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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步入丛林，因为我希望生活
得有意义，我希望活得深刻⋯⋯

我 从 小 生 活 在 这 个 “ 丛 林 ”
中：大舅放弃官职回高校；姨妈在
小学任教一生；表哥婉拒高薪成为
一名乡镇教师⋯⋯

三年级数学老师载着我去比
赛：烈日下，生锈自行车被蹬得咯
吱作响、背脊被汗水浸湿⋯⋯

初 二 语 文 老 师 把 50 元 塞 给
我，说是学校发给我的奖学金，她
知道我内心坚强，不会轻易接受别

人的同情。
呵护学生的弱小、守护学生生

命的尊严，师者这一崇高的形象从
小在我的心里萌发着。

师德如广袤夜空的星星，点亮
学生的生命之光。

当时，师范生大多家境贫寒，
大学 4 年，我们系里不少学生要靠
兼职维持生活，每当看着我们一脸
疲惫地走进教室，系主任没有责备
我们，而是把一位毕业的师兄请来
上了别开生面的一课：“如何把兼
职和功课做到最好”。

当我们在无数个失败的实验中
垂头丧气，我们向系主任提出抗
议：“我们将来只是中小学老师，
为什么要做这么深的研究？”他笑
着说：“求真的过程是用来炼脑炼
心的，与你将是什么人没关系。”

“当你们不再是学生，你们的
人生将会遇到更多世故，请谨记

‘温情是生命的雨露’，不要对你
的学生世故。”系主任的毕业赠言

还在耳边萦绕，一场变故却突然
向我袭来，他让大家捐款，给我
送来了一包钱和一句话——“大
家的一点心意，人生没有迈不过去
的坎儿。”

当我带着自己指导的第一篇小
学生活动报告回到大学，让系主任
写评语，他放下繁忙的科研工作，
像对待大学生毕业论文那样细细阅
读并写了上千字的评述。

没有一个人能在圣坛上高高地
站着，除了雕塑。人生路上，老师
们也许曾困顿、迷茫、随波逐流，
但他们都选择把深情留给学生。

师德如历经沧海淘沥的珍珠，
照亮学生前行的路。

那一年，每月工资都用来还
债，我却留下半个月的，买了一台
小数码相机记录孩子们的实践活
动。有一天，在下岗工人家访谈工
厂废弃原因，主人困苦地述说着找
不到新工作，孩子白血病住院⋯⋯
我悄悄往一本旧字典夹进 50 元。

陆续地，每个孩子都有意无意去翻
翻字典。临走时，那本字典露出了
一元、两元的边角⋯⋯我们相视微
笑。

为师 16 年，我一直执着把大
学 才 有 的 组 培 室 、 温 室 搬 到 小
学 ， 让 孩 子 像 科 学 家 那 样 做 研
究，纵然经历过无数次失败，也
从没放弃。哪怕研究被认为毫无
用处，我和学生仍开心地组培，
挽救本土野生植物。当看到孩子
坐在超净工作台前，像科学家那
样专注；当看到他们在植物学大
会自信地与植物学专家学者对话
⋯⋯成功已不重要，我和学生已
在实践中学会坚守梦想、化解挫
折，变得勇敢、坚强。

师德如丛林守候者的声音，成
全师生生命的修行。

梭罗说：“恢复孩童般的天真
无邪，道德才能升华。简单生活，
生活才变得崇高。”一代又一代的
丛林守候者用纯真点燃人性之光。

“不必爱我，不必回报我，甚
至不必记起我，我的生命如同万千
生命那般转瞬即逝，我的一生只为
见证你我的纯真。”把教师生涯当
作一场成全学生、成全自己的生命
修行，是丛林守候者心底最真切的
声音，也是师德最动人的诠释。

本报记者 刘盾 采访整理

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西丽小学教师罗其洁：

以师之名点燃人性之光

我是青海省门源回族自治县第
三初级中学一位年轻的语文教师。
回忆起恩师孔庆菊对我的教导、帮
助之情，我的脑海里首先映出的是
她常挂嘴边的一句话——“我愿做
高原上的一朵格桑花，给孩子们带
去欢声笑语。我愿做高原上的一朵
格 桑 花 ， 在 三 尺 讲 台 上 绽 放 光
彩。”正是这句话，让我有胆量勇
敢面对一切困难挑战，有信心坦然

面对教书育人这份平凡而神圣的工
作。

几年前，对于初出茅庐的我来
说，没有任何工作经验，教学中总
是不能很好地明确目标，一切都无
从下手。远离家乡，来到新的环
境，在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工作心理
上难免有些失落、孤独。手足无措
之际，我遇到了恩师孔庆菊，她一
脸阳光般的笑容，耐心地给学生们
讲题，是那么温暖而和谐。之后的
时间里，她不厌其烦地与我分享教
学经验，带我去听课，花大量时间
去点评、分析我的教学，手把手指
导 ， 告 诉 我 讲 课 应 该 “ 授 人 以
渔”，教给学生方法。

在这点点滴滴的相处中，我像
一株渴望长大的小苗迅速拔节成
长，模仿孔老师的做法，用微笑与
学生建立了融洽的师生关系，使课
堂充满了生机与活力。

那年是课改 10 周年，青海省
教育厅来检查门源县课改情况，学
校要推荐一位教师讲课。这时，孔
老师说：“小马，你上。”我底气不足
地说：“我⋯⋯我⋯⋯我能行吗？”

“能行，相信自己！”孔老师信心满满
地鼓励我，简单的 6 个字中蕴含着
她对我的期望。作为她的徒弟，我
自然也不想让她失望，在她的鼓励
下开始了准备工作。

第一次备好课后我去找孔老
师，她听完我的教学思路后说：“小
马，你的这节课容量太大了，两课
时的内容用一课时讲完，对学生没
有太大的收获。”片刻又说：“你平
常怎么讲就怎么讲，讲出你真实的
一节课，抓住重难点，最主要的是
相信自己，做真实的自己。”回去
之后，我对教案又进行了修改，结
果当天的讲课受到了大家的好评。
事后我反复回味孔老师对我说的

话，至今都难以忘怀，她就是我人
生路上的航灯，给我信心，勇往直
前。

工作中，孔老师是一个严谨认
真、负责担当、精益求精的人。打
开她的教科书和备课本，能清晰地
看到她用红笔标注的重点，旁批是
那么详细，每上完一节课她都会在
备课本上用红笔写出课后反思。日
复一日，年复一年，天天如此。受
她的影响，我也形成了及时写反思
的好习惯，在反思、总结中汲取更
多教学经验。私底下，她很关心我
们这些年轻人的生活，经常问我们
是否习惯这边的环境，如何解决吃
饭问题，生活中有什么困难就会伸
出援手。

如今，我虽然与孔老师不在一
起共事，但她那阳光般的笑容，对
待工作的态度，对我耐心的指导，
却留在了我的记忆深处。今天，我
能站在讲台上自豪地给学生传授知
识，这一切离不开恩师对我的帮
助。工作多年，我的心志渐渐明
晰：今生，我也愿像恩师一样做高
原上的一朵格桑花，给孩子们带去
欢声笑语，在三尺讲台上绽放光
彩！

本报记者 王英桂 采访整理

青海省门源回族自治县第三初级中学教师马文莲：

愿做高原上那朵格桑花

从小学到大学本科毕业，上了
17年的学，遇到的老师很多。又是
一年教师节，已身为教师的我，坐
在书桌边，对着窗外，任凭思绪回
放，几位恩师的身影在我的灵魂深
处开了花，且永不会凋落。

小时候，家境一般，加上姊妹
几个，生活非常拮据。我们的穿着
是不甚讲究的，常常是老大穿小老
二穿，老二穿小老三穿。我也曾抗
议过，但父亲说：“你们还小，不
要太在意穿着，只要干干净净的就
好。如果你想穿漂亮衣服，那就好
好学习，靠自己获得。”那时，我
觉得父亲无情极了。

一年级时，教我语文的是唐老
师。乌黑的卷发扎在脑后，走起路
来，很有节奏地甩来甩去。在我幼
小的心里，唐老师绝对是最美的！

小小的我以为这么美的老师，
是不会喜欢我这样像丑小鸭一样的

女孩子的，因此除了默默学习，有
些许自卑的我不敢轻易调皮捣蛋，
尽管我每次语文都能考第一。

有一次在唐老师的课上，我感
冒发烧了，昏昏欲睡。唐老师看到
我的反常模样，就轻轻走到我跟
前，用她那柔软的手抚摸我的额
头。当她发觉我发烧时，立马让学
生自己读课文，把我带去学校附近
的卫生院打针。全程的呵护，让我
明白自己是个被人爱的孩子，从此
我的内心晴朗了起来。

十几年过去了，我亲爱的唐老
师也该有 50 多岁了，我永远不会
忘记她。她是我的启蒙老师，今天
同样作为教师的我，不会忘记要多
用爱之光去照亮角落的小草。也许
就是一个不经意的眼神，一个细微
的动作，那棵无闻的小草就不会枯
萎，会永远向着阳光生长。

五年级时，我们之前的语文老
师生病了，给我们上课的换成一位
刚从师范学校毕业的卢老师。卢老
师身材细挑，穿衣素淡，大大的眼
睛，一笑起来一颗虎牙就会暴露无
遗，而她偏偏想要用嘴唇遮住那颗
虎牙，表情显得丰富有趣。

她的脾气极好，我们都爱跟她

玩，她也经常带着一群十来岁的我
们，奔跑在红旗飘飘的操场上，打
篮球，跳绳⋯⋯印象最深的是，她
批改作文时，能把我们班 50 多名
学生的作文批语，全部用歌曲名串
起来，文采飞扬且又恰到好处。这
让我很是欣喜，觉得卢老师真是有
才华，原来枯燥无味的作文也可以
用歌唱的形式表现出来。真是太吸
引人了，作文真是太有意思了！

可爱的卢老师，让我明白，创
造性思维是世界上最绚丽的彩虹，
她能把黑白的世界涂抹得五彩斑
斓。让我懂得，世间万物，条条大
路，处处通。

初三时，我的语文老师是余老
师，她是我的表姑。她穿衣打扮特
立独行，别具一格，每天给我们上

课，都会化着精致的妆，就像是去
赴一场美丽的约会。

现在的我每当给孩子们上课
时，脑海里就会不由自主地闪现我
姑妈上课时的模样。去年过年时，
我去她家吃饭问她：“姑，你当年
带我们时，为何每天都穿那么美
呀，打扮不浪费时间吗？”姑妈哈
哈大笑，然后严肃地告诉我：“叶
静，我教了半辈子书，老师本身应
热爱生活，懂得生活之美，孩子们
才会从你的人生哲学中有所学、有
所悟。生活即语文，多简单的道
理。”

一口气写完才蓦然发现，我所
写的 3 位老师都是教语文的。这也
许就是我之所以选择师范院校中文
系，选择当一名语文老师的缘故。
岁月斑驳了老师的发，镌刻了老师
的皱纹，但在我写下这些文字的时
候，我的脸上是含着笑意的，我的
心里是充溢着甜蜜的。我在心里默
念：敬爱的老师们，我想你们了！
你们的学生，正在努力成为你们的
模样，我想这才是最好的报答！

本报记者 魏海政 采访整理

山东省临沂商城实验学校教师叶静：

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感念师恩 润物无声传薪火

“老师好！”学生们齐声喊道。
恍惚间，这已是我从教的第五个年

头了。凝视眼前这些穿着校服的小小少
年，就好像在观看自己15年前曾在明德
校园的旧时光，一帧帧、一幕幕，熟悉
而又微妙。

“用欣赏的眼光看世界”，每每我想
批评哪个不爱学习的“调皮蛋”，长沙明
德中学蒋雁鸣老师的这句箴言立马就会
蹦出来。对我来说，蒋老师是指引我爱
上文学并从事语文教育的启明星。读书
时，我的数学成绩总是班上倒数，晚上
经常梦到数学考试做不完题，愈是害
怕，愈是沮丧。

一次考试后，蒋老师找到我，在小
小的谈话房间，我有些局促。“吃得好不
好，是不是还挑食？”蒋老师并没有提数
学成绩，只是和我微笑地聊着，眉眼似
弯月。“你的文笔很好，字迹像珍珠一样
美！”眼神中是满满的肯定与赞许。

接下来，我的每一篇习作她都会用潇
洒的行书给予详细评价或高兴地在班上
朗读。每每此时，有一种被理解的温暖在
我的心中慢慢荡漾开，幸福得要冒泡！

有人或许觉得不就是优秀作文展示
嘛。但对于我，这一句欣赏的话却是我
学生时代的阳光。“世界上有两件东西比
任何东西更为人们所需，那就是：认同
和赞美。”高中时代，我并没有因数学的
落后而自卑自轻，反而将它视为成长中
必须经历的一段路。这段路上，我找到
了独属自己的美好。高考语文成绩 129
分，亦师亦友亦前辈，追逐蒋老师的身
影，我也走上了语文教学之路。不再一

味地抱怨与批评，而是发现学生身上的
闪光点，真诚地给予他们肯定与赞美，
让其熠熠生辉。

参加工作后，也有一位恩师教书育
人的品格风度让我心生敬佩、心向往
之。她是湖南省教科院语文研究员吴雁
驰老师。

“我爱语文，但更爱各位语文人，如你
如他。”吴老师诚挚的话语，浸润着坐在台
下听讲座的我。吴老师一生都耕耘在语
文教育事业，从普通教师到教研组长再到
教研员，改变的是身份，不变的是执着于
语文教育的初心。吴老师总爱着一身旗
袍，从容地在讲台上评课或作讲座，如一
株茉莉，绽放学识与优雅。原来，“润物细
无声”才是语文，文学可以这样美。

吴老师经常工作到很晚。一次，请
吴老师斧正一篇教学设计，收到修改稿
的时间已是凌晨。我早已睡下，吴老师
却正与深宵灯火相伴，一字一句斟酌教
学设计。

打开文件，很吃了一惊，同时也感到
一种感激。原来我的教学设计已经从头
到尾都被认真修改，不但对教学目标、教
学环节的设计进行了细致的点评，连语句
的错误也都一一订正。往往一个参赛教
学设计要几易其稿，吴老师却从未推辞。
从“已阅”到“定稿”，如今我还保留着这些
珍贵的文件。严谨治学，提携后辈，作为
学者也是前辈的吴老师，就如一根柔软的
丝带，牵引我们向善向美。

此时，我站在讲台上。面对眼前一
双双黑亮的眼睛，我能从他们的眼眸里
看到青涩、干净与美好。桃李不言，下
自成蹊。恩师们的言传身教，像一颗小
小的萌芽在我的内心生长开花，希望这
爱与智慧的种子能长成孩子们成长中的
行道树，为孩子们守着道路，抵挡灰尘。

当老师的我们，人生中会遇到无数
个学生。然而，对于学生来说，我们却
是开启他万千世界的人。在人生中最美
好的时光，我幸运地遇见了我的恩师。
愿这份幸运能得以传递，让我与学生彼
此的相遇，成为生命中最好的事情。

本报记者 赖斯捷 采访整理

湖南省长沙市明德华兴中学教师刘卓倩：

我的青春遇见您

2001年初，我去安徽蚌埠参加全国
著名特级教师课堂教学观摩研讨会，这
是我第一次现场听名师的课。在这次活
动中，吴正宪老师为我们讲了“分数的
初步认识”，她为学生营造轻松愉悦的教
学氛围，组织学生辩论、质疑，将课堂
推向了一个又一个高潮。我深深被她精
湛的教学技艺折服，原来枯燥无味的数
学课也能上得如此精彩！当时我就暗下
决心，以后也要成为吴老师这样的老
师，上好每一节课。

这次活动结束后，吴老师那节课还
久久地萦绕在我的脑海中。如果我能够
成为吴老师的徒弟，得到她的指导和教
诲，那该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啊！于是
我鼓足勇气，将自己的教学设计“分数
化小数”寄给了吴老师，没有料到她竟然
给我打来电话，还夸赞我这节课的设计很
有改革和创新精神，鼓励我不断学习，争
取更大的进步。吴老师给了我教学改革
的勇气，让我信心倍增。后来，通过书信
来往、电话交流，她给了我更多关怀和指
导，我给她发去的每一篇论文和教学设
计，她都认真阅读，然后圈点批注，提出修
改意见。我被吴老师给予的关爱感动着，
期盼着能够与她再次见面。

2002年暑假，吴老师邀请我去江西
九江参加第四届小学数学学术年会，去
听听全国各地优秀教师的研究课。在九
江的几天里，我们一起谈教育科研，谈
小学数学教学改革。她给我讲了许多许

多，使我眼界大开。她那不急不缓的语
调、朴实无华的言辞，犹如丝丝春雨，
句句沁入我的心田。当我把一大沓教学
手稿递给她的时候，她又抽出时间审阅
全稿，并提出许多宝贵的意见。吴老师
还在众多教学专家面前激励我：“永立，
继续努力，你以后一定会成为中国的苏
霍姆林斯基。”她的鼓励，让我激动得热
泪盈眶，也使我真正找到了那份自信。

吴老师就是我生命中的贵人，不断
激励我成长，为我搭建许多学习和研究
的平台。有一年寒假，我特意去北京拜
访吴老师。在这期间，吴老师要参加北
京教科院的一个科研培训会议，带着我
一起学习交流，让我大开眼界。后来，
吴老师又多次邀请我参加了她的教育
思想研讨会，让我不断开阔视野。

吴老师的学识、道德、人品，就像
燃烧的火炬，永远激励、照耀我前进。她
对我的影响力，是无穷无尽的。十几年
来，我一直牢记恩师对我的勉励，不断追
求心中的教育梦。为了恩师的那一句句
鼓励的话语，我勤于笔耕，努力做一名研
究型教师，及时将教学中的点滴感悟记录
下来，定期向恩师交上我的“特殊作业”。
她对我的勤奋与执着大加褒奖，还告诫
我：“山外有山，人外有人。你要谦虚好
学，不断进步，努力把课上好。我希望你
能早日站在全国教学舞台上展示你的教
学。做学问首先要学会做人，人品是第一
位的。我希望你以后做一名纯粹的教师，
静下心来做真研究。”恩师的一段话又给
了我新的目标和动力。

我只是一名普通的教师，要想成为
像恩师那样的名师，还有很长的一段路
要走。每当想起一幕幕往事，我都被吴
老师给我的关爱感动着，那动人的场景
一直清晰地留在记忆深处，那一句句的
叮咛与嘱托成了我工作的动力和奋斗的
目标，影响着我的一生。

恩师教会了我怎样当老师！
本报记者 方梦宇 采访整理

安徽省合肥市嘉和苑小学教师夏永立：

恩师教我当老师

9月10日是我国第34个教师节。杏坛师者，授业解惑、谆谆教诲，学为人师、行为世范，是新时代的筑梦人。广大教师以德立身、以德立学、以德施教、
以德育德，做学生锤炼品格、学习知识、创新思维、奉献祖国的引路人，在润物无声中挥洒对学生的爱。

天涯海角有尽处，只有师恩无穷期。“老师，您教会了我生活，我怎能将您忘怀！”无数人继承衣钵，走上了教师工作岗位，心中永远铭记着当年老师的爱和
付出。为此，我们特约请全国教师代表撰写回忆文章，说说恩师当年如何通过言传身教，帮助自己树立良好师德的故事，以飨读者。 ——编者

教师节特别策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