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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赞礼 700 青年节特刊04 年·
4月30日，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

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无论过去、现在还是
未来，中国青年始终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先锋力量。今年，新中国走过70年，历经
风雨，走向辉煌，这是一代代中国人不懈努力

奋斗的结果，是一批批青年为梦想奋斗的结
果。今天，中国教育报推出青年节特刊，分别
约请70年来各个年代的师生代表，讲述自己
为梦想奋斗、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奋斗的青春
故事，敬请关注！

编
者
的
话

1967 年初冬，天气已经很冷
了，我乘坐长途汽车来到位于上
海市松江区的天马公社报到。一
位戴着老花镜的老人，从破碎的
窗户里探出头来，问我姓名，让我
填了表格。我的教师生涯就此开
始了。

我被分到一个叫徐庄的教学
点，那里只有一幢房子。我不但教
初中而且教小学，除了教语文，还要
教数学、英语甚至音乐。这样的学
校有一个名字，叫“戴帽子中学”，学
校楼下是教室，楼上是宿舍、办公
室。没有人指导，我一到就成了“教
学骨干”，没有参考书，没有参考资
料，我只好自己钻研和创造。

一个月后，我回上海市区。
那次，我是步行回家的。从学校
到我家大约有 70 公里远，我下午
两点出发，到家已经是第二天凌
晨了。我至今还记得当时的情
景，一个投身教育的青年，一面走
一面暗自下决心：要把自己的一
生，奉献给教育事业！

1986 年，我调到上海复旦附
中，在课堂上开始了语文教学改
革实践，提出了“大语文”观点。
我先是带领同学们增加课外阅读
量，在课堂上进行研讨，还请了

上海乃至北京一些大学的教授学
者，对学生在阅读后写的论文进
行评审指导，同时利用假期带领
学生到全国各地游学。为了把研
学与游学的成果积累下来，我领
着学生们办了班刊《读书做人》，
一学年出 4 期。学生的语文学习
积极性空前高涨，语文成绩大幅
提高。

65岁退休后，我仍然站在语文
教学的第一线，上课、批作业、教书
法、研学、文化行走⋯⋯2015 年，
我70岁时受聘出任复旦五浦汇实
验学校校长。经过 3 年多教学教
育实践，复旦五浦汇实验学校得到
了社会的普遍好评。

我认为，青春不是以年龄来
划分的，而是以心态来划分的。
如今，我还在践行50多年前行走
在回家路上立下的宏愿，向着自
己既定的人生目标前行。

作者系复旦五浦汇
实验学校校长、复
旦附中特级教
师

投身教育，一往情深

2008 年硕士毕业进入高校后，
我就明确了将来要做一名思政教师，
做一名以学生为中心的“陪伴者”。

从 2008 年开始，我先做辅导
员。我当时给自己定的第一个小目
标，就是把自己的月讲评变成南航
最受欢迎的月讲评。每个月我都根
据同学的需要选定一个主题，每次
月讲评大概 10 分钟左右讲事务性
工作，后面就开始讲专题，比如演
讲与口才、国际视野等等，既能满
足同学需要，也是对其他课程的补
充。坚持了三四期就开始陆陆续续
有其他学院的学生问能不能来旁听
月讲评。

这条路走通之后，我又开始给
学生上思修课，从 2008 年到 2012
年间，我的思修课测评都是优秀，在
全校一直位列前 5%。十年间，从辅
导员、学生处处长助理、校团委副书
记、学院党委副书记再到学院书记，
虽然岗位有变动，但是上课一直在
坚持。我从 2008 年就开始讲传统

文化。我有个朴素的信念，优秀传
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归宿和根
系所在，不管走多远，早晚要回来。
十年间我选择了很多主题，讲了很
多课程，积累了很多素材。2015 年
开始，微信公众号同步发力，所有学
生的咨询都能在 48 小时内回复，慢
慢积累了 20 多万粉丝，也产生了

《青年节里谈中国》《我为什么加入
中 国 共 产 党》等 有 影 响 的 文 章 。
2016 年，我开始转型，按照“实践总
结经验，经验凝练方法，方法升华理
论”的逻辑做研究，陆续发表了 50
余篇思政文章。

回顾我的成长经历，我很幸运，
我选择的前进方向，与国家和民族
的需求能够同频共振。我希望通过
我们的努力能给青年一些启发：一
个人的命运只有和国家、民族的未
来紧密相连，才会奏响最激越澎湃
的青春之歌。

作者系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马克
思主义学院党总支书记

与国家需求同频共振
我叫丁蓉蓉，1994年出生，毕业

于扬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2018 年
参加中国第四届“互联网+”大学生
创新创业大赛获得了国家金奖和最
佳带动就业奖，项目名称是“90后的
女孩有点田”。这个“田”字不仅有
着收获的甜美，也包含着这几年创
业的艰辛和苦辣。

2014 年，刚创业的第一年，我既
没有资金，也无任何经验，就连人员
都很难招聘到，可以说是“三无”创
业。我东拼西借，从十几位亲戚朋友
那里凑了十万元启动资金，开始了
当时国内尚未多见的冰草研发和种
植。

第一年没经验，引进的种子成
本高，市场也没什么销路，一年下
来，算算账，不仅没挣钱，还亏了
几万元。第二年，我们自己研发，
一年 365 天，几乎以大棚为家，吃
住、研发、试验、种植都在大棚。
当种子研发成功开始种植后，到了
雨季，遇上水灾，种植的冰草大部

分被淹，几乎颗粒无收，当时几乎
都有放弃的想法。

接下来，我查找原因，不断总
结，不断摸索。到了第三年，我们
做好各种预案，慢慢有了成果，略
有微利。到了第四年，也就是2017
年，经过 1000 多个日日夜夜的奋
战，慢慢种出了属于我们自己研发
的冰草产品，并开始试种市场需要
的冰糖西瓜、千禧果等有机瓜果。
这一年，我们种植的农产品，仅冰
草就达 37.5 万斤，加之千禧果、西
瓜等 15 万斤，销售额达 177 万元，
有近50万元的利润。我们的产品也
逐步得到客户的认可和青睐。

几年的农业创业之路，让我体
会到其中的艰辛，也让我了解到科
技兴农的重要性。当前，消费者对
无公害、有机农产品的渴望非常强
烈，需要我们年轻一代踏踏实实去
做，让农业有奔头，农民有盼头。

作者系扬州工业职业技术学
院毕业生

科技兴农，青春无悔 小时候，母亲在送我上学时，总会
在摩托车上教我背李清照的词。那时
的我已经爱上了读诗词。

上小学和初中时，国学热尚未兴
起。被长辈问及理想时，当我说出做
诗人，总会招来一些批评和质疑。然
而，我最大的幸运是得到了父母的尊
重和支持，让我能够顶着各种外界的
压力，选择了自己喜欢的道路，继续做
我的诗词梦。

2018 年，我走进了清华园，在这
里继续追逐着自己的梦想。

几年前，我的爱好还是孤独的。但
是不知不觉，我发现这一切都在改变。

大一上学期，我参加了央视一档火
爆的文化综艺节目《中国诗词大会》，很
多选手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一位
卖肉的阿姨，娓娓道来自己学诗的经
历:3年前如何通过诗词大会开始背第
一首诗，3年后如何诗词储备达到700
多 首 ；一 位
比我大一岁

的侗族小哥，比赛期间和我共居一室，
我和他每天例行飞花令大战，总是我
败他胜⋯⋯

近年来上映的《中国诗词大会》和
《经典永流传》两个极具影响力的节
目，开始让古代经典进入人们日常生
活的语境，开始让更多人意识到，古典
文化和英语、数学一样重要。

面对这样的时代，身为文科生的
我，萌生了潜心从文、成为大师的理
想。当代中国的综合国力与日俱增，
文化软实力也应该齐头并进。在习
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四个自信”中，

“文化自信 ”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
分。这个时代呼唤更多沉潜、朴素的
学术大师，在研究中坚守纯粹，让中
国文学更加被世界认可。

作者系清华大学新雅书院 2018
级学生

诗词梦中坚守中国文化

1979 年 ，我 在
陶行知先生创办的南京

晓庄师范学校参加了纪念五四
运动60周年活动。从那以后到今天，
整整40年，我一直走在行知路上。

1981年，我特意选择5月4日，鼓
起勇气，把《关于创办行知小学的志
愿书》递交给了学校领导和各班班
长，我希望能征集一批志同道合的青

年，毕业后到艰苦
的地方去办一所学

校。虽然想法有些不切
实际，但我以陶为师、改变农

村教育落后面貌的愿望是真诚的。
最终，我在进城和回乡之间选择了回乡，
来到偏僻的江浦县五里村小学任教。

非常感激五里村农民，他们在还
很穷的时候，居然在村书记的带领下，
集资为学校异地新建。县教育局也非常
支持我们开展行知教育实验，于1985年
1月10日，将五里小学更名为行知小学，
附属的行知幼儿园也同步命名。当年9
月，我开始担任行知小学校长。

在坚守农村办学的过程中，理想
的 种 子 真 正 扎 了 根 。 我 学 会 了 成
长。我在躬于实践，勤于读书，善于

交友，乐于动笔上下功夫，不断探寻
生命的意义。我学会了联合。推行
村校联合，整合乡土资源；推行城乡
联合，1995 年创办行知基地，累计接
待了 40 多万名城市学生来基地体验
乡村生活；推行国际联合，2004 年设
立对外交流中心，累计接待了 1 万多
名境外师生来此学习中国文化。

几十年如一日，我和同事们实施
素质教育，推进课程改革，建设农村教
育现代化，推进教育国际化，学校从当
年占地9亩的村办小学，发展成集幼儿
园、小学、初中、基地于一体的教育集
团。今后，我将继续以陶为师，努力为
建设教育强国做出自己的贡献。

作者系南京市浦口区行知教育
集团校长

以陶为师四十年

其实，我小时候的理想是做个军
人。这不仅是因为我父亲是军人，更
重要的是，那一套绿军装、绿军帽在我
拍人生第一张照片的时候武装过我。
从初中开始，我有作品在报刊上发表，
拿到稿费对于贫寒的家庭来说是一件
令人振奋的事。这时候我便有了人生
的第二志愿：当不了军人就当作家。
后来高中毕业，我进了师范，用父亲的
话说：“现在可以吃安稳饭了。”

然而，上世纪90年代毕业刚工作
那会，刚好遇上“脑体倒挂”（拿手术刀
的不如拿剃头刀的，造原子弹的不如
卖茶叶蛋的），拿着微薄的教师工资，
我有一种“迷不知吾所如”的感觉。恰
在这个时候，一位裤管挽得高高的农
民，给了我睿智的指引。那是一个细
雨的午后，这位农民打着土布的雨伞
来找他的孩子。这是一堂寻常的语
文课，课开始仅有 5 分钟。我说：“若
有什么急事，你把孩子叫走吧。”那位
父亲连连摇头：“这怎么可以？这可
是语文课！让他听完这堂课我再带
他走。”于是，这堂课有了一位特殊的

听众——一位打着土布雨伞站在教室
外滴雨檐下的父亲。这堂课我上得特
别投入，就像一位高超的琴师，在 50
多名学生的心弦上拨弄了一曲⋯⋯我
一辈子都得感谢这位农民父亲，他用
教室外面滴雨檐下守候的身影告诉
我，青春是在哪里都能闪亮的。

从此，我踏进课堂的第一个念头
就是：这堂课是我也是学生乃至学生
家长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当我
和我的学生回首往事的时候，不应当
为这堂课的平庸苍白而惭愧，也不应
当为这堂课的碌碌无为而悔恨。从
此，我尘封起我的作家梦，把人生航
向修正为：做一个特立而不独行的学
者型语文教师，记住每一个学生，
并让每一个学生乃至学生家长记
住。从此，教坛新秀、教学能手、学
科带头人、名教师、特级教师、正高级
教师⋯⋯一步一个脚印，一年一个台
阶，我走上了教师专业发展的成长之
路，无悔于我的青春。

作者系深圳市新安中学（集团）
第一实验学校党总支书记、校长

青春在哪里都能闪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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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是用来奋斗的”，习总书记的这
句话，对我这个年龄的人来说，更容易产
生强烈共鸣，内心的感触也更多。

我出生在三年自然灾害的前一年，成
长在革命烈士方志敏的家乡江西省上饶
市弋阳县农村。打小我就知道，要想过上
好的生活，唯有打拼和奋斗。正是因为条
件艰苦，才让我对读书有了更加迫切的渴
望，农忙休闲时，我甚至跟着村里会计在
地上用石子练习写字。

从弋阳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毕业后，
我被留校任教，开启了我延续至今的教育
事业。在改革开放的萌芽时期，国家经济
在慢慢好转，但是在我们这个偏远乡村
还是依然艰苦，教学任务和劳
动强度也很重，我一个

人要上一个班所有的学科课程，而且有几
门课都是我自己没有学习过的。我没上
过高中，学校却让我教高中数学，我只有
每天晚上自己先学习备课到很晚，第二天
把自己学会的数学教给学生。当时除了
教学任务之外，我们班还有五十亩田的劳
作任务分工，从耕种到收割全由我和班上
四五十个学生包干。除了教学和劳作任
务，我还担任了学校的宣传工作，出黑板
报、写宣传语全由我来干。努力、奋斗，让
我的青春多次散发出灿烂的
光 芒 。 后

来我担任了弋阳共大的校长，再后来，我
当上了弋阳县教育局局长。

几年前，我从从事了四十多年的教育
岗位上退了下来。从组织层面来说，退休
了就是让我们安度晚年了。但是从我内
心来说，在我身体还吃得消的时候，还是
想让青春在工作中得到延续。这时，弋阳
职高校长找到我，邀请我到职高担任执行
校长。当时我很感动，庆幸自己又可重回
教育一线，为国家培养更多急需的职业技
术人才。

一路走来，奋斗已深入到我的骨髓，
浸透到我的血液，现在，我只想在职业教
育的岗位上，散发剩余的青春光芒。

作者系江西省上饶市弋阳县职业高
级中学执行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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