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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一支粉笔写辉煌，两袖清风谱曲忙。
三尺讲台耕日月，四方紫砚种文章。
五车学问教童稚，六德熏陶育栋梁。
七步八斗桃李艳，丰收九十满园芳。

(二)
时雨滋生万木稠，芬芳桃李遍神州。
释疑解惑培人杰，沥血呕心塑俊流。
两袖清风彰正气，一支粉笔写春秋。
甘为老干扶新竹，大爱无疆孺子牛。

(三)
讲台三尺美名留，转眼之间白了头。
一世育人如倦马，终生启智似耕牛。
无私送去多情雨，有爱迎来五彩绸。
桃李花开才俊涌，振兴中华显风流。

(四)
粉尘揾染满头霜，尽浣青丝沐仲阳。
白昼课堂精授业，更深陋室细批章。
舌耕播种春蚕效，传道昆苗炯烛光。
回首从教几十载，满园桃李各凝香。

教师节礼赞
颜玉华

总是在黎明时想起你
是你捧起晨曦中第一丝光亮
将汗水甘醇成露珠
滋润着嫩嫩的幼苗
迎着朝阳
把青春燃烧成茁壮的底色

总是在午后的阳光中想起你
三尺讲台上你正挥汗如雨
那方黑色的土地
吮吸着你的浓浓心血
你的青丝
又被粉笔染白了几缕

总是在清风习习的夜晚想起你
灯光下你在默默耕耘
你窗前的那盏灯
闪耀了你的多少春秋
那灯光已经装满你深深的皱纹

今天
我不愿把你比作燃烧的蜡烛
那样殚精竭虑太残忍
也不愿把你比作吐丝的春蚕
那样呕心沥血太叫人心疼
我只想说
你就像山涧中流淌的清泉
将甜蜜和芬芳浸入大地时
也给自己激起了绚丽的浪花

敬爱的老师
佚名

受朋友之邀，到老家六垛小聚。途径母校“苇荡中学”时，不
由自主地停下车，快步走向校门。站在写着“射阳县苇荡小学”的
校门前，我心潮起伏、思绪万千……

我的母校原名叫“射阳县苇荡高级中学”，位于射阳县和滨
海县、淮海农场交界处的六垛乡境内。苇荡，顾名思义，此地盛产
芦苇。清朝时，此地叫“苇荡营”，在五岸居委会境内曾有一个专
门管荡务之事的衙门，相当于现在的县级建制。建政时改叫苇荡
乡，1958年成立中学，取名苇荡中学。

苇荡中学当时在射阳县知名度很高，教师绝大多数都是苏
南下放来的，学历高，教学水平好，学校的教学质量名列全县前
列。滨海县、淮海农场干部子女都托人情、找关系，才能进校。

在此，我度过了二年半的高中生涯。那时，学校实行开门办
学，“学工、学农、学军”，还大搞“勤工俭学”。为有一个创收基地，
学校组织学生实行半天上课，半天劳动，每人发一个劳动表现记
载本，奋战几十天，将几十亩的乱坟场平整成种瓜、种菜、长粮食
的小农场。忘不了高中毕业离校前的那个晚上，我和几个同学晚
饭后在学校玩，说着往事、畅想未来，大家都很高兴、也很开心。
可不知谁说了什么，勾起大家对学校劳动多、学习少而带来的不
快，也记不清谁提议的，要给学校留点印象。随后，我们几个同学
一起到学校小农场的南瓜田里，将成熟和未熟的南瓜全部摘下，
未成熟的瓜全部列队摆在瓜田路边，成熟的每人抱几个到靠近
学校的同学家煮瓜咸、烧瓜汤吃。事做了，气撒了，学校也知道
了。班主任肖云老师找我们去谈话，我们心想，反正毕业了，大不
了挨骂、吃批评，但一想到毕业证还没有拿到手，团组织关系还
没转，不免又担心起来。怀着忐忑的心来到肖老师办公室，肖老

师一脸严肃，但语气温和；声音不大，却掷地有声。他仍已一贯的
严格的工作要求、严谨的教学态度，和循序渐进、由表及里的工
作方法，指出我们的做法是错误的，剖析致使我们做此事的根
源，严明任其发展下去的后果，并语重心长地说：“小洞不补成窟
窿，涓流不堵必毁坝。在校学习是一阵子，养成不良风气影响你
在社会上做人做事可是一辈子！”通俗的比喻、深刻的道理，犹如
春风化雨，令我们茅塞顿开，心服口服。至今想起，仍为当时的做
法感到羞愧，为有这样爱生如子的老师感到幸运。
“请问你进校园吗？”正在我遐想时，学校门卫热情友好地问

道，拉回了我的思绪，我说明来意，信步踏入校园。
眼前的校园面貌全非。睹物思情，记忆犹存。校门口那条南

北方向的宽敞的水泥路，已拦腰截断，高高的土堆和深深的坑塘
横在面前，问施工人员得知，此处正在建一幢教学楼。路东侧原
勤工俭学开挖的鱼塘，现变成了新颖漂亮的幼儿园，蓝白相间护
栏内的活动场地上，数十名幼儿，有的在追逐欢叫，有的手拉手
在跳跃，有的争先恐后在爬滑滑梯，清脆的童音、甜美的笑容，令
人心情愉悦。青砖、青瓦的平房老教室，变成了一幢造型别致的

教学楼，楼前的梧桐树挺拔屹立、枝繁叶茂，那窸窸窣窣地声响，
像是在问候，像是在叙说；花池里的月季花，虽没有盛夏开得那
么鲜艳、亮丽，仍精神十足地在秋风中摇曳，像是在点头致意，像
在舞蹈欢迎；原长瓜、种菜、长粮食的小农场，变成了供老师居住
的崭新的幢幢连排别墅。

楼上教室里传来了朗朗读书声，凝神静听，从稚嫩的童音
里，看到了孩子们对知识的渴望、对未来的憧憬，而我似乎又回
到了从前。走进教师的办公室，教师们在专心致志地工作，有的
在批改作业，有的在认真备课，有的在为差生补课，从他们的神
态里，看出刻苦勤奋、诲人不倦的可贵精神，和甘为蜡炬、无私奉
献的高尚品质。正是有了他们今天的辛勤付出，才有了我们学生
明天的辉煌。敬佩之情，油然而生。

询问得知，随着形势发展，机构改革的深化，学校布局进行
了调整，苇荡中学也由高中变成了初中，初中又变成了完全小
学。现任的王达兵校长，也从高中教师、到初中副校长、校长，再
到现在的小学校长，任劳任怨、无怨无悔地扎根在农村学校，把
自己的青春年华，奉献给家乡的教育事业，令我感动。

时光荏苒，岁月流逝，转瞬间我已阔别母校四十多年，虽然，
母校已从高中演变到初中、小学，规模在变、环境在变，但在我心
中的位置永远不会变。回望母校，一种热爱母校的情愫，从心中
涌起。母校，我和你就像小溪和大海，禾苗和大地，是你启发我用
新鲜的眼光去发现美，引导我以求知的心灵去感悟世界；是你赠
予我知识，教我懂得道理，让我放飞远大的理想，走向了广阔的
社会天地。我要由衷地道一声：感谢您—————母校！忘不了
您—————老师！

回望母校
高亚

我在小学读书时，印象最深的是姓左的语文老师，那时他
约莫 20来岁。他为人诚实忠厚，心地善良。他中等身材，英俊
潇洒，标准的读书人的斯文模样。很多年后，他那呼唤学生和
蔼可亲的声音仍回响在我的耳畔。

左老师无微不至地关爱每一个学生。我应该是他最操心
的学生。我是一个孤儿，父母去世后，我跟着奶奶生活。左老师
了解我的情况后，常常到我家里向奶奶介绍我在学校里的表
现。我受到表扬，比以前更加自信了。

有一次，左老师带领全班同学到 20里以外参观海边农场
的一架喷洒农药的飞机。返回时，他让同学们各自从离家最近
的路口回家，一而再再而三地叮嘱大家注意安全。我回家还要
经过一条没有桥的小河，河水深不见底。左老师很不放心，要
牵着我过河，我说不要紧，不让他送。他仍很担心，后来委托外
班一个年龄大些的同学照顾我才放心。

我随着那个同学过河，转头向河对岸一看，左老师还站在
河边望着，见我看他，他就向我招手。面前是流淌的波光，背后
是灿烂的晚霞。这是我记忆中一幅最美的图画，每次想起不禁
热泪盈眶。

在后来的日子里，左老师多次找我说：“你要学会自己管
理自己，好好学习，任何有志者，最终能成大事。”左老师的话，
是我前进的动力。

为了提高我们的写作能力，左老师到处搜集报纸上的文
章和文学作品中的选段。在那个物资匮乏年代，穷乡僻壤之
地，他自己动手，刻钢板、油印、手抄，把那些文章呈现在学生
面前。我平时爱读课外书籍，在他的倡导鼓励下，读书写作的
兴趣更浓厚了。我知道他的心意，不仅是为了学生能在考试时
多得几分，而是为国家培养人才。的确，他对每个同学都寄予
厚望。

几经辗转，我也走上了三尺讲台，一直尽力做一个像左老
师一样被人敬佩的好老师。

不久前，我接到同学电话，说 103岁的左老师驾鹤西去
了。我拿着听筒呆站着，悲痛欲绝，从心底里迸出四个字———
“师恩如山”啊！

师恩如山
江正

在我童年的梦中，理想的光环时刻映
照着我。它是我的精神动力，是我漫漫人
生道路的路灯，引导我一路前行。

刚上小学时，我看到慈祥的老师站在
讲台上，用辛勤的汗水浇灌着一朵朵“鲜
花”，敬佩之情油然而生。那时，我就想长
大后成为一名人民教师，从事太阳底下最
光辉的事业。

但残酷的现实让我与老师这份崇高
的职业擦肩而过，竟然从事了农村金融这
一职业，但我对做老师的这个梦想始终没
有改变。我爱上新闻和文学写作后，居然
圆了我的老师梦。更令人不敢想象的是我
的听课对象中，不但有我行新参加工作的
大学生员工，而且也有人民银行和农业银
行等金融单位的领导和同事，尤其是我结
合采访体会，以小见大的文章标题，再加
上我激情高亢的声音，不断赢得讲台下阵
阵热烈掌声。还有一次，我清楚地记得那
是 2014年秋学期，我们农商银行举办“诚
信大家谈”征文比赛，洋马小学特地邀请
我为同学们上了一堂作文课，那是我的人
生中第一次走上讲台，我从如何挖掘发现
身边的诚信故事，然后到如何撰写诚信故
事，给同学们作了深入浅出的讲解，得到
师生们的一致好评。那天晚上我回来后兴
奋得半夜不能入睡，夜里还做了一个梦，
梦见自己又到另外一所中学，站在讲台上
为同学们上起课来……

前几天，我在《人民作家》微信公众号
上看到了贵州一位名叫陶兴明诗人写的
《老师我为你歌唱》散文诗，让我再一次对
老师产生敬重之情。“你穷尽毕生奋斗在
讲台，你顶风冒雨奉献在讲台，你生命的
花朵在讲台上盛开，你生命的火焰在讲台
上耗尽；你像校园高大的槐树，花开四季
绿树成荫；你捧着教案走进教室，挥洒滴
滴汗珠，留在校园小路的串串脚印；岁月
的沦桑爬满了你的额头，粉笔的白尘染白
了你的双鬓，那一摞摞专业耗尽了你的生
命，播种希望的讲台仍然回响着你的声
音；站在你执教的讲台，眼睛总是盈满了
泪水，‘一日为师、终生为父’，我忘不了你
切切真情；老师你因为我们而老，我们因
你而自豪……”陶兴明老师的话犹如黄钟
大吕，震颤在我的心灵深处。

说心里话，我喜欢教师这个职业，敬
重老师这个称谓。虽然我的人生中只有几
次讲课的经历，但生活里却与老师有着无
法割舍的情缘。我当勤学自勉，努力精进，
从而不负自己曾经有过“老师”这个称谓。

我的老师情结
张建忠

斗转星移，转眼到了第 35个教师节了。想起第一个教师
节我还记忆犹新。

那一年，我还在临海镇中五村担任村党支部书记。9月 6
日，我接到临海镇党政办通知，9月 10日在八大家影剧院召
开全国第一个教师节庆祝大会，经党委研究让我作为各村代
表发言，主题是如何做好尊师重教工作。实际上我是支部书
记当中文化水平最低的一个，怎么叫我发言呢？我参加扫盲
班学习，平时一直靠自学，积累了文化知识，加之在大队文艺
宣传队呆过十几年，语言表达不错，记忆力更好，一般稿子看
了几遍也都能背上，镇、村大会小会发言都是脱稿即兴发言，
同时我的声音宏亮、有节奏感，还带上几句顺口溜，观众都喜
爱听。

接到通知后，我连夜写发言稿，写什么？如何写？因我对
教育情有独钟，在我担任生产队长、青年书记、大队长、村书
记十几年间，我是学校的常客，做村书记时，工作再忙，每周
必须到学校去走走、看看、听听，和老师们谈谈心拉拉家长。
当时我们村有小学、初中，一度时间还设了高中部，俗称叫做
“初中戴帽子”。所以我对学校的情况比较了解，笔下文章就
好写多了，于是，我写了千把字的发言稿。第二天我踏着自车
行去离家 20多里的党政办通稿，办公室主任对我说：“张书
记，你这稿对尊师重教说得很到位，措施也很扎实，发言时争
取脱稿，带点精气神。”

1985年 9月 10日下午两点钟，800多座位的八大家影
剧院座无虚席，全镇近 500名教职员工和三级干部参加了庆

祝大会。教师代表发言后，主持人说：“现在请中五村党支部
书记张同祥同志代表各村发言。”

我成竹在胸地走到讲台旁，用宏亮的声音脱稿即兴发
言。我没有什么客套话，开门见山：“老师们，今天是你们的节
日。一方教坛留下你敬业的身影，三尺讲台有你耕耘的足迹，
老师们辛苦啦！”
“哗啦啦”台下一片掌声。我讲了尊师重教的重要性，全

场鸦雀无声，发言到结尾，我用了排比和顶真句：“百年大计、
教育为本，教育大计、教师为本，国家靠建设、建设靠人才、人
才靠培养、培养靠教育、教育靠谁人？就靠在座的园丁们。谢
谢大家！”台下“哗”的一声全场起立为我鼓掌、喝彩！当时我
太激动了，在台上连向大家鞠了三个躬。

散会后，党政办主任让我去书记办公室一趟，书记说：
“你今天发言很精彩，代表了大家的心声，辛苦了，今晚留在
这里，我们陪你吃个晚饭。”当晚，书记、镇长陪我在政府食堂
开了小灶。从那以后，我更加重视尊师重教工作，后来我调至
镇广电站工作，回家一定去学校看看成了我的“职业病”。这
么多年来，我一如既往的支持和协助本镇中小学开展校园文
化活动等，还多次走进校园开展道德教育、传统教育和红色
教育。因为我没有念过几年书，至今没有同学聚会，看到别人
同学聚会心里很羡慕，但在我的成长过程中有无数位“老师”
指点与帮助过，自己点滴进步都离不开他（她）们，借此机会，
我要郑重地道一声：老师们，教师节快乐。

难忘第一个教师节
张同祥

学生时代，我喜欢看书到如饥似渴的地步。初三那年秋
学期，我为了满足疯狂的读书欲望，收集来自各个渠道的书，
然后就是晨昏颠倒地读，导致成绩一落千丈。我知道自己无
论怎样努力，成绩也不可能赶上。重要的是我忍受不了没书
读时百爪挠心般的折磨，索性就破罐子破摔，尽情享受阅读
带给我的身心愉悦，肆无忌惮地课下看，课上也看。

班主任倪老师教我们语文，我语文成绩出色，所以他还
是比较喜欢我的。其他任课老师却不然。除语文课外，上其他
课时我公然看课外书。后来，倪老师知道了我上课偷看课外
书的事，找我谈话，把我狠批了一顿，说我这是对自己不负
责，对老师不尊重的表现。勒令我写出书面检讨。我的检讨
书如期上交，但对其他老师却是气愤得很。我固执地认为，一
定是有人向倪老师告了我的黑状，我毫无来由地把这笔账记
到那些老师身上。你不是想治我吗？你越不让看，我越看，看
你能把我怎样！

一次，我好不容易借到一本《聊斋志异》，答应下课就还
人家，反正那天没有语文课。课上，我全身心投入到书中的故
事，被书中的人狐之恋感动得唏嘘不已。突然，同桌碰了我一
下，我没理他。他又碰了我一下，我正看到精彩处，对同桌的

打扰很是气愤，正想责问他，抬头一看，发觉倪老师就站在身
后。倪老师的目光刀子一样射向我，“拿来！”我乞求他：“这不
是我的。”“拿来！！”眼见倪老师没有商量的余地，我只好乖乖
地把书交到他手上。下课后，同学找我要书。我只好硬着头皮
去找倪老师，倪老师说：“书会还你，但不是现在，期末考试必
须门门达到 70分，否则免谈。”

没办法，我只好忍痛割爱，把心转移到功课上来。期末考
试，我险胜。倪老师把书还我时说：“多读书是好事，但是得有
所侧重，功课不能落下啊。你父亲为你荒废功课而忧心忡忡，
我如果不这样对你，就对不起你父亲，好好学习，考上高中才
是你目前最主要的事。”我一下子明白了，原来是父亲找过倪
老师。现在想来，无论是谁，都是出于关心我，不忍心看我滑
得太远。

后来，我如愿考上高中，又考进大学，毕业后也做了一名
教师。如今，无论我工作有多忙，但我爱阅读的习惯依然没
变。在众多书籍中，尤其记得那本被老师没收过的书，记得由
那本书引起的故事。可以这么说。没有倪老师，就没有我的今
天。

老师“缴”了我的课外书
春水

在教过我的老师中，最让我难忘的是初三时的朱老师。当
时，朱老师教我们语文课，并且担任我们班的班主任。那时，朱
老师也就二十多岁的年龄，管理我们这些十五六岁的大孩子，
却也挺有一套。

记忆中的朱老师有着乌黑的头发、略显苍白的脸和同样
苍白的手指。当他那苍白而修长的手指捏着一截粉笔，在黑板
上奋笔疾书时，我们常常像欣赏一个书法家的题字一样，怀着
几许敬意去看。写完板书后，朱老师总会习惯性地甩一甩略微
有些长的头发，紧接着开始他下一步的讲析。他的语言绘声绘
色的，嗓音很有磁性，有关课文作者的奇闻轶事，有关课文中
人物的传奇故事，他都能侃侃而谈，让我们听得入迷。

朱老师给我们推开了一扇又一扇的知识窗，历史上各个
阶段的各类人与事都在语文课本中纷纷闪现，我们的视野通
过语文这扇窗，得到了最好的拓展。朱老师渊博的学识、幽默
的话语、亲切的态度，都加深了我们对他的敬意。那段时间，我
们不再觉得学习是件苦差事，反而觉得很有趣。

至今，我依然清晰地记得，他在给我们讲《出师表》时，插
入的关于诸葛亮的一些故事。我就是在那时，认识了英勇的赵
云，善于笼络人心的刘备，大义的关云长，莽撞的张飞，狡诈的
曹操……

三国故事在朱老师的描述中生动地展现在我们面前，那
样丰富多彩的情节，那样活灵活现的人物，那样引人入胜的境
地，这一切在他的娓娓而谈中，深深地刻在我们的记忆中。毕
业后，我曾经找来《三国演义》这本书，认真地去读，却怎么也
读不出朱老师讲述的那个味道来。虽说眼睛看着作者在书中
的描述，脑海里泛出的却依然是朱老师讲述时的腔调。我顿
悟，原来，一个老师对于他的学生，是可以有持久的影响力的。

毕业后，有关朱老师的消息依然在同学们之间传播着：朱
老师结婚了；朱老师被提拔为学校的教务主任，更忙了；朱老
师的课依然生动活泼；朱老师现在班里的学生依然是崇拜他
的……

不知是不是受了朱老师的影响，大学毕业后很多同学都
选择了教师岗位，我们常常会想起那年那月的朱老师，并在教
学工作中潜意识地效仿朱老师。朱老师独特的人格魅力对我
们的影响之深远，是难以估量的。我常常想，为人师到这种境
界也就是成功了吧！

永远的朱老师
刘立祥

美哉！射中 赵连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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