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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中的人名为学生所写老师的姓名）

鲜花送恩师·我与恩师的故事（ ）

在一生中，我们会遇到许多

老师，幼儿园、小学、初中、高

中乃至大学，我们都离不开老师

的教导。当然，这些老师在我们

人生路上都是至关重要的引导者

和知识的传播者。而我今天想要

写下的是关于我和一位小学英语

老师的故事。

那个时候我的学校规模不大，

英语老师也不多，他是学校里唯一

一位男性英语老师，年纪也是最大

的。他姓潘，身材高高的，有一些

胖，顶着一个圆圆的啤酒肚，走路

的时候手还会不自觉摸一摸肚子，

可脚下的步伐却从不含糊。我们可

能还得小跑几步才能跟上他呢，也

时常被他打趣：“你们这些小人儿

啊，可走不过我！”他很幽默，爱

开玩笑，讲课方式也很有趣，在他

的课上你还可以听到三种“语言”

———英语、普通话还有方言，很受

学生的欢迎。

我性格比较内向，而他任教我

们班英语老师的时候，我家里刚好

有一个小变故，导致我在学校更加

的不爱说话、不爱表现。那个时候

我住校，需要上晚自习。有一次他

督课，他把我叫到办公室，问了一

些家里的情况，和我说了很久的

话，大多都是在鼓励我。他说话的

方式感觉和走路不同，吐字都是缓

缓的，倒也没有许多的大道理，是

怕我太小还不明白吧。这是我和他

第一次说了这么多的话，也是第一

次真切的感受到他的和蔼可亲。自

那次谈话之后，他还找过我的父母

聊过这些事。他不是班主任，他本

可以只做个英语老师，但却像个亲

近的长辈一般把自己的学生疼爱

着。

我从小就偏科严重，小学里

的英语成绩在年级里也算是数一

数二的。课堂上潘老师会时常点

我的名，给我机会去表现自己。

在批 作业的 空 档， 他 会 告 诉 我

“喜欢一件事，喜欢一门课，那你

就要认认真真的去做好，其他科

也要努力，你升初中还需要它们

的成绩呢，有不懂的就问老师，

也可以来问我，我会的很多的”。

原来，除了英语，他还会数学、

科学，他还是个全能的老师！后

来英语成绩下降了都还觉得有些

对不起他。 如今，我也成为了一

名人民教师，我会把潘老师的这

份教师情继续传承下去，做一位

像他一般的教师！

我的老师———潘建国

我在微信上得知诸老师往生了。很想去瞻仰一

下他的遗容，最后再送他一程，但我寄居在天津，路

远山高去不得，只能向南凭吊一番。连日来，只要一

静下，诸老师的形象就清晰地浮现在脑海之中，挥

之不去。我与诸老师平素并无太多的交往，但他生

平的点点滴滴却终让我难以忘怀。

第一次见到诸老师是在 1977 年的秋冬之际。

那时因“文革”停止招生十一年多的高校终于恢复

考试招生了，整个社会群情振奋，当时的文教局顺

应民情，遴选组织优秀老师，面向社会，面向全体报

名应考青年，举办高考复习讲座。临安授课地点设

在临天桥头的临天大礼堂，教师在台上讲，台下座

无虚席，很多人在过道里或坐或站，全都聚精会神

的，生怕错过老师传授的一句话，一个词。那是一堂

作文辅导课。讲课的是一位 30 多岁的男教师，戴近

视眼镜，看上去不很修边幅，头发有点乱，半旧的中

山装也不是很整洁。但很认真，很投入，他讲记叙文

的开头和结尾，讲顺叙、倒叙、插叙，讲如何修辞，讲

议论文如何提练论点，讲如何举例论证。他很有激

情，很有才气，大多是脱稿滔滔而谈。他翻看备课

本，是从那上面粘满的狭长纸条中搜寻选择即时需

要的材料，来读给大家听。这些纸条应是他平时阅

读报刊时偶然发现，认为或许日后教学中有用而有

心整理积累而成的小剪报，现在成了他作文教学中

典型精要的范例。讲着讲着，他的嗓子有点沙哑了。

他笑着征求听众的意见，要不要休息一下。看台下

没有反应，不忍拂了众意，就说，“我喝口水润润喉

继续讲吧。”两个多小时过去了，他宣布下课，但台

下一下沸腾起来，要求他多讲一些。他双手一摊，很

歉疚地，“对不起，我已把准备的课全部讲完了”，边

说边走下台来。但他没能脱身，很多人仍簇拥着他。

我从别人那知道，他就是诸炳水老师，那时在临安

最偏远的昌北岛石任教。

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有一句对知识分子喊得

最响亮的口号是“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最需要

的地方，一般是少有人愿意去的地方，少有人去，才

显得需要。诸老师是自己主动要求到岛石去任教

的。他是杭州人，1963 年专科毕业，被分配到临安

县文教局机关。听说岛石那边缺教师，开不了课，他

就毛遂自荐地去了。他是真诚的，不是为了光荣才

去的，他愿意把自己的青春才华奉献给偏远贫穷的

山区。他在逼仄凶险的简易公路上颠簸着进山，不

知车开了几个小时，下车的地方离开工作的学校还

有几十里山路，有两个农民提着扁担和绳索在那等

着，是学校派来帮他挑行李的。这时，他看到了穷山

恶水，看到了山高路险，看到了那两个挑伕的淳朴

殷勤，看到了这里人们看他时的那种热切亲善的眼

光，这都是他的想象力所不能及的。他应该感觉到

了，这里是最需要教师的地方，也许此时有光荣感

从内心升起。

一位曾是诸老师的学生有篇文章写到他当年

的老师，容我不厌其烦，摘录几句于下：“诸炳水老

师给我面批作文的情景立刻浮现在我眼前：窗外大

雪纷飞，窗内一炉炭火，四五个学生围炉而坐，暖意

融融。诸老师拿着我们的作文本，面对面和风细雨

地给我们讲，哪个词语用得好，哪个句子写得妙，哪

个段落有意思，哪个事例有力量……”这是四五十

年前的事了，那炉炭火应该还温暖在当年学生的心

间。诸老师从教四十年，何止弟子三千，如果沐浴过

他春风的学生都能这么有心有情，该会写出多少他

的学无厌教不倦的感人文章啊。

诸老师在岛石整整十六年，人的一生有几个十

六年啊! 他把一生中最宝贵最富有活力最富有才情

的风华奉献给了这片深山区，山水有灵有情的话，

这里应该留有他释放过的洋溢热情的余温，应该还

能感受到他挥洒过的智慧才情的灵气。但他真诚的

付出没有得到相应的回报，终其生都是一介寒士，

两袖清风。后来有人用不无同情的眼光看他，有的

甚至语言神情中有点轻慢，他也不介意。也许他是

只顾耕耘不问收获的人，学生能健康地成长成才就

是对他最好的回报。他是个忠厚老实人，到了人生

的终点回首往事时觉得无愧于世无愧于人，会获得

良心的慰藉，灵魂的安宁，就是一种最珍贵的回报。

而我在想，命运之神安排他做一个忠厚老实人本

身，就是对他并不漫长的一生的最好回报。

1981 年秋，我到昌化中学任教，诸老师已先于

我到这里了，我们有幸共一个教研组做了八年同

事。他年届不惑，正是成熟、精力充沛而意气风发的

人生阶段。但在我的印象中，他越来越像个小老头

了。他仍旧不修边幅，穿着随意得很，嘴唇周围经常

胡子拉碴的。他的那副近视镜的镜架上好几处粘上

了白色胶布，他看书备课批改作业神情专注，眼睛

贴近桌面，有时摘下眼镜看。他读到一篇优秀作文，

兴奋之余，还朗读给我听，还递给我，要人和他一起

欣赏分享。我看见他在一些精妙语句处下方画满了

一排排红色的小圈圈，旁边精要的眉批后还有一个

醒目的“! ”，末尾更是留下了几行隽秀字迹的评语。

我想，这个幸运的学生会把这些鲜红的字迹珍藏在

记忆中永不磨灭，伴随终生的，会时时深情地回味

老师当年对他的赞许和鼓励的。有时教研组办公室

里，大家探讨某个教学上的细节，当同仁的见解与

他相左时，他会爆出一句杭式昌化方言———“不会

的吧! ”惊讶得瞪圆了眼珠，那聚焦的目光透过厚厚

的近视镜片射出来，有点骇人。他对浮俗的世风很

愤愤，但很坚持政治原则，听到有人的谈吐与主流

舆论导向相悖时，他会谆谆劝导诫勉。他很反感一

边吃肉一边骂娘。有人说他正统，有人说他迂腐，但

我认为他是严肃的，是认真的，是与人为善的。有

时，大家会自觉不自觉地弄点荤素搭配的市井段子

调节一下胃口，正好触到他的兴奋点了，他也会冷

不丁地冒出一句岛石的俚俗言语来。大家笑了，他

更是抑制不住地“哈———哈———哈———”大笑，是真

正的爽朗。他脸部的肌肉放松了，眉眼之间的锁节

散开了，一扫憔悴之气，兴奋波冲出他的厚镜片辐

射开去，很感染人的。这是我看到的他最放松最开

怀的时候。

他走路是那种来也匆匆，去也匆匆的样子，总

让人觉得他很忙。他的脚步迈不大，是碎小的步子，

但走速并不快。他的脚有疾，双脚的形状与常人不

同，脚掌平，脚趾有点向上翻翘起。我观察他每迈出

一步，好像脚后跟先着地，然后脚板像圆体物一样

向前略滾卷着接触地面，而不是整个脚底同时落地

的，行走时身体摆动的幅度很大，看着很累。只要他

穿过的鞋都是两头翘起，像一条小船。

那年，他的母亲从杭州来他这住了一段时日，

他周全地伺候着，更忙了。他的为人子非常的传统。

他说母亲老了，到儿子家里来得一次就少一次了，

要每个星期陪她到昌化镇上转转看看，不能总让她

闷坐在家里。人们常常看到他们母子彳亍在昌化大

桥上的身影，他一手搀扶着母亲，一手提着菜篮。走

上一段，就让母亲扶着桥栏杆休息一会，走完一百

多米长的桥不知要用去比别人多化几倍的时间。他

每天早上为母亲去镇上买馄饨或豆浆、油条，说隔

天换着吃，不会吃腻。他托人到乡下买猪油渣，因为

那东西香脆可口，母亲爱吃。我说，买点生猪油来熬

不就可以了吗，何必多费周折。他说，熬出那么多猪

油吃不掉呀。夏天的一个周末，我到学校旁边的昌

化溪中捕了一些小鱼回来，遇到诸老师，我要他分

点去，他犹豫片刻，说，好的，我要点。他解释是给他

母亲吃，杭州是难得看到这么新鲜干净的溪鱼的。

他从塑料桶里捞了一把，我要他多捞点，他说够了

够了。我知道他的心思，是不好意思，怕误解他贪小

便宜，就再捞了一捧给他。

1989 年的政策，在农村任教者可以给一个子

女办理“农转非”。诸老师有两个女儿，都是农业户

口。没有能力来改变女儿的身份，恐怕这是他的一

块心病。于是他享受到这一优惠政策，又从城镇辗

转到五十多里远的颊口中学去当初中教师。其实，

“农转非”惠及教师，其中的含金量已经非常稀少非

常稀少了，而对于诸老师来说，无异于久旱盼得甘

霖。行前，语文组教师全员合影，当时的组长程小

戎老师书写了我们两人合拟的一联：同耕共耘春

秋经十度，苦学勤教道路历几程，算是给他的勖

勉送行。他很激动，镜片后面的眼光晶晶的。几

年后，为子女“农转非”而下到乡中学的几位老

师都调回了昌化中学，唯独诸老师没有回来。他

是很想回来的，这里工作环境熟悉，生活上也比

农村方便，还有，他想在县属中学退休。但不知为什

么，他没能回来。听说后来有人和他聊到这一话题，

他笑着说，平庸之人，没人要我了!揶揄乎？自嘲乎？

无奈乎？沮丧乎？

2000 年，我和他在一次教研活动中相遇。活动

间隙，他拉着我到无人处坐下，告诉我，明年要退休

了，但高级职称没有解决，你帮我想想办法。我很吃

惊，像他这样资深素质优业务强的老教师，大多在

十来年前就评上了高级教师。我知道他不是为了高

级教师的虚名，而是为了退休后能多得到一千多元

的退休金。一个靠菲薄的薪金居家度日的教师，每

月多一千多元钱是能明显感受到生活质量的提高

的。我顿时心生感慨，一个杭州人，一个“文革”前的

大学毕业生，细雨润物般地育人，殚精竭虑地教书，

把自己一生的风采才华都奉献给了临安山区的教

育事业，有功劳还有别人少有的苦劳，临近退休了

连个高级职称都没评上。他说，早年是自己拖拉

着，总认为来得及。我说，那就抓紧申报呀。他

说，“申报了，我的论文不行，我的笔没有墨水

了”。我再次心生感慨，浮现出他当年在高考作文

讲座时的形象，那脱口而出的连珠妙语哪里去了!
那口若悬河的诗书才气哪里去了! 我给他打气说，

这个高级职称一定要评下来，也一定能评下来的。

他叹了口气说，惭愧! 老了! 朽了! 我真诚地告诉

他，你的高足那么多，遍布临安的高、初中，不

乏一流的写手，让他们帮你整理修改一下，只要

你开口，他们就没有推托的理。我随口报出了几

个他学生的名字。他连说，好的，好的，并告我

如需我帮助的话就去找我。我答应了。但那以后

他并没有联系过我。

最后一次看到他是在十多年以前，我早餐店

里遇到他。他没大变，精神很好，很乐观。他说，

那年高级职称评上了，退休后被天目外国语学校

聘用，钱多钱少不是主要的，闲在家里空落落的，

农活做不动也做不来，还是教几句书充实点。

前几天在微信圈读到一篇悼念他的文章———

《诸老师，我们送你来了》，我在评论栏中写下：

“一个忠厚老实人!”程小戎老师在我评语的下方

写下：“评价精准!”

山水有情留余温
———悼念我的同事诸炳水老师

阴 东耳子

愿意蹲下来捡起地上薄薄的一

张纸片是一种美，愿意在别人困境

中伸出援手是一种美，愿意督促他

人改正错误也是一种美。我们的班

主任是我心中最美的人。

我们称我们的班主任为丹姐，

一来是她有一双晶亮的眼睛，还有

时常撅起的红唇，加上走起路来双

手一摆一摆的样子煞是可爱。二来

是她整日挂着笑，就像我们的太

阳，时刻温暖着我们的内心。

记得有一次中午，丹姐来到教

室，很严肃地说：“今天傍晚，我

们全班 同学 要进 行 一 项 体 育 活

动———长跑！”话音刚落，全班哗

然，有求饶的，有讨好的，甚至还

有抱怨的……只见丹姐闭眼、转

身、走人，留下身后一片“鬼哭狼

嚎”。

傍晚，我匆匆洗完头，赶往操

场，只见大部队已经整装待发，我

的心砰砰直跳，生怕等下丢脸丢大

了，但是我还是快速溜进人群，只

听耳边呼呼的风声一直作响，心中

的怨气也一并涌上，心想：丹姐，

你好狠心啊！居然让我们在寒风中

跑步啊！但是谁叫你是我们的丹姐

呢？哪怕有怨气我们还是踩着整齐

的步伐，呼喊着响亮的口号，迎着

寒风一圈又一圈的努力跑着。天渐

渐暗下来了，身子也渐渐热了，步

伐却越来越重了。忽然身边多了一

个人影，那是谁？一看，原来是我

们的丹姐。只见丹姐满头大汗，气

喘吁吁，原来丹姐一直和我们在一

起！

还记得军训时，我们因为没有

喊“教官好”而被教官罚蹲时，你

脸上那疼惜的表情；还记得同学做

错事时，你意味深长的话语；还记

得同学生病时，你那担忧的神情

……一幕一幕，浮现在了我的眼

前，你的心中一直装着我们。脚步

渐渐轻了，心也渐渐平静了，因为

有你———我们的丹姐。

回到教室，我发现疲倦、劳

累、无奈都写在了丹姐的脸上。一

阵莫名的揪心，很痛，很痛。只听

见丹姐喘着气，涨红着脸大声地

问：“大家说，我们能不能跑好

操？”“能！”我们齐声喊道，原来

那几个调皮的男生今天也莫名的听

话。“我看今天大家的跑操比早上

好一千倍，那既然大家能做好这件

事，为什么不一开始就好好去做

呢？一定要我监督吗？”丹姐语重

心长地说着。“不是！”我们齐声

喊道。丹姐接着说：“我相信，我

们班的孩子都是懂事的孩子，只要

下决心就一定能把事情做好，无论

是学习还是生活！”底下响起了一

片掌声。

此时的月光淡淡的，洒在窗边

的花坛上，那么的柔，那么的美

……

我的老师———王海丹

她素面朝天，但是气质过人；

她人高马大，但是温柔可爱；她认

真严厉，但是耐心体贴……这个人

是谁呢？她就是我们的班主任———

老杨。

记得开学初，我吃过中饭后发

现有道题目不会做，就拿着题目去

问老杨，轻轻地推开门，一股菜香

味透过门缝飘入了我的鼻尖，只见

老杨正端着一个饭盒津津有味地吃

着自己的午饭。吃饭的时间不是早

就过了吗？教师的吃饭地点不是食

堂吗？一连串的疑问在我心中窜

出。“有事吗？”只听见老杨边吃

边问 。“我有 一 道 题目 不 会 做

……”我感觉不好意思，老杨还在

吃饭呢！“快过来！我看看！”没

想到老杨居然放下了手中的饭盒。

老杨一点一点为我讲解着题目，我

思路渐渐地清晰，最终茅塞顿开。

当我心满意足地拿起本子转身想走

时，发现老杨饭盒里的热气已经散

尽。

“老师，饭都凉了！”我很愧疚

地说。“饭冷了没关系，还能吃，

只要你能听懂就好！”只见老杨拿

起饭盒，又大口大口的往嘴里塞着

饭。终于想起，第四节不是老杨的

课吗？下课时老杨说上次作业有错

的要拿给她检查，老杨一定是为了

给那些同学讲解题目而耽误了吃饭

的时间，于是请其他老师帮忙带饭

了。老杨阿老杨！你怎么就这么不

爱惜自己的身体呢？我默默地走出

了办公室，内心更多了一份愧疚和

自责。

老杨就是这么一个人，对于我

们的学习总是千叮万嘱，对于我们

的生活总是无微不至。所以对于教

书育人这个工作，她就是这样一丝

不苟，尽心尽职。还记得在运动会

上，我们要表演一个节目，老杨为

了教我们跳鬼步舞，请教了她的舞

蹈教练，对着刚拿到手的视频反复

练习，第二天不厌其烦地指导我

们。这就是我们的老杨，她时刻陪

伴在我们身边，教室里是清晨批阅

的身影，寝室里是她深夜拽被的身

影……

美是心中的一道风景。老杨面

带微笑，激情澎湃的上课时是一道

美丽的风景；老杨仔细阅题，认真

答疑的批阅时是一道美丽的风景；

老杨亲切和气，问寒问暖的交流时

是一道美丽的风景……老杨，在我

心中你最美！

我的老师———杨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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