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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秋的蟋蟀藏于泥土和瓦砾金秋的蟋蟀藏于泥土和瓦砾
山峦的石板路山峦的石板路、、乡村路到县镇乡村路到县镇，，到省城到省城
每一个手电筒都发出光每一个手电筒都发出光
山里娃领到录取通知书山里娃领到录取通知书，，
夜幕下星星点点夜幕下星星点点，，月亮而圆月亮而圆
田野里的庄稼田野里的庄稼、、苗圃里的花苗圃里的花，，小径上的格桑小径上的格桑
悄悄地拔节悄悄地拔节，，伸懒腰伸懒腰，，绽放绽放，，含香含香

这样的日子这样的日子，，于你于你，，进校园进校园，，上讲台上讲台
此刻此刻，，又不知道有多少双眼睛在仰望又不知道有多少双眼睛在仰望
回忆起昏黄灯下回忆起昏黄灯下，，极其准粉笔头极其准粉笔头，，越来越越来越

多白发多白发
好想回到四十年前好想回到四十年前，，低着头排着队低着头排着队
悄悄喊一声悄悄喊一声，，老师好老师好
眼却有些润眼却有些润，，有些湿有些湿

老师您好
□韩秀山

春蚕赞过您春蚕赞过您
红烛赞过您红烛赞过您
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赞过您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赞过您
而您深知园丁的耕耘而您深知园丁的耕耘
知识粉笔汗水化为苦口婆心知识粉笔汗水化为苦口婆心
醍醐灌顶醍醐灌顶

老师您好老师您好，，你是春天你是春天
轻拂辛勤春风轻拂辛勤春风
鼓励沉睡的种子破土而出鼓励沉睡的种子破土而出

才有桃李盛开鲜艳才有桃李盛开鲜艳

老师您好老师您好，，你是秋天你是秋天
走过一月飞雪走过一月飞雪
走过三月萌芽走过三月萌芽
走过七月山花烂漫走过七月山花烂漫
才有九月沉甸甸的累累硕果才有九月沉甸甸的累累硕果

老师老师，，我们已是您的蒲公英种子我们已是您的蒲公英种子
开遍天涯海角开遍天涯海角

教师节的思念
□许兵

小学毕业已经三十六年了，但我
我一直忘不了那五年的小学时光，因
为彭老师在这五年里，无微不至地培
育了一颗认知世界的灵魂。从汉语
拼音到每一次作文课，我都得到了她
无微不至关怀、照顾和鼓励。因此种
种，第一个教师节在我的童心里就显
得特有分量。

那一天是1985年 9月 10日，是
中国的第一个教师节。那时候我们
山区的生活不富裕，山区的孩子就更
没钱给老师买礼物了，尽管如此，但
许多同学还是给老师买了明信片等
小礼物。我因种种原因，没有买到，
这可愁死我了，母亲也慌了起来，因
为要去镇上才能买到小礼物，可十多
里山路，已经来不及了。正在这紧要

关头，母亲天不亮就去挖地里的红
薯。天刚蒙蒙亮，一袋新鲜、鲜红、饱
满光滑，看着挺可爱的红薯就被母亲
扛回来了。我们本地红薯也特好
吃。老师是城里人应该会很喜欢，就
这样我背一袋红薯送给老师，可这得
赶紧了，必须在七点半以前送到老师
宿舍，否则会被同学嘲笑，嘲笑我买
不起礼物。

彭老师，中等的身材，面对同学
们总是洋溢着和蔼的微笑。七点半
的时候，同学们就盯着教室门口，无
钟表的闹钟在心里嘀嗒、嘀嗒、嘀嗒
……，终于看见了几本重叠着的教材
进门了、然后彭老师的身子也进来
了。班长一声起立，同学们像一片小
森林，齐刷刷的长高了一大截地异口

同声地喊“老师好！”，随着老师的一
声“同学们坐下”，又像一片小森林矮
了一大截地坐下了。

同学们都鸦雀无声地等候着老
师在这特别的日子里的讲话：她一
一讲着同学们给她送的礼物，还特
别表扬了“一袋红薯”的礼物，说这
一袋红薯让她很感动，并对大家送
给她的礼物一一表示感谢，最后，彭
老师说：“同学们，你们好好学习，将
来成为国之栋梁，才是给老师的最
好的礼物”。

三十多年过去了，彭老师也早已
退休了，但那年教师节彭老师的话，
却让我难以忘怀。是啊，对于老师来
说，学生成才，才是老师最大最好的
礼物。

从小学到大学，我
遇到的老师很多，其中
不乏品德高尚教学精湛
者。但是，我最为难忘
的是初中的班主任田老
师。因为，他美好的品
德为我的一生提供了永
恒的滋润和濡养，他一
直深深地镌刻在我的心
灵最深处。

田老师担任数学
课。他的教学堪称完
美，神乎其神，至今为弟
子们所津津乐道。上课

的铃声一响，他身穿白色衬衣浅色裤子，
笑容可掬地走了进来，向大家颔首致意，
然后开始讲课，敏锐的目光像探照灯似的
时时四下逡巡。他的板书干净整洁，赏心
悦目，从黑板的左上角写起，边讲边写，娓
娓道来，宛如行云流水，丝毫不给人沉重
之感，相反，令人沉醉其间，心情愉悦。当
他结束讲课，板书也恰好写到右下角。布
置完作业，下课铃声恰好响起。他铿锵有
力地说声“下课”，就迈着轻盈的脚步，翩
然飘出教室，如同武侠小说中有着绝世轻
功的高手，只丢下一群少年端坐教室，意
犹未尽，如醉如痴。

学高为师，身高为范。田老师对学生
慈和，如父如兄。他从来不疾言厉色地训
斥我们，更没有粗暴地动过手。相反，总
是用幽默诙谐的语言提醒我们。犯错的
同学不感到尴尬，其他人则受到启发，“有
则改之，无则加勉”。记得有一次，田老师
正在讲勾股定理，同桌尹满不专心听课，
用手指在抠桌子。田老师稍作停顿，笑眯
眯地望着他，说咱们的尹满同学此刻正在
专心致志地抠桌子，我相信若干年之后，
他一定能发明一个抠桌子定理。田老师
话音刚落，大家哄然而笑，尹满也忍不住
笑了起来，然后坐直身子，聚精会神地听
起课来。这件事之后，班上的同学很少再
有走思的现象。

田老师是个非常具有教育智慧的
人。由于我的学习成绩名列前茅，正是不
谙世事艰难的少年，不免有些轻狂。田老
师看在眼里，却并不急着批评我，而是选
择合适的时机。一次劳动课上，我们在校
门外铲草，不远处是一望无际的麦田。收
获季节，放眼望去，金色的麦浪翻滚，如同
金色的大海涌起波浪。田老师对我说，孩
子，去给我找两只最饱满的麦穗。我兴高
采烈地跑到麦田里，认认真真地找了起
来。当我拿着颗粒饱满的麦穗跑到他面
前，他故作惊讶地问，你是怎么找到的？
我说它们成熟了，头就垂得低低的呀。田
老师微微一笑，目光却并不看我，若有所
思地说，是呀，越是有本事的人越懂得低
头，只有那些浮躁浅薄的人才总把头抬得
高高。我不由得红了脸，明白了老师的苦
心和深意，从此变得虚怀若谷。

这些只是田老师教学生涯中的几个
小片段，他的教育教学故事三天三夜也说
不完。田老师的严谨，宽容，慈悲，智慧，
深深地影响了我，构建了我的心灵底座和
价值认同，令我受益终生，永难忘怀。

程进杰老师属于公社派下来的民
办老师，由于村庄地处偏僻，要爬好远
的山路才能到达。之前也来过几个民
办老师，皆因寂寞难耐，都没留住。眼
看着我们这帮野孩子就要失学，村长
急得不行。就在这年秋季即将开学，
村长给我们带来一个好消息，咱们村
要来一位新老师，这位老师刚刚从部
队退伍下来，明天正式来我们村庄小
学任教。大家一听，自然欣喜万分。

程老师是个见过世面的人，他对
这里恶劣的环境早已所料，心态乐观
向上，不被眼前的困难吓倒，他把学校
及住宿打扫得干干净净，又在四周种
满了花草。因地制宜，就地取材，在学
校的操场上搭建了简易的篮球架和高
低杠，开展一些简单的体育运动项
目。程老师来的那年，我还没到入学
的年龄，对程老师也不惧怕，整天跟在
他的身边嬉戏玩闹。别看程老师平日
里亲善友好、嬉笑可掬的样子，可上起
课教起书来却仿佛换上了另一个人，
这个人是在我上学的第一天起才认得
的。秋季上学堂的第一天，我和同年
的伙伴都背着裁缝做的崭新书包，神
情异常兴奋。到了学堂，程老师首先
从矮到高安排好座位以后，手里拿着
细长的竹鞭开始了他的训话：首先欢
迎小朋友来读书学文化知识，做学生
要懂礼貌，读书是要讲纪律、讲规矩
的，坐要脚抓地，肩膀水平，腰板要挺
直；上课的时候不能东张西望，不能
吃东西，更不能大声说话。嘿！整个
就是一个下马威。一天的功课就是
练习坐功，可把我们这些猴样的野孩
子害惨了，一个个叫苦不迭，比坐针毡
还难受。

第二天，大伙就对读书没有了兴
趣，都赖在家里不肯上学。母亲把我
从家里拖出，我死死抱着学校门前的

一棵梨树，不肯踏进学校的门槛。这
时，程老师赶来，对我母亲说，不要管
他，干你的活去。母亲走了，我孤独无
援，渐渐地松开了手走进教室。从此，
我对程老师胆怯、生分了起来。

我读初二那一年，父亲突发脑溢
血离开了人世。我到学校里把铺盖打
包回家，打算回家帮母亲干田里的
活。刚到家的那天晚上，程老师就上
我家来了。程老师很严肃地对我和母
亲说，家里的情况也都是明摆在这里，
但小孩的学耽误不起，困难只是暂时
的。程老师把我的实际情况写成材
料，跑公社又跑县里教育局，为我申请
到了助学资金，让我重新回到了学
校。在我最无助的时候，程老师伸出
了援手，无疑是雪中送炭。

在程老师的努力下，我们村庄的
学校大有改观，程老师也由民办教师
正式转为公办教师。可到了九十年
代，考虑到生源不足，教育部门进行了
资源整合，村里的小学撤掉了，合并到
五里开外的中心小学，程老师也调到
中心小学任教了，后来，我考上了大
学，成为附近乡村难得的大学生。得
知我考上了大学，程老师买了一支派
克钢笔特地赶到我的家中，前来为我
祝贺。我在众多的乡亲们面前，对程
老师深深鞠了一躬。

大前年，程老师从小学校长的职
位上退了下来，他倾其毕身的经历，投
入到乡村基础教育的事业中，可谓是
呕心沥血。世事多变，我也调动了几
次工作，但走到哪里，程老师送我的那
支派克钢笔一直随身携带。每当夜深
人静的时候，我揣摩着那支钢笔，眼前
又仿佛出现程老师智慧而严峻的目
光。程进杰老师那种厚德载物、雅量
容人、操守严明的风范，言传身教周边
的每一个人，也让我受益终生。

每到教师节，我就会想起那个小
山村里土筑的校舍和亲和的校长，想
起在那里度过的那些温馨的教师节，
心头，便漫过阵阵淡淡的乡愁！

那是1986年，我到村小学任教的
第二年。那年暑假之后，校长就兴致
勃勃地找到我说：“你准备个发言稿，
村里的书记过两天要来给我们庆祝
教师节，还要表彰一名优秀教师，学
校报了你。”

我一听连连说：“不行，不行，我
刚来任教不到一年，荣誉应该给比我
优秀的教师。”

校长笑了，说：“我们都是土生土
长，只有你一个是专科毕业。”

教师节那天，表彰会如期举行，
说是表彰会，其实也就那么几个人，
我们学校的五个老师加上村里的书
记和主任。尽管人少，学校狭小的办
公室却盛不下这么几个人，就在校园
土墙边的那棵老柳树下，用几张课桌
布置成了会场。

书记一定在家学习了文件的，讲
话时把教师节的意义说得头头是道，
把尊师重教的口号喊得响满了院
子。书记讲完话，就开始发奖，奖品
很特别，一个搪瓷缸子，上面用红漆
写了一个大大的“奖”字。

我接过奖品时，书记笑着说：“听
说你是大学生，教五年级，明年的毕
业班如果有一半的升学率，我就奖励
你毛巾被。”

书记说的没错，那时的农村，师
资力量很差，每年的小学升初中，班
里三十多人，仅有十多人升入乡里中
学读书。

那以后，不知是书记的承诺还是

那个搪瓷缸子奖品的激励，我更加努
力地备课教学。那年冬天，我患感
冒，嗓子咳嗽沙哑得话都说不清楚。
课堂上，我天天抱着那个搪瓷缸子，
猛劲喝水。后来感冒好了，我却再也
离不开那个缸子，手时不时地摸向带
有温度的缸体。泥土筑成的教室，总
挡不住寒风，天寒地冻里，陶醉在一
杯茶的温度，无限满足。

第二年，我带的毕业班爆出冷
门，32个学生，有21人升入乡里中
学。那年教师节，学校开表彰会，书
记真的奖给我一床毛巾被。会后书
记笑呵呵地说：“明年如果再提高升
学率，我就奖你一辆自行车。”

面对这样随和的书记，我也笑着
说：“我更喜欢那个搪瓷缸子！明年
我如果带好了毕业班，您就给学校盖
间教室吧。”

我本是一句戏言，却让书记锁了
半天眉头，郑重地说：“如果明年真的
再提高升学率，我就是砸锅卖铁，也
盖个新教室！”

那年暑假，当村里组织人给学校
盖新教室的时候，我也迎来了命运的
新的转折点。那年我成了县中学的
新教员。

其实，我真的不愿意走，可校长
说：“你是个好苗子，不论在哪里，你
会教出更多优秀的学生。”

后来我又经历了许多的教师节，
除了登台领了几回奖状，再没领到过
像茶缸、毛巾被之类的奖品。

多少年里，那个搪瓷缸子就一直
陪伴着我，每当看到它，我就会想起
当年乡下的教师节，和那个淳朴的乡
村……

师
恩
难
忘

□

张
燕
峰

想起第一个教师节
□杨太国

安顺一中校园里的大槐树
□罗夏 摄

师恩是一盏明灯
□江初昕

教师节里的乡愁
□魏益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