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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1
《周易》所言“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

息”，这一经典名言，流传千古而不衰，志
士仁人以其品格奋争不止，造就了中华民
族从古至今一种独特的精神气象。

在这种精神气象里，虽难犹进且高奏
雄壮之歌者，更多的是叱咤风云且扬名于
世的英雄男儿，他们“长使英雄泪满襟”
的豪迈壮举和拼搏精神迄今依然流传。

可今天笔者所写的并非男性世界的豪
杰之士，而是一位默默无私奉献的女性。

如果走进她的历史长廊，步入她的精
神世界，就能发现这种表面的娴雅之美
中，蕴藏着很大的生命能量、弥漫着不让
须眉的豪壮之气、闪耀着不同寻常的自强
不息的精神光芒。

她就是赵立秋，一位虽难犹进、勇往
直前的女性。

赵立秋毕业之后，成了济南市历城区
鸭旺口小学的一名教师，在整整10年间，
这所名不见经传的乡村小学里不只留下了
她极其艰难而又颇具意义的行走足迹，也
让她在这里闪耀出特殊的精神光芒。

第一次看到这些遍地撒野、灰头土脸
的乡村娃，赵立秋的一个念头不是讨厌，
而是一个谁也想象不到的大胆设想——组
建一个舞蹈团，让这群孩子也像城市里的
孩子一样走进艺术的殿堂。

设想瞬间诞生，行动随之而来。
这群孩子没学过舞蹈，不少孩子甚至闻

所未闻。况且那个年代的乡村小学，莫说专
业的舞蹈教室，就是极其简陋的训练房也难
寻一间，更遑论舞蹈需要的相关设备了。

这难不倒赵立秋！
学校操场成了赵立秋以天穹为房顶的

舞蹈室。一旦大风起兮、乱沙飞扬，她和
孩子们便自然成为风沙无情侵袭的对象，
头发以至眼和嘴都成了沙土的栖身之地。
可是，教师心无旁骛教习，学生一心一意
学练。即使是凛冽之风无情袭来的寒假，
这群师生也坚定不移地“战斗”在操场上。

连续数年，连一根舞蹈必需的把杆都
没有，可赵立秋却从来没有中止过舞蹈教

学。后来，她找到后勤焦老师，让他在操
场上纯手工焊起了一组舞蹈把杆，这才让
这个偌大的“舞蹈室”有了一件像样的舞
蹈“器械”。

就是这样一支队伍，以坚韧不拔和一
往无前的精神，闯进了山东省舞蹈大赛。

可是，绝对不能让这群孩子穿着简陋
而色彩与大小不一的衣服走上舞台吧？

这难不倒赵立秋！
她赶到鸭旺口的集市买了一些大红大

绿的花被面，自己研究服装的样式，周末
又和妈妈一起用家里的缝纫机做起了舞蹈
服装。尽管赵立秋在师范上学时学过服装
设计，可要想做出令人满意的舞蹈服装并
不容易，所以，常常是费尽心机、数次返
工，成品依然与从商场购置的专业舞蹈服
装相去甚远。不过，总算让孩子们第一次
穿上了舞蹈服装。为了“锦上添花”，赵立
秋又坐公交车到西市场买来一些花边，和
妈妈一起将其缝在舞蹈服上。

也许是长期的耳濡目染，也许是赵立
秋的精神鼓舞，这群乡村小将走上了省级
比赛的舞台，而且被安排在第一个演出。

那个时候没有现在的先进音响设备，
只有通过磁带放音乐，才能让孩子们“翩
翩起舞”。可刚刚开始，磁带却缠在一起无
法正常播放。孩子们集体喊着八拍，继续
跳舞。

变调的音乐吱扭吱扭地响着，每一声
都敲打在赵立秋的心上，她在台口痛哭，
泪水不能自控。

可孩子们绝不气馁、志气高昂的表
现，也给了赵立秋和学校领导莫大的鼓
舞，乡村娃的服装虽不够专业，可他们的
志气与勇气可嘉。

尽管出师不利，可赵立秋看到了更大
的希望，对孩子们的要求也愈发严格，在
她的指导下，孩子们的舞蹈水平也日益进
步。

每当赵立秋和这群孩子在操场上艰苦
训练，校外路上行走的农民都会驻足观望。

原本细皮嫩肉的赵立秋，因为“持之

以恒”的风吹日晒，皮肤渐渐变黑了。
于是，李庆军校长对她开了一个很有

象征意义的玩笑：“沙土地里飞出了一只黑
凤凰啊！”

她何止是一只黑凤凰，而且还完成了
精神锻造与心灵升华。

这所乡村小学不但有了舞蹈队，还有了
合唱队、鼓号队。而这3支队伍的指导教师
赵立秋，既担任班主任又教着五年级和六年
级的语文课，还兼任着学校大队辅导员。

苦吗？累吗？难吗？
当然。
可赵立秋由此锻炼出了“万水千山只

等闲”的豪迈气概。
二三十岁是一个女孩爱美的年华，可

赵立秋忘记了自己的年龄，忽视了风沙对
一个女孩的无情侵蚀。

赵立秋在这所乡村小学一干就是整整
10年！美好的年华奉献给了乡村教育，而
且奉献得那么无怨无悔！

她不但无怨无悔，而且为有这一经历
而深感自豪。赵立秋说，生命中的任何磨
砺，都是上天对自己成长的恩赐。对孩子
多一份付出，精神生命里就会多一份绚丽
与辉煌。

操场上的风沙虽然让赵立秋变黑了，
却让她拥有了一般女孩没有的精神气象和
超越常人的气质之美。所以，她的妈妈
说，女儿比以前更美了。学校里的校长、
教师以及亲友们，也都如是说。

放下年幼的女儿放下年幼的女儿，，毅然决定走进乡村小毅然决定走进乡村小
学学，，助力艺术教育助力艺术教育。。

当时赵立秋虽未声名远播，可这只
“黑凤凰”毕竟已数次飞翔，所以，终于
被慧眼识英才的历城二中校长李新生发
现了。如此之英才，应当有一个飞翔得
更高更远的舞台，如果说凤凰非梧不栖
的话，那么就让她栖居于志存高远的历
城二中吧。

李新生校长言必行、行必果，很快就将
赵立秋调进了历城二中。

这一年是2010年，是赵立秋生命中的
又一个转折点，也是她铸造更大辉煌的一个
新起点。

李新生校长“不拘一格降人才”，让赵
立秋常怀感恩之心。所以，到了历城二中，
她的精神又升华到了一个更高的境界。

据与她同来历城二中工作的于颖老师
说，赵立秋属于开始工作就停不下来的
人，她总是第一个来到学校，将场地打扫
得一干二净，又总是最后一个离开学校，
把窗户一一关好，而且全然不令而行，自
觉自愿。

田玉坤老师说，像赵立秋那样工作起来
近乎“疯”的教师，几乎见所未见，闻所未
闻；可在旁人看来，又是如此确凿。

有时正在家里饭桌上用餐，她突然把
碗筷一放，比比划划地做起舞蹈动作来。
全家人不由得大吃一惊，可她却浑然不
觉，一如故我地比划着。有时正在学校与
同事们交流，她突然想起与舞蹈有关的事
情，便一溜烟不辞而别，让留在原地的同
事莫名其妙。

是的，赵立秋有点儿“疯”了，工作起
来“疯”，学习起来也“疯”。为了适应新的
工作，她在两年之内考取了高中教师资格证
书，加之以前拥有的学前教师和小学教师资
格证书，她成了全校资格证书较多的教师。

赵立秋不但在两个月之内迅速组建了舞
蹈团，还于周末节假日见缝插针地训练，和
孩子们同吃同住同练，让这个新的舞蹈团队
生机勃发、突飞猛进地发展，一鼓作气拿下
了山东省第四届艺术展演一等奖，并获得政
府部门颁发的泰山文艺奖。

人们在惊叹她取得如此骄人成绩的时
候，也为其拼命奋争的精神所感动。

来到历城二中的时候，赵立秋的儿
子刚满3岁，心无旁骛的她没有时间照看
孩子，因为她不但白天要上课，晚上还

要带领学生训练。于是，她将孩子放到
舞蹈房的钢琴凳上，便立即投入指导学
生的舞蹈训练，无暇顾及儿子的感受，
甚至连看他一眼的工夫都很少。直到 21
点 40 分，学生放学回到宿舍，她才精疲
力尽地把熟睡在钢琴凳子上的孩子抱起
来往家走。

现在赵立秋谈及此事，总说自己愧对孩
子。可是，古来忠孝不能两全，当工作与照
管孩子二者不能兼得的时候，她只能有所倾
斜，在做好工作的前提下尽量陪伴孩子。

一般人认为，既然愧对儿子，那么，生
二胎之后，再也不能重蹈覆辙了。

事实并非如此。
据田玉坤老师说，赵立秋在怀二胎

期间，并没有要求特殊照顾，照旧早出
晚归地投入工作。小孩即将出生时正是
新冠疫情防控期间，她还是挺着个大肚
子事必躬亲，陪着300多个学生在艺术楼
集训。

在举办亚洲教育论坛、艺术教育成果
汇演、2020年新年音乐会等活动的时候，
身怀六甲的赵立秋独特、坚定的身影仍然
时时出现在人们的视线之中，成为一道别
样的风景。

山东省校长考察团到历城二中考察的时
候，赵立秋像往常一样，挺着大肚子，从容
而自豪地站在讲台前侃侃而谈，作了4个小
时的报告。如果说她讲的内容极其精彩，那
么，她从容、淡定又灿烂的笑容，同样深深
地烙在了与会者心中。

赵立秋的第二个孩子是女儿，这是她的
心之所愿，自然欣喜不已。所以，这个可爱
的女儿不管是美美地咯咯一笑，还是发出几

声啼哭，她都感到那是世界上无与伦比的华
美乐章。

可是，就在她沐浴在深爱女儿长河的时
候，不知为什么，学校里那些学生舞蹈的身
影却常常让她牵挂。

按照规定，她可以在家享受5个多月
的产假，可是，她实在熬不过对学生的思
念，只在家坐了34天月子，便急匆匆地赶
回学校。

见到同事和学生，她旋即从疼爱女儿的
温柔之乡走出来，又努力地工作起来。

她又开始“重复昨天的故事”，像带着
儿子一样带着女儿来到学校舞蹈室，让她从
小看着这些大哥哥大姐姐苦练功夫，希望在
她幼小的心灵里，也能有一颗坚韧不拔的种
子萌发。她为女儿起名“初心”，意在“不
忘初心”。

如果说第一个孩子陪着她一块儿奋斗，
创办了艺术团，取得了一项又一项成绩，那
么，她带着第二个孩子陪着艺术团继续奋
斗，登临了“更上一层楼”的境界。

仅仅艺术团，就已让赵立秋忙得不可开
交了，可是今年暑假将要结束的时候，学校
又任命赵立秋兼任小学部党支部书记。

这是一个更大的挑战，可赵立秋就是赵
立秋，她担起了这一责任，在继续做好原来
工作的同时，高效率、高质量地投入新的工
作之中。

工作堪称忙上加忙，她的双眼也浮肿
了，甚至有的时候睁不开，显然是严重睡眠
不足导致的。

到小学部就任党支部书记以来，她每天
不但第一个到校、最后一个离校，而且还要
做不同教师以及各位家长的工作，而这些消
耗的不只是时间，还有体力与心力。

身边人很担心有一天她会被工作压
垮，可她灿然一笑，说：“放心！赵立秋不
会倒！”

她说，每当遇到很大的困难，累得几乎
支撑不住的时候，她就会想到李新生校长。
他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年复一年，何尝有
过一刻懈怠与清闲？

李新生那种从不为困难吓倒、从不
被苦累压垮、从没有半点儿抱怨的昂然
向上的精神，为她注入了一种蓬勃向上
的能量，让她鼓足勇气，继续向前、向
前、再向前！

来到历城二中，人们都说她“疯”了

每年的新教师入岗培训每年的新教师入岗培训，，赵立赵立
秋都会非常骄傲地向新老师们介绍秋都会非常骄傲地向新老师们介绍
她的团队和历城二中精神她的团队和历城二中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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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立秋 济 南

市历城第二中学艺

术团团长、艺术部

主任、小学部党支

部书记。

指导学校艺术

团连续5届获得山东

省中小学生艺术展

演一等奖、连续4届

获得山东省舞蹈大

赛一等奖冠军以及

泰山文艺奖和泉城

文艺奖。获评山东

省学生艺术水平考

试优秀指导教师和

历城区优秀教育工

作 者 、 教 学 能 手 、

优秀共产党员、优

秀教师、学科带头

人。先后被授予济

南 市 五 一 劳 动 奖

章、济南市职工职

业 道 德 建 设 标 兵 、

济南市教书育人楷

模、济南市优秀教

育工作者、《齐鲁晚

报》“我身边的好老

师”等多项荣誉。

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3

赵立秋不只是一位刚毅
而坚韧的教师，她无坚不摧
的精神世界里，还有着“地
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的
母性美德。深爱孩子的情
怀，同样在她身上如山涧流
水一样自然地流淌出来。

1.“赵妈”的西瓜铺

历城二中的师生，尤其
是艺术团的师生，几乎无人
不知、无人不晓“赵妈”的
西瓜铺。

在暑期集训期间，为了
保证学生的体力，消减暑
热，赵立秋不但每天上午给
孩子们熬一锅绿豆汤，而且
还从送水的老大爷那里借了
一辆三轮车，到市场去批发
西瓜，再拉回学校放到舞蹈
室里。每天下午，赵立秋将
西瓜均匀地切成小块，整齐
地摆放在凳子上。三四点训
练中间休息的时候，口干舌
燥的孩子们便蜂拥而来，撸
起袖子，大口大口地吃起西
瓜；而她本人，也同样撸起
袖子，和孩子们有说有笑地
吃着。

于颖老师说，每逢那种
场景，她就有一种特殊的激
动。除了妈妈和孩子在一
起，哪里还会有如此不拘一
格又和乐融洽的场景？

即使是毕业多年的学
生，回忆起“赵妈”的西
瓜铺，依然津津乐道，幸
福万分。

2.发现女孩手腕上一道
痕迹的内疚

赵立秋有和学生共享西
瓜美味的快乐，也有发现学
生问题时的揪心之痛。只有
爱孩子的妈妈，才会有那种
特殊的感觉和关怀。

一天，训练的时候，赵
立秋突然发现一个女孩的手
臂上有一道刀划的痕迹。痕
迹虽浅，可却像一把尖刀扎
进了她的心里。

赵立秋马上向相关老师
了解情况，又和学生家长取
得联系，细致沟通一番，才
知道了其中原因。女孩个性
要强，训练非常努力，希望
取得理想的成绩，自己给了
自己很大的压力，加之与爸
爸的交流出了点问题，才想
通过让自己疼的不当方式来
时刻提醒自己。

这给赵立秋敲响了警
钟 ， 老 师 对 孩 子 严 格 要
求，希望他们早日成才，
可是绝对不能忽略他们的
心理健康。

为 此 ， 赵 立 秋 很 内
疚，为什么在要求孩子努
力向上的同时，没有及时
发现他们心理上的问题？
一个孩子应当具有拼搏奋
斗的精神，努力在艺术之
路上取得可喜的成绩，可
是，更应当拥有快乐与幸
福。

在赵立秋和其他教师、

家长的共同努力下，没过多
长时间，这个女孩便走出了
心理的误区，重新有了阳光
的心态和灿烂的笑容。

赵立秋对孩子们的关心
和关注，已经远远超出了作
为老师的工作范围，真的如
妈妈一般，心细如发，温情
以待。

3.立秋那天，她奖励每
个孩子一杯奶茶

赵立秋认为，没有爱就
没有教育，并且爱不但要情
出于中，而且还要有大爱无
形的教育艺术。

教师在会上表扬某个学
生固然不失为一种方法，可
是，更多的时候，“道是无
情却有情”的几句温馨话
语，或者几处小小的爱的抚
慰，更能让师爱之情流入学
生的心田。

赵立秋认为，青春期的
孩子大多敏感，过多的关注
未必奏效，甚至有可能适得
其反，造成一种心理的伤
害。所以，爱就在平时的言
行举止中、在不经意之中。

赵立秋常常看似无意地
走到学生跟前，和他们聊聊
天，问他们吃饭了没有、饭
好吃吗；或者摸摸他们的
头、拉拉他们的手、轻抚一
下孩子们因为练习而淤青的
膝盖、捋一捋孩子们不小心
垂下来的一缕头发，或者给
孩子一个拥抱，说“我今天
特别想抱抱你”“咱俩拥抱
一下吧”“加油啊姑娘”等
等。几乎不提训练的事情，
更不说大话空话，而是让孩
子们感到，老师就是他们的
亲人。

以前，赵立秋曾为孩子
们在大型比赛中取得佳绩而
欣喜若狂；如今，她的内心
发生了些许变化，除了欣喜
之外，还荡漾着一种前所未
有的幸福。

这也许是一位柔情似水
的母亲对爱的另一种理解方
式，也是她步入一个更高层
次的表现。

今年暑期集训中，孩子
们奋力向前的精神常常让赵
立秋感动不已。她说立秋那
天要奖励大家一杯奶茶，听
闻此言，孩子们顿时欢呼起
来。因为他们真切地感受
到，老师不但读懂了他们的
心，也用一种孩子喜闻乐见
的方式爱着他们。

立秋那天，孩子们收
到了秋天的第一杯奶茶，
喝得很是开心，满脸洋溢
着幸福，情不自禁地哼起
了快乐的小曲。有名学生
在日记中记录了那天的情
景与感受，其中有这样一
句话：“今天喝着‘赵妈’
的这杯奶茶，好惬意、好
温馨；我会把这杯奶茶和

‘赵妈’的爱，一并收藏在
我一生的记忆里。”

（陶继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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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优秀教师的精神
长廊里，有坚韧不拔、
精进不休而步入成功殿
堂者，也有以大爱情怀
光照与温暖学生心灵世
界者；有持续努力、不
断发展而成绩斐然者，
也有以成就学生为己任
而桃李满天下者。

以上四种品质有其
一者，称之为优秀教师
便当之无愧了。

而济南市历城第二
中学（以下简称“历城
二中”） 的赵立秋老
师，则是这四种品质兼
而有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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