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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姐妹花"教师护送孩子们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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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晔

你如一缕阳光

照耀孩子的心房

他们的人生路

充满希望

你默默奉献

用美丽的青春

点燃孩子们的理想

走出高原

走出大山

走出偏僻的地方

为了更好地建设可爱的家乡

那里的孩子不再流浪

那里不再有文盲

那里不再荒凉

那里充满了书香

你把知识融入孩子的胸膛

你用微薄的力量

托起孩子们的肩膀

努力向上向上

在你的哺育下

孩子们有了人生方向

向着未来

张开双臂

奋斗开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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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一首!

张金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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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是一位播种者

在您承包的黑色土地上

粉笔是你耕耘的犁

流动的文字是你播下希望的

种子

您用不倦的双手

辛勤地播种了一年又一年

从未间断

从不埋怨

你播种春天的向往

你播种秋天的收获

你播种星光的诱惑

你播种宇宙的奥妙

你播种知识的芳香

你播种祖国璀璨的明天

致教师

多彩的梦谁做过

三百六十行细细斟酌

老师这神圣的岗位

至高无上

便是你一生的追求和选择

你用心用血用满腔的热情

在面对黝黑的土地上

纵横驰骋

扬芳耕绿

精心培育着日益长进的桃李

历经春夏秋冬

数过岁岁届届

也许未来的科学家从这里起步

也许将来的企业家在这里开始

为了撰写明天的讲义

夜深静谧

你还在斗室伏案

灯是怎样熬红

夜是怎样消瘦

理解了你

就理解了平凡

也就理解了崇高

历史说$忘不了

忘不了辛勤的老师

有了你

一朵朵花儿竞相开放

有了你

一畦畦禾苗充满希望

沙颍文艺组版编辑"童晓霞 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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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纯江

元宵节刚过!空气里还弥漫着鞭炮

的火药味!娘就把一个老和尚百衲衣一

样的书包挎在我身上!说"你
-

岁了!上

学去吧#

于是!我挎着书包!搬着小凳子!和

伙伴们一起去上学$ 春节刚过!春寒料

峭! 寒风呼啸着直往我破袄袖筒子里

钻!刺骨般地冷!但我心里却热乎乎的$

学校在彭楼村! 大队部的西边!是

个土墙围成的院子! 一拉溜五排土瓦

房$ 三间房!泥桌子!木板凳!墙上一张

黑板!就是一个教室$ 院里的一棵老榆

树上挂着一口钟!上下课时!%铛&铛'的

钟声响彻云霄$

教室乱哄哄的!一个穿旧蓝布棉衣

的老师正在排座位$ 扭头看我进来!就

说!你个子小!坐头一排$

排好座位!那老师说他姓李!叫李

永德$然后逐个登记姓名$临到我时!问

我叫啥!我报了小名$ 李老师说!要报大

名$ 我嗫嚅着说!我没大名$

李老师说!没有大名不中$ 问我!你

哥叫啥!我说大哥尚纯合!二哥尚纯海$

李老师笑了!你就叫尚纯江吧#

于是!我有了大名$ 后来听娘说!大

哥的名字是俺大起的!二哥的名字是李

老师起的$ 李老师文化不高!小学肄业!

只教一年级$ 所以!从二哥到老六!俺哥

几个的名字都是李老师起的!依次为海

江湖洋$ 到老六那儿!李老师挠挠头皮

说!河海江湖洋都有了!取啥好呢( 想了

半天 !他拍了一下脑袋说 !就叫 %尚纯

水'吧#

这是我的第一个老师" 中等身材!

黑脸庞!小眼睛!短发!敦敦实实的!戴

着一顶 %火车头 '帽子 )左手拿着一本

书!右手拿着一锭粉笔$ 在我眼里!老师

是有学问的$ 所以!尽管我是个调皮捣

蛋鬼!可在学校!老师的话就是圣旨!绝

对不敢乱来$

排好座位!老师开始发书$ 一本语

文!一本算术!书很薄$ 李老师教课很认

真! 一个个手把手教我们认字写字!直

到每个学生字认全了&会写了!才进行

新课$ 第一学期我考了双百分!得了一

张奖状$ 娘把奖状贴在堂屋后墙上!逢

人就说!你看俺家老三成绩多好!俩一

百分#

那时是勤工俭学 $ 上学时挎着书

包!提着篮子!一路上割草拾柴!有时!

还背着箩头拾粪$ 去时拾的柴割的草交

到学校顶学费)回去时拾的柴割的草交

到队里换工分$

李老师眼不大好!秤的时候!总是

把眼凑到秤星子上$ 有学生在篮子下面

系一根绳用脚踩着$ 李老师总怀疑篮子

里的东西比平常重! 却找不出毛病来$

所以!到他往学校交时!总不够数!他只

好用自己六块钱的津贴补上$

在我印象中 ! 李老师文化最低 !

也数他最老实! 教课也最认真$ 后来!

批林批孔& 批儒评法& 反击右倾翻案

风**运动一个接着一个$ 我们开始

写大字报 ! 向老师开炮 ! 很多老师

%被批倒批臭'$ 李老师人老实! 人缘

好! 一直没有受到批判$ 改革开放后!

一些民办老师嫌工资太少! 陆陆续续

离开了学校! 去经商! 去打工! 学生

也越来越少$ 李老师一直坚守着岗位$

彭楼学校撤销后! 他又转岗到了其他

学校! 还教一年级$ 到退休年龄时正

赶上民办教师转正! 他成了公办老师!

被评为小教高级 $ 和他一起教学的 !

都改了行! 每当看到他去领退休工资

时! 都后悔得要命! 也羡慕得很$

去年同学聚会!邀请了李老师$ 李

老师看看学生中有农民&工人&医生&教

师&工程师&军官&公务员!有身家千万

的大老板!还有一个是大学教授!嘿嘿

地笑了"%我也是桃李满天下哩$ '

我们连忙说!是哩!李老师是桃李

满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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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长征

星期天!闲暇无事!打开电脑!无意

点开了+每当我走过老师窗前,这首歌!

听着那熟悉的的旋律!倍感亲切!不由

想起了几位印象深刻的老师$

初三那年! 教我们几何的李老师!

.%

多岁!高个!短发!衣着得体!浑身上

下显露出成熟女性漂亮而不俗气&庄重

而又含蓄的气质$ 当时在我们学生中间

流传着几何难学&里面的证明题更难学

的言论!但李老师对她所教的课程很有

信心!鼓励我们克服畏难情绪!教我们

怎样读题&延伸分析&添加辅助线&注重

证明过程等方法!从而让我们掌握解题

技巧$ 她上课课堂气氛活跃!在她的精

心设计下!原本枯燥的点&线&角等变得

活泼起来$ 我当时特别喜欢几何!因为

我能从证明题中探索知识的奥秘!求证

出正确答案后像农民伯伯在田地里收

获了金灿灿的稻谷一样高兴$ 每到李老

师的晚自习辅导!我都会拿出白天练习

时遇到的难题向她求教$ 时间长了!同

桌提意见了!对我说"%每次你都拦住李

老师问问题!一节课你一人占去很多时

间!你还让其他人问不让( '中招前的最

后一节几何课!李老师说今天再讲最后

一道题!然后大家自由复习!那道题的

确有一定的难度! 添了三道辅助线!还

用了代数上的知识!才能求证出正确答

案$ 同桌一看!小声对我说"%我就不信!

中招考试会出这么难的题( 还要浪费宝

贵时间去学做这道题( '我听后置之一

笑! 但我还是认真听完了李老师的讲

解$ 考数学那天!我先浏览整张试卷!一

看最后一道大题!很像几天前李老师讲

的那道题!仔细一核对!就是那道题!连

对角线画得都丝毫不差!而且分值高达

/

分!心情一高兴!前面的试题做得也很

顺畅$

大概是因为做对了这道压轴大题!

稳得了
/

分的缘故!那年!我有幸考上

了一所师范学校$ 由于我是第一次离家

出远门!到一个陌生的学习环境!想家

带来的低落情绪一直困扰着我$ 第一个

晚自习!班主任王老师走进教室!作了

简单的自我介绍!说了些诸如%今后的

时间我们要朝夕相处'%以后谁有困难

都可以随时找他'之类的话语!我当时

以为这些话都是班主任的%通用语'!所

以也没放在心上$ 接着是一周紧张的军

训生活!可能是心情郁闷!没多久我就

病了$ 那天早自习!我坐在教室里发呆!

不知啥时候! 王老师轻拍我的肩膀!示

意我出去一下!在室外的廊道里!王老

师说他观察我好几天了!看我整天闷闷

不乐!问我是啥情况!我吞吐半天才告

诉王老师说我想请假回家! 他问为什

么( 谁知他这一问!我竟%委屈'得掉下

眼泪$ 等我的情绪稳定下来!王老师问

我多大了!我说
0.

岁!他说也难怪 !年

龄是小了点$ 他又问我平时是不是没离

开过父母!我点头$ 王老师知道了我的

内心想法后!说了一番至今我还记忆犹

新的话"在学校你是学生!出校门你就

是老师!你要知道!三年后你将从事太

阳底下最光辉的职业) 你来外地求学!

你父母也很盼望你能学有所成!将来为

家争光!你应该充分把握好三年的有限

时光!充实自己!这样才能不辜负家人

对你的期望)你说你离家远!你知道咱

班还有两个新疆来的同学!国庆节放假

你就能见到父母!而他们只有等到寒假

才能回家!他们还羡慕你呢)今后你在

学习上&生活上遇到啥难题!都可随时

找我!我就是你的坚强后盾**王老师

语重心长的一席话!打消了我想家的念

头!此后的日子里!王老师时不时会找

我谈心!在上他所教的生物课时!他总

会向我投来慈祥的目光!像鼓励!似鞭

策!我也很快从阴影中走了出来!不但

学习成绩突飞猛进!而且我还积极参与

班里的集体活动!与大家融为一体$

心情好了!一切都那么阳光灿烂!一

次音乐课上!我们学习了歌曲+每当我走

过老师窗前,!唱着唱着!眼前仿佛出现

了以前教过我的张老师&刘老师&聂老师

等那一张张熟悉的面庞!这时!班主任王

老师微笑着向我走来**我与这首歌产

生了共鸣! 似乎里面的歌词正是我的各

位老师的真实写照! 我很快学会了这首

歌!没事时就小声哼哼!没曾想在班级元

旦联欢晚会上我还自弹自唱大显身手了

一回!赢得了热烈掌声$

弹指一挥间! 到了毕业的那一天!

七八辆大巴车整齐地排列在操场的两

旁!车身上贴有%热烈欢送九一级毕业

生奔赴工作岗位'%今日桃李芬芳!明天

社会栋梁'%扎根基层!献身教育'等各

种欢送条幅!操场四周站满了前来为我

们送行的学校领导&各科老师及学弟学

妹们$ 女生有的相拥而泣!有的抱头痛

哭) 男生虽没有女生哭得那么夸张!但

也很委婉地用手不停地在脸上擦拭$ 这

时我发现王老师站在操场一角!只见他

神情凝重!时而仰头望天空!时而来回

踱步!就在汽车启动的一刹那!我猛然

看见王老师背过身去!悄悄用手帕拭了

眼泪!又迅速转身向我们挥手告别$ 随

着车厢不停地摇摆!思绪将我拉回了当

初所经历的一切!眼前不断浮现往日与

王老师朝夕相处的美好时光$ 他用自己

那赤诚的爱!唤醒了多少迷惘!培养了

多少自信!点燃了多少青春!催发了多

少征帆$ 那份惬意!那份欢乐!那份情

谊!那份真诚!令人怀想**

月有阴晴圆缺!事有阴差阳错$ 由

于种种原因!我未能如愿拿起教鞭走上

三尺讲台$ 正遗憾之时!没想到峰回路

转!有人给我介绍了一位在学校当老师

的女朋友!也就是现在的妻子!也算是

圆了我的一半老师梦$

我们家距妻的单位有八九里路!别

说白天的正常上课!光就每星期的早晚

自习就令我望而生畏! 但妻不在乎!一

辆自行车伴随左右!风里来!雨里去!她

还自得其乐$ 那年的冬天来得比往年早

一些!那天下午狂风怒吼!大雪纷飞!我

劝妻别去上晚自习了!就这天儿!耽误

一次就是校长也无法指责!没等我说完

妻就跟我急了!把我批得体无完肤$ 说

归说!到了她该回家的点儿!我还是坐

立不安! 无奈只好大衣棉裤全副武装!

顶寒风&冒大雪&步履蹒跚出了家门!路

上除了白茫茫就是静悄悄$ 我边走边拿

手电筒在路上来回晃! 一来给自己照

路!二来提醒从对面归来的妻!不知不

觉走到此路段唯一的一座小桥上!无意

中发现桥下有一团黑乎乎的东西$ 我用

手电筒一照!啊# 原来是妻!身上还压着

自行车$ 我赶忙滑到桥下!顾不得埋怨!

搬开自行车!把她背到大路上$ 只听妻

断断续续地说"%我想着路熟!就想直接

骑过去!没想到车子一滑!连人带车一

块儿栽到桥下$ '我忙安慰她说"%幸亏

这是条旱沟!没水!要不然麻烦就大了!

只要你没事! 明天太阳照常从东方升

起$ '我话没说完!妻%扑哧'一声笑了起

来$ 就这样!我一手推自行车!一手扶着

浑身是雪的妻!朝家挪去$

看妻这么敬业 !我有感而发 !在本

地报刊上写了一篇赞美妻的文章!说妻

是辛勤的园丁!培育美丽的花朵)说妻

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塑造着学生的精

神世界)说妻是蜡烛!燃烧自己!照亮别

人等等$ 我想肯定会得到妻的大加赞

赏!不料妻看后对我说"%我说这些都不

是# 教师就是教师!是一个永远与学生

一起学习&一起成长的人$ '都怪我自作

多情!拍马屁拍到马蹄上$ 从此!我摒弃

唱高调&戴高帽的花架子!俯下身子为

妻多做些实事$ 一次!我帮妻整理书柜!

发现里面放有好多明信片&相册&合影

照片等!上面写着"%老师!我喜欢听你

讲课!你的风趣&幽默!让我时时盼望上

语文课$ '%老师是天上最亮的北斗星!

为我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老师是山间

最清凉的山泉! 用清香甘露浇灌着我们

这些小树苗)老师是茂盛的叶子!用那强

有力的身躯呵护着我们这些未来的花骨

朵' **看着这一行行至真至纯的话

语!我禁不住眼圈发红$

春华秋实!时序更替 !一个寂静的

秋夜 !我走出室外 !仰望星空 !繁星点

点! 耳畔仿佛又响起了那醉人的音乐"

静静的深夜群星在闪耀!老师的房间彻

夜明亮$ 每当我轻轻走过您窗前!明亮

的灯光照耀我心房$ 啊!每当想起你!敬

爱的好老师!一阵阵暖流心中激荡**

+#,-.

李雷

%叮铃铃**

1

叮铃铃**'刺耳的

手机铃声!打破了深夜的宁静$ 我摸索

着找到手机!揉了揉眼睛!看着刺眼的

手机屏$媳妇在旁边埋怨着"%哪里来的

骚扰电话( 还不关机# '

浙江金华!一个陌生的号!已经被

吵醒了!接吧
2

%尊敬的李老师!恭喜您被中央电视

台+星光大道,栏目组抽中一等奖**'

里边七嘴八舌好几个女孩的声音$

听着熟悉的河南话! 睡意一扫而

光!%一点都不专业#也不高明#'我如实

给了评价$

%猜猜俺们是谁( '通过电话!那端

传来一阵阵欢快的笑声$

%大半夜的别逗老师了 ! 说重点

吧# '另一个插话说$

%好吧!你们说吧!老师听着呢# '我

赶紧接过话题!一时半会儿还真叫不出

来名字$

%老师!我们是去年毕业的计算机美

工班的学生!用个新号码给您打电话!想

给您个惊喜#这不还有一分钟就零点了!

到了零点就是
!

月
0%

号了**'

%一&二&三# '电话那端小声喊着号

子!%教师节快乐# '

听着孩子们齐声的祝福!我的眼睛

一阵朦胧!泪水顺着脸颊淌下$

记忆的阀门!把我拉到三年前$ 这

是一群我从教以来带的第一届中专毕

业生!一个个天真无邪的笑脸浮现在我

眼前$ 他们中大多数是初中毕业!升学

无望!外出务工不到
0/

周岁!抱着半信

半疑的态度来到我所带的班级$

%老师!我是晴晴!还记得我吗( '

咋能不记得!我心里大发感慨!为了

见退学去打工的男同学! 上课期间翻墙

外出!被政教处领导发现!要送回家的一

个%疯女孩'$在她的苦苦哀求!和我的担

保下!学校给了个留校察看的处分$

%记得!记得#去年学校春季运动会

女子单打冠军$ '我赶紧说$

%嘿嘿!老师只记得我的好# '

%好了!好了!轮到我了!明天早读

老师还要去学校掀被子# '

%这个事还记得啊( ' 我苦笑了一

阵!心里五味杂陈!对付这帮孩子们老

师也是迫不得已$

寒冬腊月学生们赖床!我跑到男生

寝室去喊他们!一个个蒙头大睡!无动

于衷$ 我喊来班长和纪律委员!拿起他

们的衣服! 抱着他们的被子扬长而去$

并且我在班内说"%老师一视同仁!女生

睡懒觉了**'

%不会也去抱被子吧( '一名男生小

声嘀咕$

%是!不过让女寝管老师去抱$ '班

内这帮孩子笑得东倒西歪$

%老师!打扰您休息了!不过我说完

您就可以休息了# '

%没事!不打扰!你来说$ '我的眼前

浮现出电话那端的他们刚入学时穿着

朴素&不善言辞的样子$

%老师!感谢您两年半的照顾!不嫌

弃我们成绩差! 不厌其烦地讲专业课!

晚自习把我们堵在电脑房做练习!如今

我们赶上了电子商务的好机遇!现在有

的大学生也没我们干得顺手**过年

回家!再去看老师!教师节快乐# '

听着学生们对我的褒奖!和依依不

舍地说再见$其实老师也有满肚子的话

要对他们讲"%谢谢你们的夸奖!老师有

许多做得不周的地方! 愿你们踏入社

会!照顾好自己$多记得老师的好!忘记

老师的不好$ 这个教师节有你们的祝

福!老师很满足# '

又是一年教师节!愿为学生们辛勤

付出的同仁们"教师节快乐#

小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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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伟

我拿什么奉献给您

我的老师

我应该奉献上春之煦风

我应该奉献上春之暖阳

我应该奉献上春之鲜花

不 这些还远远不够

我应该奉献给您整个春天

我拿什么奉献给您

我的老师

我应该奉献上夏之清荷

我应该奉献上夏之绿荫

我应该奉献上夏之星辉

不 这些还远远不够

我还应该奉献给您热情和奔放

我拿什么奉献给您

我的老师

我应该奉献上秋之金黄

我应该奉献上秋之成熟

我应该奉献上秋之谷香

不 这些还远远不够

我应该奉献给您整个秋天

我拿什么奉献给您

我的老师

我应该奉献上冬之纯洁

我应该奉献上冬之庄重

我应该奉献上冬之希望

不 这些还远远不够

我还应该奉献给您执著和梦想

/0+#,

郭增吉

一年一度秋风劲!青山碧水飘白云$

没有往日的喧嚣与鼓噪!没有过多的关

注和憧憬!在清风明月里 !在稻谷飘香

中!教师节又一次悄悄来临$

不必去思考这是第几个教师节!也

不必刻意去宣扬铺陈$这就是一个普通群

体的普通节日!不需要锣鼓喧天地歌舞欢

庆)这就是一些平常人的平常节日!就像

一个个平常的日子!来去匆匆$

校园的环境还是这样的优雅!校园

的氛围还是这样的欢腾$宽敞明亮的教

室里依然是书声朗朗!笑语阵阵$ 教师

的节奏还是这样的规律!老师的生活还

是这样的宁静!迎着朝霞起床!披着夜幕

归寝$传道!授业!解惑!流淌着自己全部

的心血&汗水和智慧)备课!批阅!谈心!

笑对着一群天真的青年&少年和儿童$

我就是一名普通的教师! 几十年如

一日! 默默地耕耘$ 我在尽心地传授着

知识! 更在着意地塑造着灵魂$ 教师其

实就是一份平凡的职业!只不过更需要

付出全部的良知& 最大的真诚$ 我在努

力地为人师表!我更乐于被称为一名园

丁$ 因为我们的工作确实像园丁一样!

修修剪剪!让一株株幼苗成长为参天大

树)施肥浇水!让一朵朵蓓蕾绽放得五

彩缤纷$ 要说是蜡烛也就默认了吧!照

亮了别人不假! 但蜡烛在燃烧中涅
!

!

也铸就了自身的永恒$

社会地位低&工资待遇少的时候!我

们耐得住寂寞与清贫$ 因为我们还有别

样的收获---学生进步了&成才了!这就

是一份沉甸甸的红包! 包着的是教师的

希望与欢欣$ 教师地位高了!工资涨了!

我们处之泰然!宠辱不惊$物欲横流的时

代!要守得住自己纯洁的灵魂!守得住一

颗朴素而真实的心$我们也有喜怒哀乐!

我们也需要衣食住行! 但我们不会忘记

自己的神圣职责与崇高使命---教师是

人类文明的传承者!多为祖国培育后代!

多给社会输送新人$ 不以物喜! 不以己

悲!献身教育!热爱学生!这!就是一介书

生的胸怀)这!就是人民教师的心声#

留恋往事几回首!过去的一根教鞭!

半截粉笔!已被历史尘封$无限豪情向未

来!如今的多媒体课堂!新教学模式!正

如雨后春笋$清脆悦耳的音乐电铃!早已

替代了老槐树上生锈的铁钟$ 祖国的大

建设一日千里!教育也在与时俱进$可教

师的本质未变!教师的良心未泯$我们深

知!今日庆祝的是节日!肩上增加的是责

任#

又是一年教师节! 不举酒杯不开樽$

清明有一枝新柳!中秋有一块月饼!端午

有一束艾草!重阳有一壶菊茗$ 教师节似

乎一无所有!但我们过得充实!过得本分!

过得幸福!过得开心$唱唱歌曲心就乐了!

嗅嗅书香心就醉了!捧着一颗心来!不带

半根草去!教师的节日啊!就应该纯朴为

本!恬淡是真#

洗尽铅华自从容! 惯看秋月与春风$

一年三百六十日!惟愿时闻诵书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