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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

温暖的记忆 人生的航标
———“难忘师恩”征文选登

我成了像您一样的人
■张英

1983年夏天， 我接到高考录取通知书，
一看信封上的落款是“陕西师范大学”， 我
扭头走了， 我实在不想当老师， 可我还是得
去。

进入中文系， 便被拥有不同课程教学特
点的老师们“宠爱” 着， 他们都有一个共同
点： 第一堂课一定是一黑板的阅读书目， 因
为那时没有PPT之类。 你若不及时地阅读这
些书， 课堂上老师说的是汉语， 你听的是中
国话， 但却听不懂老师的分析， 犹如听天
书。 于是， 只好硬着头皮赶着去读书。

现在还清楚地记得古汉语老师， 上了
没一个月的课， 一天下课时平淡地说：

“下节课考试。” 全班同学一致认为老先生
一定是老糊涂了， 但没人敢问白发老者，
大家都扑向图书馆， 借来各类型的古汉语
书籍。 考完试后， 老先生笑着说： “大家
预习得很好！”

渐渐地适应， 我也开始喜欢上了这所大
学。 老师们上课的动作、 语言、 神态渐渐地
融入到我的脑海中， 开始影响我。

每次上课， 他都是大步流星走上讲台，
随手将教材 《作品选》 撂在讲台上， 开始上
课。 从上课伊始到下课， 他一直在讲台上踱
来踱去， 眼睛不看教材一眼， 也不见他拿教
案， 口若悬河， 滔滔不绝。 作者生平与其时
代背景以及后代文人的评价融合在一起， 中
间穿插着正史野史的一些记载和掌故， 我在
下面听得痴痴的， 也在我的头脑中留下了深
深的烙印， 这就是我的大学老师。 他看了多
少书？ 怎么懂得这么多？ 头脑里怎么放得下
这么多诗词曲赋、 历史掌故？ 针对我的疑
问， 老师笑笑， 指指图书馆， 同时告诉我诗
词曲赋是他下功夫背的。 从此， 我的课余时
间更多地停留在了宏伟古朴的图书馆， 晨读
的内容不仅有英语， 更有了唐诗宋词。 这也
影响了我的研究生专业方向。

我没见过他翻阅教案， 在讲桌前一坐，
两手一交叉， 开讲。 同样是怀才不遇， 唐代
边塞诗派如何叙说， 田园山水诗派如何描
绘， 晚唐诗人如何表达， 宋词又如何发扬光
大， 细细叙述， 娓娓道来。 选修课也让人听
得大气磅礴、 如痴如醉， 我真佩服。

老师对我的影响越来越大， 也激励着
我。 读的书越多， 越理解了当时教学研究法
课堂上老师所讲的“给学生一碗水， 自己要
有一桶水” 的内涵。 毕业时暗下决心， 一定
做到： 我爱学生就如同老师爱我们一样。

不知不觉间毕业已经28年了，老师在课
堂上的身影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淡化，相
反，在我的教学生涯中，老师的教学理念、教
学方法正通过我而影响到了我的学生。 从我
登上讲台之初，学校就要求老师要有教案，也
时不时地检查，但我上课从不看教案，只有认
真思考过， 认真备过课， 讲起课来才游刃有
余，不受教案的约束。 同样的课，先后两次的
讲法会有不同。 我会针对学生的课堂表情随
时穿插一些相关的故事， 将已疲惫的学生思
维再拉回到课堂。如今，学生对我上课的反应
亦如我当初对老师的认识。

时代在发展， 社会在进步。 平日里在
QQ、 微信里我也时不时地发些牢骚， 甚至
自嘲自黑， 但新的一天， 仍然是该干什么干
什么， 走上讲台一如既往地认真负责， 因为
老师言传身教的影子刻在了我的心里， 是任
何尘埃也遮不住抹不去的， 我要让学生佩服
我就如同我佩服我的老师一样。 人的一生遇
见一个好老师是一辈子的幸福， 何况我遇见
了那么多的好老师。 在70年校庆来临之际，
我越发怀念和眷恋母校———陕西师范大学，
那永远是我的精神家园！ 越发感激我的老师
们： 张学忠、 杨恩成、 赵怀德、 曾志华、 马
歌东、 韩宝玉、 吕培成……是他们教给了我
知识， 也教会了我如何做人， 真正从心底里
种下了“学高为师， 身正为范” 的种子。

老师，我很庆幸，我成为了像您一样的人！
（作者系西安体育学院教授）

第一张奖状
■沈清云

徐文渊老师是小学五年级时才教我的。
他那时大约五十多岁， 岁月沧桑， 已是满头
白发， 但容光焕发， 他对学生既要求严格，
又慈爱温和。 但我印象最深的还是他的公平
公正， 他发给我人生的第一张奖状。

在小学的前面四年里,每次考试我总是
名列前茅， 到表彰的时候,和我同班的堂哥
总是大喊大叫:俺清仔一定有奖状!这话增添
了我对荣誉的渴望， 可是每次全校大会上，
老师念完了所有获奖学生的名字， 还是没有
我。 我一直不明白为什么?当我长大以后以
成年人的目光来看,也许是当时成绩虽好,却
太调皮， 不乖巧， 或是偶尔迟到的缘故吧。
可是当时我气愤难平， 到了五年级的一次表
彰大会， 我万分委屈地躲在教室里伤感， 却
不知道我渴望已久的奖状终于来到， 有同学
帮我领来了， 听说会上还念了我的名字。

面对那张奖状， 我真是喜极而泣,我终
于可以拿着它交差了。 父亲望女成凤心切，

无数次拿着我大哥几十张奖状在我面前喋
喋不休， 大致意思是我没有见贤思齐， 今
天我终于扬眉吐气了。 我至今仍记得奖状
上“优异的成绩” 五个字像一面旗帜在空
中飘扬。

后来听说， 那张奖状是徐老师据理力
争来的， 本来名额要给某个村领导的女
儿。

那时，小学实行五年制教育，学校为了
抓升学率，毕业班学生晚上从7:00到9:00
要“上夜校”。当时农村没有通电，坐落在行
政村的学校用燃气灯上课。 1987年的春
天， 全国经济还很落后， 同村同学逐年减
少，有的留级，有的辍学，老师到村里家访,
说服家长让孩子重返校园，收效甚微，到了
五年级，我是唯一一个家在自然村的小孩。

有一天， 晚自习放学了， 老师担心我
一个人回家不安全， 用自行车载我回家，
春天雨水多,乡村小道松软的土地和着雨
水在日间被来来往往的车辆及人群践踏得
泥泞不堪， 像猪拱成的泥潭， 糨糊似的红
泥边上到处是水洼,简直可以在上面插秧
播种， 很多地方根本不能骑车， 徐老师只
好用自行车推我前进。 小时候的我不懂得
表达， 只能在心里默默地感激， 只觉得老
师的背影很高大， 小雨毛毛地下着， 小村
人家蒙眬的煤油灯光映照出老师满头的白
发， 上面粘着细细的雨珠。 老师把我送到
家门囗， 一口水也不喝就回去了。

这个镜头定格成永远， 二十年来从不
褪色。 老师,我最尊敬的徐老师,愿您快乐
安康!幸福永远！

（作者系福建省诏安第一中学教师）

27年前的美丽时光
■张拥华

暑假里， 回到老家， 闲来无事， 翻起
老照片。 蓦然间， 一张小学毕业照闯入眼
帘———陈老师！ 坐在第二排正中间， 穿着
深色中山装， 面带笑容的大男孩！ 我的陈
老师！ 我有点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

27年前， 我们所在的山村小学迎来
了首批正规院校毕业的教师———英俊潇洒
的范老师和内敛稳重。 总是满面笑容的陈
老师。 陈老师读书真好听啊!有一天， 我
们学习 《桂林山水》， 他为大家范读课文：

“人们都说‘桂林山水甲天下’。 我们乘着
木船 ， 荡舟漓江 ， 来观赏桂林的山水
……” 那标准的普通话， 那时而平缓时而
高昂的语调， 如同天籁， 把我们带进了美
丽的幻境。 一遍读完了， 我还没有听够。
于是， 我琢磨着老师读书的语气， 一遍又
一遍地模仿。 原本不喜欢读课文， 常常装
腔作势躲避老师犀利目光的我， 从此喜欢
上了读书。

因为学校离家远， 高年级是要住校并
上早读和晚自习的。 一天晚上， 我突发奇
想， 说： "陈老师， 我们到山上去上早读
课吧， 闻着花香读书多好呀！ "陈老师沉
吟了一下， 说： “好吧。” 我们大喜过望，
欢呼起来。 第二天一早， 同学们捧着语文
书， 跟着陈老师， 一路雀跃着来到学校对
面的山坡上。 正是春暖花开时， 草尖儿上
的露珠在晨光下晶莹剔透， 杜鹃花一丛丛
一簇簇， 红得耀眼， 兰草儿东一株西一株
静静地吐着幽香……我们找到一块稍平坦
的空地， 捧着书读起来。 清风携着花的芳
香拂过， 掠过发梢， 掠过耳畔， 掠过鼻尖
儿， 我们带着浓重的乡音的读书声， 在这
样的清晨也变得明朗起来。 从这天起， 我
们的早读课堂就搬到了山上———我们或踱
着步子读， 或坐在草地上读， 或靠着大树
读， 或偎着野花读……坐得累了或嫌走得
单调了， 便干脆躺在爬满青藤的大石板上
读。 陈老师则静静地坐在一旁， 全神贯注
地读他的书， 时不时微笑着看我们一眼，
转而又投入到他自己的阅读中去。

冬天到了， 山风刺骨。 陈老师总是早
早地起床， 在教室后面的火坑里烧起一堆
旺火。 要上课了， 教室里早已暖烘烘的

了。 晚自习结束了， 火坑里还有未燃尽的柴
禾， 我们便围在火堆旁， 听陈老师讲他读师
范时的趣事， 讲他在外的种种见闻。 从未走
出大山的我们， 就在他娓娓的讲述里， 憧憬
着外面的世界。 火光渐渐暗淡下来， 我们总
是不肯散去。 一天晚上， 一个同学突然提出
让陈老师唱首歌给大家听， 陈老师竟腼腆起
来，忙不迭地说：“我不会，不会。”可是我们不
依不饶，纠缠不休：“陈老师，你唱一个嘛！ 唱
一个嘛！ ”陈老师无奈，只好清了清嗓子，说：

“那就唱一首《望星空》吧。 ”这首歌当时正流
行，我们都听过，却不会唱。 陈老师一边轻轻
打着节拍，一边轻轻地哼唱着，火光映红了大
家的脸，也映红了老师的脸……27年后的今
天，那一幕还清晰地珍藏在我心灵深处。

毕业了， 我们要回家了。 各自收拾好行
李， 按陈老师的安排， 路近的先送路远的我
们离开。 我们真舍不得离开朝夕相处的陈老
师啊！ 纷纷跟陈老师告别， 他却只是微微笑
着说： “快走吧！” 走在回家的路上， 我和
小伙伴们都默默不语， 因为不舍， 心里总是
沉甸甸的， 情绪都很低落。 走了大约两三里
地， 突然听到一个同学轻轻叫起来： “陈老
师！ 陈老师在后面呢！”

赶紧回头， 只见陈老师就在离我们三四
百米的地方， 一个人孤单单地走着。 他走得
很慢， 只是远远地跟着， 似乎并不想被我们
发现。 到了路的转弯处， 我们悄悄地坐下
来， 默默地等着老师。 陈老师走过来了， 看
到静静等待的我们， 很是惊讶： “咦， 怎么
不走了？” 我站起来， 对陈老师说： “陈老
师， 我们不会忘记你的， 我们会经常来看你
的。” 我没看清陈老师的表情， 因为一说完，
我们就一溜烟地跑了， 唯恐陈老师看到我们
因别离的酸楚而早已溢满眼眶的泪。

……
眼前的毕业照， 倏然浓缩了27年时光，

把我带回了昔日的美好： 陈老师淡淡的时时
挂在嘴边的微笑， 山坡上他凝神阅读的模
样， 林间宛转悠扬的口哨， 冬夜的火光中泛
着红晕的面庞和那略带一丝拘谨的歌声， 山
路上他默默相送的身影……一切都是那样清
晰， 仿佛近在昨天。

（作者系宁波华茂外国语学校教师）

记忆中的暖流
■程晓霞

每当踏上家乡那条悠长悠长的青石板小
路， 我的脑海中就不由浮现出一张慈祥、 和
蔼、 充满关切的脸。

那张熟悉的脸， 不知在梦中出现过多少
回。 每每出现， 我总是想大声喊： “老师，
是您吗？ 真的是您吗？ 老师， 现在的我和您
一样， 也成了一名小学老师。” 在梦中， 我
还像小时候那样， 趴在您的背上， 搂着您的
脖子， 亲着您的脸颊， 享受着那份独特的惬
意与温暖。

儿时的我， 多么不幸。 由于早产和先天
性髋关节脱臼的缘故， 走起路来一瘸一拐
的， 经常遭受伙伴的冷落和嘲讽。 形单影只
的我， 总是低着头， 弓着腰， 默默地承受着
这一切。

儿时的我， 又是多么幸运。 在那个丹桂
飘香的金秋， 孱弱的我， 终于一瘸一拐地迈
进了小学的大门， 幸运地成了您的学生。 我
知道， 这一天， 是多么的来之不易。 为了能
让我上学， 您不知跑了多少趟路， 不知遭了
多少白眼， 鞋底磨破了， 脚板起泡了， 喉咙
沙哑了， 终于， 您的执着感动了我那“铁石
心肠” 的母亲。

开学第一天， 全班同学都用异样的目光
瞅着我， 谁也不肯跟我这个“小瘸子” 玩
耍， 尤其是那几个调皮的男生， 还戏谑地学
我一瘸一拐地走路。 我默默地坐在教室的一
角， 孤单的心写满了自卑。 是您， 用温暖的
大手牵着我， 在教室和校园里自信地走了一
圈； 是您， 用慈祥的目光鼓励我要勇敢地面
对生活， 不怕别人的嘲笑； 又是您， 用柔软
的话语告诉全班同学， 善待他人就是善待自
己。 您的一言一行， 深深地烙进我的心坎，

也驻进了同学的心窝。 从那以后， 取笑我的
人渐渐少了。

然而， 那该死的先天性髋关节脱臼， 总
时时缠绕着我。 每逢下雨或下雪， 髋关节生
疼生疼的， 疼得我连地都不敢下， 上学自然
就更不成了。

一个风雪交加的清晨， 我呆坐在门槛
上， 忧伤地望着漫天飞舞的雪花。 突然， 一
个高大的身影出现在我的眼帘。 啊， 老师，
是您， 顶着暴风雪来了！ 您拍去满身的雪
花， 弯腰蹲下， 不容分说便让我趴在您的背
上。 那一刻， 我的眼眶润湿了。 我哽咽着，
搂着您的脖子， 趴在您的背上。 雪地里， 您
背着我一步一滑地行走在上学途中。 凛冽的
寒风像刀割似的， 鹅毛般的大雪纷纷扬扬地

“亲吻” 着您的脸颊， 可是， 您却没有皱一
下眉头。 您一边喘气， 一边鼓励我要笑对人
生， 努力学习。 您柔弱的背是那样的温暖，
您柔美的话语是那样的动听。 搂着您的脖
子， 贴着您的脸颊， 幸福就在那一瞬间被永
恒地收藏。

从此， 不管刮风下雨， 还是严寒酷暑，
您总是不容分说地背起我， 行走在往返学校
的途中。 家乡的那条悠长悠长的青石板小
路， 留下了您深深的足迹， 也留下了我永恒
的记忆。
（作者系浙江省常山县天马第二小学教师）

我的梦，因你而美丽
■夏康全

张慈惠老师， 是山村里的最美教师之
一。 他一心扑在教育上， 爱教成痴， 爱生如
子， 受到学生们的衷心爱戴。

任教三年后， 他被推荐读中师， 在校期
间， 他表现优异， 毕业时， 学校找他谈话，
有意让他留校。 可当他想到山区教师的紧缺
以及孩子们那一双双对知识充满渴求的眼睛
时， 毅然回到了崇阳县雨山乡———湖北幕阜
山区最贫困的地区。

他当班主任，当教务主任，当校长，影响
越来越大，上级教育行政部门几次调他下山，
但他依然次次婉言谢绝， 执着地留守在山区
学校。 他培养的学生，一批批走出山区，但他
却积劳成疾，英年早逝，将一个山区最美教师
的形象永远定格在崇山峻岭之中。

我读三年级下学期时， 张老师教我语
文。 我家离学校较远， 且都是山路， 上学很
不方便， 中午在学校搭伙， 一般蒸三、 五个
红薯， 蒸一小碗青菜， 便是一顿丰盛的午
餐。 没有米饭， 没有荤菜， 想吃肉， 几乎是
做梦。

不过，那时老师的待遇还不错，餐餐可吃
钵子饭， 每月可以打一次牙祭———每位教师
供应半斤肉，蒸一钵子肉汤。 一天中午，阳光
灿烂，我坐在教室旁边的草地上，享受着我的
红薯和青菜。这时，张老师端着一个钵子朝我
走来，在我身边蹲下，动作非常娴熟地夹几块
肉到我的菜碗里，并倒些肉汤。 做完这一切，
没说任何话，站起来就走开了。

我半天没有反应过来， 久久地望着他的
背影， 直到他在厨房门口完全消失才回过神
来， 看着碗里的肉及汤， 喉咙发紧， 眼睛也
有些湿润。 过了好一阵， 我才夹起一块肉放
到口里， 我舍不得一口吃一块， 而是一口吃
一点点， 然后抿一小口清亮的肉汤， 仔细品
味。 那肉、 那汤真鲜、 真甜、 真香， 无法用
言词描述。 如今， 几乎可以天天吃肉， 有时
还特意去买乡下的猪肉， 但都没有那个味，
那是一种特殊的味道， 回味起来， 常常感到
有一股热血在体内奔涌。

我们的教室盖得十分简陋， 四垛墙， 两
披瓦， 中间架着几根檩子， 未盖一块楼板，
窗户没有玻璃， 用报纸糊的。 到了冬天， 山
区冷得早， 教室里除了几十张破旧的课桌凳
外， 空空荡荡， 就像过风的凉亭， 外面的风
呼呼叫， 里面的风冷飕飕。

因为我家离中学很远， 每天在路上要浪
费很多时间。 张老师了解这些后， 即到我家
走访， 和我养父、 养母商量， 让我住在他的
寝室， 和他睡一张床。

一天晚上， 雪下得很大， 下晚自习的铃
声一响， 我就迅速回到寝室。 我回去时， 张
老师正在备课， 和他打过招呼， 我就直接上
床睡觉， 尽管双脚冰冷， 还是很快就入睡
了。

早晨起床铃响， 我从睡梦中模糊醒来，
不愿意动。 回想刚刚做过的梦： 我坐在火炉
边， 烤着自己的双脚， 火很旺， 烤得脚热乎
乎。 我试着动了动脚， 双脚被张老师用腋窝
紧紧地夹着。 我彻底清醒了， 原来那烧得旺
旺的炉火， 就是张老师的腋窝。

窗外白雪映照， 很亮， 雪花还在继续飘
落。 我躺在床上依然没有动， 全身暖融融
的。

在我高考后的第二周， 张老师冒着中午
的炎热， 步行两公里， 从他所在初中来到我
家， 询问我的考试情况。 他的衣服湿透了，
脸上挂满汗滴。

我告诉他作文题是： 读达芬奇 《画蛋》
的故事， 写一篇读后感， 并详细介绍了我写
的内容。 他听得非常认真， 眼睛一直看着
我， 一眨未眨， 直到我把整个写作内容叙述
完了， 他那紧绷的脸才稍稍舒展。 过了一
阵， 他微笑着说： “感觉文章写得不错。 其
实人生就是画蛋， 画多了也就圆满了。”

临走前， 张老师又安慰我说： “不要着
急， 不要有太多的压力， 书总会有得读的。”
听了他的话， 我就像吃了一颗定心丸， 那快
要崩溃的心弦慢慢得以舒缓。

知徒莫若师， 那年我果然有了书读， 而
且读的是大学。 参加工作后， 我始终牢记张
老师的话： 人生就是画蛋， 画多了也就圆满
了。

（作者系湖北省咸宁市教科院副院长）

尊严与平等
■郑柏华

林老师是我小学三年级的数学老师，瘦
高的身材，国字脸，浓眉毛，留着板寸。之所以
十多年没见还能记得他， 是因为他是那所学
校里唯一将我和本地学生一视同仁的老师。

父母在广东打工， 为了更好地照顾我，
便把我接到了当地一所小学读书。 作为外地
人， 在学校难免会受到歧视。 同学的歧视还
好， 也就是嘴巴上嘲笑一下而已， 最让我难
以忍受的是来自某些老师的歧视， 无论我的
手举得多高， 他们都不会叫我回答问题。 他
们不会安排我参加班里六·一儿童节的活动，
不会把我叫到办公室去谈话。 而这些， 正是
每一个小孩子都想要的。

我渴望改变那种糟糕的状况。 既然无法
改变外地人的身份， 那就只能通过优异的成
绩来获得老师们的足够关注。 但事实证明，
成绩只在期末结束全年级排名时有用， 哪怕
我连续两个学期进了全年级前五名， 但过了
那关键的期末， 我又得回到角落里。

有一段时间里， 我甚至开始恨这个学
校， 恨这里的每一个人， 直到林老师的出
现。 林老师是从外面调到我们学校的， 我能
明显地感受到他对我们班是用了心的， 因为
第一天来上课的时候， 他就知道我们班有3
个外地人， 知道我上个学期是全年级第一
名， 能叫出我们班45个学生的大部分名字。
我是他第一个叫出的名字。

如今关于他还记忆犹新的有三件事。 其
一， 他的头发。 他说他每个月都会理一次
发， 每次都理成板寸， 因为他觉得这种发型
看起来很有精神， 他需要这种发型。 这也是
为什么我大学之前一直都理板寸的原因。

其二， 我开始受到重视。 比如他任命
我为班长， 并且把中队长的袖标给了我。
曾经我也因成绩优秀被选为班长， 但班主
任却把代表班长的中队长袖标给了别人。
比如他会去我家家访。 在那个父母花了60
元月租租下的黑暗窄小的出租屋里， 他与
我的父母谈了半个多小时， 他告诉父母，
我不比本地学生差。 这是第一次有老师去我
家家访。 比如他会在课堂上叫我回答问题，
他会把我叫到办公室谈话， 他鼓励我参加班
里的足球队……

其三，他送我回家。 那天放学的时候，突
然下起了大雨，父母都在厂里干活，没时间来
接我。我一个人孤零零地站在学校门卫室，看
着那些开车的家长把同学一个个接走。 许多
我认识的老师开着摩托车或轿车离开， 没人
停下问我。林老师看见了我，把我抱上了他的
摩托车，用雨衣把我遮严实，送我回家。

他只教了我一个学期就调走了， 他走后
没多久， 我就回家乡读书了， 从此再没见过
他。 小时候， 我没弄明白为什么那么喜欢林
老师， 等长大后才明白， 因为林老师给了我
一个小学生该有的尊严。 是林老师让我意识
到我和班里那些本地人是一样的， 他们不比
我高一等， 我也不比他们低一等， 甚至在学
习能力方面我还比他们优秀。

（作者系厦门市交通综合行政执法支队
海沧大队工作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