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默默地闪光
转眼间杏坛耕耘已30余载 ，

虽一路艰辛跋涉， 呕心沥血， 不
懈努力， 洒下了几多汗水， 但还
是成效甚微、 业绩平平， 留有许
多遗憾。 聊以自慰的是自己多
少还给学生留下了点记忆， 还
有学生惦记着我这个老师。

就在前几天， 门卫通知说有
人找我。 我赶紧去传达室， 远远
地看到一个中年汉子满面笑容地
喊我老师 。 我端详着他看了又
看， 脑子里极力搜索着有关此人
的信息， 但愣了老半天还是没能
认出他来 。 见我一点印象都没
有， 他就自我介绍姓甚名谁， 说
是我26年前在某校任教时的学
生。 看着我还是回忆不起来， 他
就详细介绍了当年班上的一些同
学， 教室所在的方位、 朝向， 教
室里的陈设、 同学的座次， 乃至
由我拟定的两条励志标语……他
如数家珍， 我的记忆也逐渐被唤
醒 。 呵 ， 不知不觉间过去26年
了， 真是往事如烟呀！

他说： “当年我在班上成绩
不好， 又比较调皮， 其他老师大
都对我不屑一顾， 只有你看得起
我， 经常利用中午的时间给我补
习作文。 我十分感激……这些年
来我一直记着您的这份情谊！”

他的话让我的记忆彻底清晰
起来。 原来， 26年前我在一所农
村初中任教， 学校在操场边上的
一排单身宿舍中给我安排了一
间。 那时农村学校住校教师业余
生活单调乏味， 每天吃完午饭后
是我最难打发的时光， 我就常利
用这段时间备备课， 批改批改学
生作文。

看到有些学生写的作文草草

了事， 我恨铁不成钢， 正好这些
学生中午经常早早就来学校了，
在教室里吵吵闹闹， 于是我就将
他们喊到宿舍里面批作文。 所谓
“补习”， 无非是让他们书写要工
整， 誊写要规范， 句子要通顺，
标点要正确运用之类， 要么就是
与他们随便聊聊如何选材， 怎样
构思， 如何组织篇章结构等等，
偶尔也与他们聊聊理想、 前途什
么的。 说实在的， 我当时根本就
没想要给他们 “补习” 功课， 更
没想到时隔这么多年他们还将这
些前尘旧事记在心里！

他接着说： “老师， 你在我
们身上花了这么多心血， 我当时
就暗暗下定了决心： 一定要写好
作文、 学好语文， 以后一定要考
上大学， 以不辜负你对我们的殷
切希望 ！” 他说 ， “后来高考 ，
虽然有几门学科考得不理想， 但
我语文却拿到高分， 达到录取分

数线， 终于录取到一所工学院。
学校虽不是重点， 但我学的是当
时紧缺而又鲜有人报考的路桥专
业， 一毕业即分配到交通局， 从
事高速公路建设监理工作， 如今
我早已是监理工程师了。 老师，
若没有你当年对我的关怀和鼓
励， 哪有我的今天！”

听着学生情真意切的述说，
不知怎的， 我只觉眼睛湿润， 心
头发热。 谁能想到， 当年自己无
意间采取的一个小小举措， 居然
给了学生这么大的学习动力， 居
然改变了学生的人生道路！

陶行知先生说过， 生活即教
育。 回眸往事， 我当年不自觉地
将宿舍变成了课堂， 将自己的业
余生活与学生的学习联系了起
来， 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我
真切地感到， 教师生活的外延有
多宽， 教育的天地就有多广。 教
师不仅要重视课堂教学， 在日常
生活中更要做学生的良师益友，
要与学生进行心灵的沟通、 精神
的对话、 情感的共振， 如此， 我
们方能成为学生心目中的 “好老
师”， 进而让学生达到 “亲其师
信其道” 的境界。

前苏联教育家克鲁普斯卡娅
说， 教师是太阳底下最光辉的职
业。 此番学生来访， 使我对这句
话丰富而又深刻的内涵有了新的
理解。 我深知， 自己仅是个默默
无闻的普通教师， 与 “光辉” 二
字相去甚远， 自然也不奢望 “光
辉”， 但我更愿像那江中的航标，
默默地闪光， 尽管光线微弱， 但
只要能够指引学生人生的航向，
引领他们抵达成功的彼岸， 此生
足矣！

□熊益军 文文／／图图

□□王王淑淑芹芹大师笔下的师恩
一年一度的教师节又到了，

经常与书为伴， 以读书为乐， 从
书中感受文学大师们对老师的尊
敬， 他们用各种笔调去描写与称
赞自己的老师 ， 大师笔下的老
师， 各有千秋！

我国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
奖的大师莫言在《我的老师》一文
说到体育老师王召聪， 在他 “最
臭”的时候帮他说好话，他为说过
一句 “学校像牢狱， 老师像奴隶
主，学生像奴隶”便成了“思想反
动，道德败坏”的坏学生，付出的
代价是学校给了警告处分， 只因
年龄太小才没到公安局去。后来，
不管他帮老师生炉子，喂兔子，帮
老贫农挑水，怎么努力，在校领导
看来是“伪装进步”。直到“那天中
午，我穿着木拖鞋到了教室门前，
看到同学们已经睡着了， 我便本
能地将拖鞋提在手里， 赤脚进了
教室。 这情景被王召聪老师看在
眼里， 他悄悄地跟进教室把我叫
出来， 问我进教室时为什么要把
拖鞋脱下来。 我说怕把同学们惊
醒……事后，我听人说，王老师在
全校老师的办公会上， 特别把这
件事提出来， 说我其实是个品质
很好的学生。”王老师是一个从一
件小事，就可发现“一个坏孩子”
内心深处善良的好教师。

一代文学大师鲁迅笔下的
《藤野先生》， 是一位黑瘦， 留八
字须， 戴眼镜， 穿衣模糊， 挟着
一叠大大小小的书的日本解剖教
授。 每次听他课的讲义记录， 他
都要鲁迅给他看， 并从头到末，
都用红笔添改， 连文法错误也都
一一订正。 文中说： “他的对于
我的热心的希望， 不倦的教诲，
小而言之， 是为中国， 就是希望
中国有新的医学； 大而言之， 是
为学术， 就是希望新的医学传到
中国去。 他的性格， 在我的眼里
和心里是伟大的， 虽然他的姓名
并不为许多人所知道。” 虽然为
了革命， 鲁迅弃医从文， 但藤野
先生一丝不苟传授知识的态度一
直在激励他 “写些为 ‘正人君
子’ 之流所深恶痛疾的文字”。

著名作家梁晓声在 《我和橘
皮的往事》 里， 说他去校办工厂
搞义务劳动， 听指派干活的师傅
说橘皮有平喘、 减缓支气管炎的
功效， 他就 “往兜里偷偷揣了几
片干橘皮” 带回家给被支气管哮
喘折磨得喘作一团的母亲泡水
喝。 后来被同学告发， 他立刻成
了闻名全校的贼。 直到班主任老
师， 一位清瘦严厉、 戴600度黑
边近视镜的中年女教师休完产假
来上第一堂课， 察觉出他的异常

处境， 即 “放学后她把我叫到了
僻静处， 而不是教员室里， 问我
究竟做了什么不光彩的事？ 我哇
地哭了……第二天， 她在上课之
前说 ： ‘首先我要讲讲梁绍生
(我当年的本名) 和橘皮的事。 他
不是小偷， 不是贼。 是我叮嘱他
在义务劳动时， 别忘了为老师带
一点儿橘皮。 老师需要橘皮掺进
别的中药治病。 你们如果再认为
他是小偷， 是贼， 那么也把老师
看成是小偷， 是贼吧 ! ……’ 第
三天， 当全校同学做课间操时，
大喇叭里传出了她的声音。 说的
就 是 她 在 课 堂 上 所 说 的 那 番
话……从此我又是同学的同学
， 学校的学生， 而不再是小偷不
再 是 贼 了 。 从 此 我 不 想 死 了
……” 这就是最称职的人民教
师， 能及时扭转一个孩子的恶劣
处境， 给他一条生路。 真正做到
了 “以关爱学生为荣， 以漠视学
生为耻”。

春蚕到死丝方尽， 蜡炬成灰
泪始干。大师笔下的老师，鲜活地
展现在读者的面前， 正是这些甘
为人梯，默默奉献的园丁们，用自
己的言传身教， 才成就了一个个
大师级的作家。 令中国文学的百
花园永远芬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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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宋丽丽华华 文文／／图图

我上一年级的时候， 正是我
们村最缺老师的时候。 好多老师
嫌弃我们村子又穷又偏僻， 交通
还不便利， 四周连一条砂石路都
没有 。 晴天一身灰 ， 雨天一脚
泥， 进了我们学校就等于一只脚
插在泥坑里。

开学第一天我们班就没老
师， 接着第二天第三天也没有老
师 。 新书是校长给我们发下来
的， 然后就给我们放假了， 要不
就是自由活动。 我们懵懂地认为
上学就是把书拿到就可以了， 校
长面对我们这样的 “理解”， 深
深地叹了一口气。

第二个星期开始时， 我们班
有了一个美丽的老师， 穿的非常
干净， 白色的衬衫， 底下配一条
长裙子， 还有一双时髦的塑料凉
鞋 ， 漂亮极了 。 因为有了新老
师， 我们班30多个7岁的小孩一
下子就好像有了家长， 不用再眼
巴巴地看着别的班的老师而眼馋
了， 身前身后跟着老师， 像是一
群小尾巴一样。 老师的教具是我
们这群孩子们抢着拿的宝贝， 听
她说话 ， 闻她身上香香的肥皂
味。 上课跟着她非常认真地读着
“a、 o、 e……”

最有意思的是我们班的李晓
松， 把菜园子里刚长大的青萝卜
给老师拿学校去了， 老师笑弯了
腰 ， 问他拿这个做啥 。 李晓松
说， 我奶奶告诉我要好好 “巴结

巴结” 老师。 奶奶说你是我们校
长花钱雇来的， 我们学校穷， 留
不住老师， 奶奶怕你嫌弃我们这
里不好， 呆几天就走了， 又该没
人教我们了， 我们一年级又成了
没有老师的班级。

我们听说老师是花钱雇来
的， 早晚会走。 小孩子舍不得的
心思哗啦一下子就哭了一大片，
女老师也红了眼睛。

后来才知道， 我们的女老师
是镇上刚毕业的大学生， 来我们
村子串亲戚， 过几天就要返回城
里去找工作。 校长看我们新入学
的一年级 “小豆包” 一个星期都
没有老师， 特别着急， 实在抽不
出人手来， 又怕这些孩子因此不
爱来学校， 就花钱雇了她， 让她
晚点回城里找工作， 留下来给我
们一年级代代课， 等到新老师来
了再走。 那时， 她代一天课校长
答应给她的十块钱， 还是校长从
可怜的学校经费里省出来的。

花钱 “租” 的老师， 看着我
们一群孩子哭得一发不可收拾，
自己也跟着哭起来， 还答应我们
不走了， 留下来教我们。 校长像
是得了天大的宝贝似的， 马上给
乡里教育局打电话， 又赶紧让老
师准备她的毕业证户口本儿什么
的， 生怕她反悔。

就这样 ， 我们 “租 ” 来的
老师成了真的老师 ， 直到我转
学， 她还在教我们。 她成了我们
全校全村最 “受宠” 的老师， 全
村谁家有点好东西， 都会想到老
师， 学校有点什么好活动， 都给
我们班。

借老师的光儿我们成了全校
的“宝贝疙瘩”。我们也知道，是学
校和村里人怕老师走。老师说，人
只有被需要才会有价值， 大城市
多她一个不多， 可是这里缺少一
个她。 在最需要的地方做一个有
用的人， 比呆在一个可有可无的

位置上要强百倍。
我们的老师如今已

经年过半百， 这位美丽
的老师名叫赵春香， 是
我们学校当时第一个大
学毕业的老师。

““租租””来来的的老老师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