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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川沙中学四代师生演绎薪火相传
■ 劳动报记者 郭娜 文/摄 ������

“小 时候我以为你很美丽，领着一群小鸟飞来飞去。长大后

我就成了你，才知道那间教室，放飞的是希望，守巢的总

是你……”多少人，都曾经哼唱着这首《长大后我就成了你》，郑重

地将当一名老师写入自己最初的梦想。在川沙中学，就有这样四

代师生，他们薪火相传，续写了一段又一段的教育情缘。

首届毕业生中
一半都读了师范院校

“陈校长，早上好啊。”陈忠新
和吴骏德的两双手紧紧地握在一

起。如今站在一起的是两位校长，
而在 1982 年他们初次相见时，一
个是刚入职的新老师， 一个是青
涩的高中小伙子。

陈忠新是土生土长的浦东

人，1982 年从上海师范大学毕业，
被分配到川沙中学任英语教师 ，
和吴骏德所在的班级结下深厚的

师生情谊。“那时候我们都特别喜
欢陈校长，喜欢上英语课 。”尽管
也自己已经成为一名校长， 回忆
起读书时和陈忠新相处的点滴 ，
吴骏德依然十分动情。

“我 1984 年参加高考， 高考
那一天的场景， 现在还记得特别
清楚。”吴骏德校长说 ，考前陈忠
新一直在强调 “一定要坐到最后
一分钟， 仔细检查， 不要提前交
卷。”“但英语试卷太简单了，比我
们平时考得都简单， 考场上实在

坐不住了， 我们好多同学都提前
交卷了。”吴骏德说 ，陈校长看到
同学们提前交卷了， 急坏了。“是
不是太难了，不会做？”“老师，太简
单了，你放心吧，我们都检查了好
几遍了！” 同学们一起哈哈大笑。
这样的场景在吴骏德的回忆中闪

着光，带着青春年少的气息。
果然，同学们的英语成绩考得

特别好。“吴骏德他们是我首届学
生，有一半都去了师范类学校，其
中又有一半成了英语老师 。”“吴
骏德曾经担任川沙中学副校长 ，
现在是合庆中学的校长了。”陈忠
新说这话时，带着骄傲和自豪。

接力棒
传给一代又一代

陈忠新守在川沙中学里 ，站
在三尺讲台上默默耕耘。38 年里，
他送走了一届又一届毕业生 ，直
到今年正式退休。 然而陈忠新校
长留下的薪火在代代相传。

吴骏德考入上海师范大学政

法系政治教育专业 ，1989 年毕业

后回母校川沙中学任教。 和自己
的老师陈忠新成了同事， 共同教
书育人。“吴老师 , 又见到您太好
了！”龚瑞华有些激动。1992 年，正
在读高一的龚瑞华成为吴骏德的

学生。“我带了他们三年，从高一到
高三。”吴骏德说。看着自己班上那
个小姑娘也考入了上师大， 和他
一样选择回母校川沙中学当老

师， 吴骏德心中满是欣慰。“受吴
老师影响， 我觉得教师这个教书
育人的职业特别伟大， 所以我也
选择成为一名老师。” 龚老师说。

川沙中学，“长大后，我就成了
你” 的故事一代又一代延续着。如

今， 龚老师的学生石小洁从上师
大英语师范系毕业后， 进入川沙
中学南校担任英语教师。 在采访
现场， 已经调任上海第二工业大
学附属龚路中学党支部书记的龚

瑞华老师和学生石小洁深情相拥。
“龚老师 ，谢谢你 ，读书时一

直守护着数学成绩并不好的我。”
石小洁说， 龚瑞华是她的数学老
师，让她记忆十分深刻的是，每次
批改作业， 龚老师打的叉总是特
别小， 从种种细节中呵护孩子们
的自尊心。 龚老师还记下了每个
学生的生日，生日当天，学生们会
在自己的作业本上收到她写下的

特别祝福。“龚老师的这份用心，
我一直记在心里， 也会把这份情
意传递给自己的学生。”

龚瑞华说，一代代的师道传承
其实就是一种言传身教的榜样的

力量。“当时我在吴骏德老师班级
上犯了不少错， 吴老师从未责骂
我， 而是不断鼓励我。” 龚瑞华表
示， 自己做了老师才真正体会到
老师当年的辛苦和不易，“受吴老
师的影响，我也不轻易批评学生，
而是通过鼓励帮助他们成长。”

这四代人是师生， 是校友，是
同事，更有一个共同的称号：人民
教师。“路上碰到学生喊一声老师，
我觉得很满足。” 陈忠新说， 作为
一名老师，幸福就是这么简单。

向29.91万位教职工
道声“节日快乐”

在上海，全市各级普通学校共
有教职工数29.91万人，其中专任教
师数 21.17万人。专任教师中，普通
高校 4.46万人， 普通中等学校 6.76
万人，小学 5.68万人，幼儿园 4.14万
人，特殊教育 0.13万人。师德好、素
质高、专业化、创新型的教师队伍
成为上海深化教育改革、 加快推
进教育现代化的坚实保障。

教师是立教之本， 兴教之源。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一个人遇到好
老师是人生的幸运，一个学校拥有
好老师是学校的光荣，一个民族源
源不断涌现出一批又一批好老师

则是民族的希望。今天，让我们对
老师们真诚地说一声：节日快乐！

出于对可能产生的经济赔偿

责任的恐惧，解某交通肇事后，在
救人和逃逸的选择中， 选择了后
者， 并为此设计了一连串的防范
措施。然而，“狐狸再狡猾，终逃不
过好猎手”。

一通迟到的报案电话

7 月 24 日下午 5 时许， 张女
士赶到浦东交警支队责任区三大

队交通事故处理组报案：称其父亲
外出过马路，被一辆电动车撞倒。

前一天中午 11 时 40 分许，张
女士接到小区门卫电话，称其父亲
出事了。赶到时，其父躺倒在人行
横道线上不省人事。她第一个反应
是： 可能是脑溢血！ 张父有高血
压、冠心病等慢性病史。张女士立
即拨打 120急救电话求助。医生在
抢救检查中， 发现病患左侧头部
有外伤，诊断为“严重颅脑损伤”。

次日下午， 张女士赶到沪东
新村派出所报案。 民警通过调看
小区监控视频， 发现张大伯是在
该小区外穿越人行横道线时 ，被
电动自行车撞倒。 驾车人曾试图
搀扶倒地的张大伯，搀扶未果，迅
速骑车逃离现场。

一辆消失的肇事车辆

25 日一早， 专案组兵分两路
展开调查。 综合监控视频发现和
现场目击证人证言， 确认肇事人

为女性，反穿一件湖蓝色外套、白
色长袖手套， 下穿一件黑色七分
裤。所骑电动自行车为湖蓝色，车
牌号不详，无法看清脸部。

案发后，肇事人驾车最终消失
在东高路 26弄小区内。 当晚 7 时
30分， 疑似肇事车辆驶出小区。此
后，始终未再发现该车。肇事车辆
“消失”了，肇事人难道也“人间蒸
发”了？在前后调看了逾 60处监控
点位视频图像，并将小区范围不断
扩大， 5.1公里外的羽山路 1445弄
小区很快进入专案组视线。案发当

日中午 11时 22分，涉案车辆从该
小区内驶出，驶入浦东大道。通过
调看案发前一周视频， 肇事人的
出行规律被锁定。 但肇事人驾驶
的电动自行车颜色外观， 明显与
肇事车辆不一样。 专案组通过对
人体体形和驾驶动作的反复比

较，综合研判，锁定了嫌疑人，并
成功在其家中找到了她。

机关算尽一场梦

面对民警，肇事人解某称，撞

倒老人后，本想把老人搀扶起来，
未料情况比想象严重。 想到儿子
快要结婚了， 正为凑足彩礼钱犯
愁，哪还有钱赔偿人家。解某迅速
骑上车疾驶而去， 行至浦东大道
近利津路口时，停了下来。

为掩人耳目， 解某临时决定
更换了回家线路。当晚，解某驾驶
肇事的电动自行车离开小区 ，进
入小区外一条无名小路。 儿子名
下的一辆面包车就停放在路边 ，
她把电动自行车推入车内， 拉上
窗帘。 又连夜赶到车行新买辆紫
色电动自行车。 开着新车回到暂
住处，解某前思后想，决定不戴头
盔了，改用白色遮阳帽，遮阳衣也
换成件天蓝色的工作服， 并想好
了新的出行路线。

截至发稿， 解某因为涉嫌交
通肇事罪被浦东警方刑事拘留 。
■劳动报首席记者 包璐影 通讯

员 丁宏奇

雄风一号源自中国台湾，其主要成分鱼胶
低聚粉、雄蜂蛹、蛹虫草、地龙蛋白、L-精氨酸
成分，五大优质原材料合理配比，采用现代萃
取技术，精制而成高浓缩男士营养品 ，经专业
检测机构检测———是放心 、 可靠的男性营养
品 ，按周期食用感觉更好 ，本品携带 、食用方
便———吸收好 ， 自上市以来深受广大男性朋
友的青睐！

雄风一号诚祝你精力旺、身体壮、生活品质
好、幸福又自信。

七天一次 ，早晨饭前食用（可搭配温开水或
牛奶），一盒可食用一个月，三盒为一个周期，来电
可享受“买二赠一（同品同规格）”优惠套餐体验。

郑重承诺： 本品严格遵守国家相关法律法
规，诚信经营，绝不添加任何非法添加物质，如
有违背，售价 100倍赔偿，欢迎社会监督。

雄风
一号
关爱男性健康 到

货
了

七天一次、放心、可靠，食用方便、吸收好！

宝山区;德钦药房（同泰北路 150 号），惠仁大药房（一二八纪念路 680 号）。 杨浦区：黄兴路 1618 号（大
润发一楼汉寿堂），浦东区：利津路 453 号（静月星大药房），上南路 3521 号（卜蜂莲花二楼服务台对面
雷允上专柜），闵行区：罗秀路 1541 号（东升药房近镇西路）。 静安区：场中路 3272 号（寿益大药房）

专卖店：上海市黄浦区武胜路 479 号（盈谷贸易有限公司 \ 近威海路）
咨询订购热线：18721363080 021-36508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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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全球纳米科技 广告

免费送货

货到付款

广告

换服装、换工具，解某究竟为何要大费周章？

撞人后费尽心思躲避终被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