

我。 骆老师对我的影响挺大的，

我现在取得成绩和荣誉都是离不开

她的教导与帮助。我很幸运，能遇

到这么一位恩师。

我的老师———骆翠华

在漫长的求学生涯里，值得感

恩的老师有很多很多。他们或给予

知识，或指点迷津，如一缕缕阳光温

暖心灵，照亮人生。最让我难忘的

是我的小学老师朱老师，是她教会

了我欣赏文字的美丽和优雅，给予

我写作的快乐和自信。

五年级前，我是最怕写作文的。

幸运的是，遇到了朱老师，她的循循

善诱让我渐渐摆脱了对作文的恐

惧。朱老师总是很耐心地给我们讲

解写作的思路和方法，一步一步地

教我们选取题材、列作文提纲。为

了让我们积累写作的素材，她经常

组织我们举行各种活动，有时外出

踏春、秋游、野炊，有时是室内的煮

蛋比赛、做小实验、做剪报等。她还

经常对我们的作文进行单独指导和

修改。印象最深的一次，她放弃周末

的休息时间，让我去她家里改作文。

这篇改好的作文后来在校报上发表

了，给予了我极大的鼓励和骄傲。从

那以后，我慢慢地找回了自信，也爱

上了写作。正因为怀着对文学浓厚

的兴趣，我大学时选择了汉语言文

学专业，如今也幸运地成为了一名

语文教师。

可以说，朱老师在一个孩子稚

嫩的心间播下了一颗文学的种子，

给予了她一个文学的梦想。童年的

我曾大言不惭地说，我长大了要当

一名作家。虽然这个愿望幼稚可笑，

却如一盏明灯指引着我前进的方

向。

我的老师———朱小华

说起老吕，其实老吕并不老。

那一年他刚大学毕业，我们刚初

中毕业，就这样我们相聚在昌中！

回想起第一次见到老吕的情形，

似乎已经很模糊，甚至想不起是

在何种情况下见到的，但他那一

头三七开的头发应该是我印象最

深的吧。也就是那一头三七开的

头发和他那黝黑的肤色，还有与

他年龄并不相符的成熟，让我们

从第一次见面后就决定喊他“老

吕”。

老吕并不老，他酷爱运动。老

吕经常在我们男生面前“吹嘘”他

的篮球水平有多好。我们几个爱

好篮球的同学也常常约他一起打

球，但他总是因为各种原因不来

赴约。久而久之，老吕会打球的传

闻，也就渐渐变成了传说，是我们

班一年多来都未解开的迷！直到

有一天，我们体育老师“发哥”正

给我们上着无聊的理论课，老吕身

穿一身崭新的红色篮球服，拿着篮

球站在了我们面前。对了还有他那

一头飘逸的三七开！“不是要看看

我的球技吗？还不赶快！”还没等

“发哥”说可以，我们几个男生已

经冲了出去！经过几轮的厮杀，我

们确认老吕在篮球上只是个传说！

但这不影响他在我们学生心目中的

形象，因为他打球那一头三七开给

我们带来了很多的欢乐！

老吕并不老，他有着同龄人不

一般的成熟。作为一名刚进校的新

老师，老吕的敬业是让我们每个人

都发自肺腑的感叹。

老吕带了我们三年，这三年时

光里，“平凡”是老吕给我最深的

印象。现在的老吕还是我们心中的

老吕。但我们已无当年的年少，如

今我也站上了讲台，更能够体会老

吕的“平凡”。

我的老师———吕标

犹记得那是高中最叛逆的

时期，高二换了一位新班主任，

他年纪不大，看起来也非常温

和，我想，他应该管不住我们

这些以作对为乐的少年。谁也

没想到，他成为了我人生中最

值得感谢的一位恩师。

又是晚自习，我照常面对

着无从下手的物理题发着呆，

窗口班主任的身影时而闪过，

叫走了一个男生去走廊谈话，

班主任说的话我们都听不清，

只是后来男同学突然大吼了一

声“我不要你管！”我们都被吓

得一声不敢吭，走廊上也是长

时间的沉默。男生每天去网吧，

班主任都会去把他找回来，苦

口婆心却毫不悔改，为了防止

他在歧途越走越远，煞费苦心，

但是学生却丝毫不领情。我从

来没有见过有任何一位老师是

这样真心对待学生，关怀程度

甚至远超父母，从那以后我开

始对班主任改观，学习上也有

了更多的动力。

时至今日我仍然对他心怀

感激，当我自己成为了一位人

民教师后，回想起他的行为处

事更觉得他是一位当之无愧的

恩师，对我的影响已经从学生

时代延伸到现在的工作中，我

会学习他对待学生的方式去真

心爱学生，也会一直对他心怀

感激。

我的老师———翁晓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