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清风擦亮了这个节日

鲜花馨香了这个节日

问候挤爆了这个节日

浓情浸透了这个节日

在这个热烈的日子

尊师爱师的主题

升华为优良的社会风气

吹遍神州大地

在这个自豪的日子

园丁们满怀欣喜和感激

把四面八方的关爱

化作教书育人的动力

在这个感恩的日子

我们捧出深情敬意

呈上诚挚祝福

献给人类灵魂的工程师

致敬老师

粉笔 是您的银犁

黑板 是您的责任田

成年累月辛勤耕耘

洒下几多血汗

浇灌着树苗茁壮成长

长成栋梁一片片

知识 是您的双桨

信念 是您升起的风帆

您像一位舵手

驾驭着爱之船

把一批批莘莘学子

送达理想的彼岸

呵 敬爱的老师

您把责任和使命

牢牢铆在心间

您用无私奉献的彩笔

描绘出祖国教育事业的灿烂

值此教师节到来之际

请接受我诚挚的祝愿

祝您节日快乐

祝您一生平安……

你是鲜花

经历过多少风雨的侵蚀

成为了我们倾心凝视的骨朵

在三尺领地，绽放出迷人的花姿

让稚幼的花蕾在你的芬芳中

吐故纳新

——除了向往和成长

我们无以给予

只能给你一束阳光

让你多彩的花姿

更加馨香

你是大树

经历过多少寒暑的历练

成为了我们静心仰望的风景

在校园的每一个角落

洒下盛大的荫翳

让展翅的雏鹰

乘风试翼

——除了挚爱和感激

我们无以给予

只能给你一束阳光

让你参天的枝叶

更加繁茂

你是雄鹰

经历过多少折戟的煎熬

成为了我们飞翔的榜样

在广袤的领空

风雨领航

让每一个日子

熠熠闪光

——除了抱负和梦想

我们无以给予

只能给你一束阳光

让你前行的征途

更加光芒

教师节
■蔡同伟

给你一束阳光
■ 任随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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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天来了
文\胡光银

那年我上初二。教师节到了，同学们

都到小卖铺买来钢笔和笔记本作为礼物

送给老师。我口袋里没有钱，父亲已经好

久没有给过我零花钱了。在学校食堂吃

饭，用的是从家里带来的口粮换来的粮

票，菜吃的是母亲腌制的萝卜条。那年母

亲的身体不好，一直熬草药汤喝，我知道

家里经济紧张，就从来没有再向父亲要过

零花钱。

可是看着同学们给老师买的漂亮礼

物，自己却没有礼物送给老师，心里很难

过，不知道之后该怎么面对老师。

同学们是在教师节的前一天把礼物

送给老师的。老师一进教室，同学们便一

个个上去把礼物交给老师，并说：“老师您

辛苦了，祝您教师节快乐！”我看到老师在

收到礼物的时候，很是激动，嘴里不住地

对同学们说着：“谢谢，谢谢。”我的同桌赵

小刚送过礼物回到座位上，问我：“你怎么

还不去给老师送礼物？”我当时听了赵小

刚的话，脸瞬间烧得厉害，把头埋得很低

很低。

其实我也给老师准备了礼物，是自制

的一张贺卡，上面写着：祝老师教师节快

乐。只是太过寒酸，没有勇气送出去。

等上午放学后，我一个人在教室里磨

蹭着，等所有的同学都走了，我把那张自

制的贺卡装进口袋里，并且紧紧捂住，朝

老师的办公室走去，想趁老师不在的时

候，悄悄从门封塞进去。办公室的门关

着，老师应该也回去了，我掏出贺卡，从门

底的缝隙塞了进去，并小声说：“老师，祝

您教师节快乐！”完了之后，像做贼似的，

赶紧跑开了。

下午上课，老师提了一个大袋子，站

在讲台上说：“这里是我收到全班54名同

学的教师节礼物，”老师说着，从大袋子里

拿出了我偷偷送的那张自制贺卡，接着

说，“这是一位没有署名的同学送老师的

自制贺卡，非常漂亮，虽然其他的礼物也

很漂亮，我很喜欢，但我最喜欢这份礼

物。今天我把其他的礼物都放在教室后

面的桌子上，大家自己认领，物归原主。

俗话说，来而不往非礼也，就当是老师回

赠给同学们的吧。同学们的心意老师心

领了，老师会永远记在心里。这张自制的

贺卡，老师就收下了，谢谢这位同学这么

用心，送了我一份这么珍贵的礼物！”老师

说着，居然朝全班的同学鞠了一个躬，教

室里一时鸦雀无声，片刻，爆发起热烈的

掌声。

那年的教师节，老师收下了我唯一的

一份礼物。老师说的那一番话，字字刻在

我的心里，虽然岁月久远，但依然清晰，无

法抹去。

从古至今，人们对教师的说法

不一。古人云：“师者，传道、授业、

解惑也。”现代越来越多关注教育的

人们，则评价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

程师”，是“辛勤的园丁”，“托着太阳

升起的人”……经过多少耳闻目睹

和二十几年的亲历亲为，关于教师

的印象，逐渐在内心深处这样定格

——

用智慧栽培硕果。“三尺讲台育

桃李，一块黑板度春秋。”一间间简

陋的教室，就是教师们坚守一生的

阵地。在这片阵地上，年复一年、日

复一日，他们倾其所有各显神通，毫

不吝啬用自己的满腔热忱与智慧，

呕心沥血栽培一批又一批学生，使

他们从一个个懵懂无知的孩童，乘

着知识的翅膀，慢慢羽翼渐丰，有机

会在自己向往的天空展翅翱翔。当

硕果挂满枝头的时刻，

辛勤的园丁们不一定有

空时时仰望，但心中由

衷的欣慰与默默的祝

福，即使不被果实们知晓，也照样纯

粹真诚！

用爱心滋润花朵。孩子是祖国

的花朵和未来。是谁曾经说过：“一

个不会爱的民族是可怕的民族。”对

待渴望求知的孩子们，老师首先要

关爱他们、保护他们，更有责任引导

他们，去好好学习该怎样爱他人爱

自己爱国家爱社会。虽然要始终保

持用爱心去浇灌、滋润每一朵蓓蕾

的确很难，但他们极尽可能地提供

给孩子们爱的养分，态度可圈可

点。当然不乏有些爱比较严厉、深

沉，不知你可曾细心体会？

用宽容陶冶情操。人之一生，

孰能无过？宽以待人，是一种可借

鉴的高尚品德。记得在高三那年的

一节历史课上，一男同学不知是精

神太紧张还是处于疲倦“神游”状

态，突然一下站起来自顾自张口“答

题”，大家都愣住了。老师短暂一愣

后却平静地示意他坐下，然后继续

用心讲课。可是几分钟后那位男同

学故伎重演，全班同学憋不住哄堂

大笑。一时没法上课，老师却不生

气，只微微一笑说：“我好像没提问

抽答吧？请坐下。”正是老师的平和

友善宽容，不仅让男生一点不难堪、

学习兴趣也得到保护，而且也让我

们全体同学从老师宽容的胸襟中，

学会了善待包容他人，传承美德，多

好呀!

用奉献陪伴一生。 有人说:“如

果耐不住清贫，就不要选择做一辈

子教师。”的确，比起金钱与利益，教

师更是精神上的富足者。所以，当

不少人士热衷于“孔雀东南飞，哪里

有钱往哪追”的时候，仍然有不少人

选择甘为人师，与陋室孤灯、黑板粉

笔相伴一生，立足平凡岗位默默奉

献。也许有人嘲笑他们的择业狭隘

持久，但请不要嗤笑他们对职业的

忠诚！因为他们辛勤一生，往往“燃

烧的是自己，举起的是别人！”

凡此种种，有句话发自内心:“亲

爱的老师们，向你们致敬!“

人生是一条没有尽头的路，我

走着，走着，不断地走着，当我疲惫

懈怠时，记忆中就会浮起您坚定的

面容，坚毅的声音，坚韧的精神和那

双明亮的眼睛。那就是您——我的

小学语文老师，柳明芳。在我心中

珍藏着您明眸的凝视，它们像两眼

清泉，永远奔流在我的心谷......

小学时，我的作文写得比较好，

老师经常把我的作文当范文读给同

学们听。有一次星期天，我在亲戚

家耍得很晚才回家，日记也没写就

睡了。第二天早上准备上学时才想

起还有篇日记没写，于是匆忙在作

文书上抄了一篇题目为《我的家乡》

的作文，交给了老师。

星期二作文课，老师又把我的

作文当范文读给同学们听。很多同

学都知道是抄的，听的时候闹哄哄

的，老师也有意无意地把眼睛盯向

我，我当时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

去。事后我也不清楚老师知不知道

我抄作文这件事，但她当时读作文

时盯向我的那双眼睛，却深深地印

在了我的脑海里。

20 多年过去了，这件事我仍然

记忆犹新。事后无论是在学习、工

作中，当我遇到困难、迷惑时，眼前

都会出现那双盯向我的眼睛，激励

我一次一次走出困境，走向成功。

老师，你的眼神是无声的语言，

对我充满期待，是燃烧的火焰，给我

巨大的热力，它将久久地、久久地，

在我的心里......

那年的教师节礼物
■尚庆海

教师印象
■胡刚会

老师的眼睛
■罗兰英

你教育一群孩子

都是我儿时的伙伴

男孩子活泼

女孩子秀雅

组成我们一个班学生

您是我们的老师

清晨风轻轻吹开校园

我遇见你

沿着校门走进教室

黑板前挥洒手笔

我们就可走进知识书本中

你是校园中的园丁

你的辛勤，你热情讲课

犹如一缕春风

在荡漾我们的心田

你编织我们每一个人的故事

绽放青春色彩

壮志学习情怀

我们的心在校园中

你的身影

习惯了夜下灯光中

批改我们的作业

永是一次记忆

与夜色

一起失眠

我
们
的
老
师

■
聂
晓
宏

秋
日
别
样
美

綦风

■胡光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