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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孩子王的日子是充实的

冠 名 商 ：

主办单位：

文登全友家居商场

文登区作家协会

生活中有着太多看得见、感
觉到、领会深且又经久不能忘却
的记忆。

1983年，我接收一个男学生，
是文登体校“转”来的，家长指名
要到我班读书，校长亲自领到我
办公室。他已经16岁了，个子1米
73，比我还高3公分。他辗转多处
学校，曾3次被校方劝退。作为班
主任的我，实在有点打怯，但我
不反感，因为他终究是个孩子。
我道义地给他递杯水，让他坐在
我面前。

黎明(化名)同学，你什么也
不用说，你的情况我早听说了，
过去的事情，永远让他过去，今
后的路我同你一起走。你身体好
给我班当体育委员，你又热爱劳
动再兼班级劳动委员和物资保
管员。他惊讶地回答：老师！我
说：你不用谦虚，我相信你一定
能干好。

师生偕手齐步走，圆梦教坛
共争鸣。

三年里，他带领班级体育成
绩总列全校班级第一，菜园上交
蔬菜第一。从他当保管以来，学
生从来没有坐课桌的，他也从此
没犯过任何错误，年终总评为班
级优秀学生，因为起步太晚，学
习成绩一直落脚，让我心生遗
憾。毕业后应聘文登县运输公司
成为一名优秀汽车驾驶员。

教学实践，我深知，一个教
师尤其是班主任，必须具备博
爱、厚德、广能、巧智。面对一群
幼稚无知的心灵，面对一个爱犯
错误的学生，面对知识与经济杂

糅冲合的年代，面对云谲波诡的
人生，独秀最是不容易。

培养一个优秀学生，社会是
基础，家庭是条件，学校担主责，
教师是关键。知荣明耻，严于律
己，以身作则，爱国守法，爱岗敬
业，关爱学生，亲近学生，用平易
近人的言谈举止感染学生尤其
重要。

教师不仅教给学生生存的
本领，还要用自身的行为影响学
生，不是挂在嘴上一句空话，而
是看其实际行动。

良好的班风靠一步一步养
成，与学生相处亲热中不可信口
开河。我对学生的要求非常严
格，有针对性进行一对一的个别
谈话。批评中有鼓励，表扬中有
鞭策，警告中他能理解，处理中
让他能体会到我的关心，尽量让
他多一点认知，多一点控制自己
的能力。

在教学过程中，既让孩子感
知学习中的快乐，激发他们的学
习热情，又让孩子在获得知识中
有趣味，增加记忆力。泼墨不辞
书有味，撰联当倾凤龙情。

我上课，习惯于一板正经，
踏上讲台总是环视教室一周，与
学生的眼神作个交流，然后，正
重地向他们深深鞠躬，教室立刻
鸦雀无声。授课中，我学会“眼观
六路，耳听八方”，即是我读着课
文，凭视野也能发现学生中有否
搞小动作的，我在板书的同时，
耳朵却在偷听学生中哪怕是极
小的声音，我会立刻给他个眼
神，让他脸红。讲解中有笑语，板

书上出形象，动作和眼神将师生
融汇贯穿一起，总是感到紧张有
序的45分很短暂。

时间在我和学生的故事里
慢慢流淌，记得那是教他们的第
一年深秋，县教育局批准“文登
一中”允许召收特优生成立尖子
班，我班班长梅芳(化名)应召，我
不懊恼，因为对她本人是好事，
家长高兴，我也荣耀啊！

第二年春季，全县初中部进
行作文比赛，我班学生彩霞(化
名)获第三名，我质疑，我认为一
个13岁的小女学生，每次作文都
在千字以上，全县有几人？当然，
她赢了，我释然，她的笑容，我看
在眼里，甜在心里。
文体活动增进师生友谊，趣味呐
喊提高体育成绩。

我在组织学生体育比赛、文
艺比赛乃至课间活动，我总是身
体力行，先当主角，后当评委，我
对运动员有句体育述语———“好
球”，你百米冲次第一名，我会高
喊一声“好球”！他就高兴地笑
了。跳高比赛过竿了，哪怕是跌
在沙坑灌了满口泥沙，我还是一
声“好球”，换来的又是一片笑
声。

班级文艺比赛，是我的拿手
戏，找一位学习成绩一般，精神
面貌、言语动作滑稽的小男学
生，扮演“济公”，又配备爱唱歌
爱跳舞的八个女学生伴舞，“鞋
儿破，帽儿破，身上的袈裟破......
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
嗨......哎嗨，哎嗨.....”只几声唱
腔，几番摇摆动作，笑声、掌声令

全校沸腾。
宽严并济，奖戒分明，真诚

善举，管教担责。
没有爱心的教师，就没有尊

师的学生。学生是教师的精神动

力，教师是学生的贴身保镖。教

师与学生的关系，无论怎么展开

和延续，“爱”是师生间最感人的

音符，爱学生和感染学生，公正、

民主地对待每一位学生，你的师

德才值得尊重。

好教师，多是一手拿红旗，

一手拿戒尺，成功的学生不是
“哄”出来的。教育惩戒权，有责
任的教师才敢担当，严厉园丁的
背后才有桃李满园，龙凤飞舞，
家长才会衷心感激。

旭光(化名)同学是我班体育
干将，他父亲在生产队当队长，
不知“左”了谁家，这家已经下学
的儿子到文登XX学校找来了五
个大小伙子，在我教他的第二个
秋假开学不久，突然出现在我教
室前，学生看见了，我也看见了，
我不理他们，学生却在窃窃私
语。

授课内容讲完了，布置作业
学生在完成，我主动到他们面前
问：你们有事找我？不，找旭光。

上课时间谁也不能干扰！你
们手里拿着棍子是什么意思？要
动手么？请先把我放倒吧！我的
态度非常严肃，眼神令他入地三
分，还没等我把话说完，他们一
流烟走了。

回到教室，才知道这帮子人
想揍旭光，我舒心的松了一口
气。

放学后，旭光留在我办公
室，着他村的学生捎信，让他父
亲来学校找我，并再三囑咐叫他
爸一定来一趟。金秋正忙季节，
当队长的哪有时间啊，天黑了，
孩子也没回家，他还是賭着气来
了。当我把情况给介绍后，五尺
的铁汉子在我面前潸然泪下。

万树梳风春意闹，百花绽放
艳阳开。

1985年，站了30年讲台的我，
送走了最后一届毕业生。三年的
轰轰烈烈，仅为一纸结毕证书而
分离。这天晚上开毕业班茶语
会，我班热闹非常，“不舍”情绪
由相互签字、祝好漫漫演变成拥
抱、抽泣，一位平时沉默寡言的
女学生，慢慢走到讲台前，对我
说：老师我会来看你，真的！我笑
着说：我相信，我举双手欢迎。紧
接着那高个子的来了，矮个子也
来了，我双手合十大声说：你们
走到天涯海角，我敢说，我会惦
记你们，只要你们心中有我，我
会长命百岁！

晚会结束，我目送他们走出
校园。从他们不断回头凝望招手
的神态中，我再次感受到教师的
信念和责任尤其沉重。

第二天，我照样起床，照样
来到操场散步，十几个班的学生
出操，气氛不减，可是，我那些学
生却不见了，是感情的冲动，还
是爱生如痴，我情不自给地拿出
手绢抹了几把泪。

和学生在一起，心灵是充盈
而踏实的。如果允许我还去教
学，我愿与学生共同成长。

心之所念
文/杨晓燕

“故乡于我，是一个念头，
一枚长在心上的痣。越走越远
时回望故乡，些许陌生，但它
又是心底的烫，我更愿意和它
保持恰当的距离，然后在历经
山河岁月后，一转身看到它在
我面前，彼此热泪盈眶。”每次
读雪小禅这段对故乡的描写
便能深切地感受到她对故乡
那种滚烫的热爱。故乡于我，
更是一种痛，一种远嫁的女儿
心心念念故乡的痛……

我出生在北方一个农村
家庭，二十多年前，高考失利，
无颜故乡父老，于是倔强的我
毅然背起行囊悲壮地离开了
家。那时的离开是头也不回
的，决然的。甚至都不曾回头
看看父母挽留的眼神，只想离
开，走得远远儿的。

两年后，当我沉浸在大城
市带给我生活上的满足和优
越时，收到了父亲病危的通
知，那一刻我才恍然，原来我
是有故乡的人，我是有根的
人。坐了三天的火车，回到家
父亲已经入土为安了，我是从
一进大门便跪着，一路哭着爬
到炕前的，使劲摇着母亲的肩
膀一遍遍追问：“父亲去哪儿
了？父亲去哪儿了……”可是
无论我怎么喊都没人能回答
我的问题。此后的几天我病倒
了，躺在炕上不吃不喝，脑子
里全是父亲慈爱的样子。母亲

担心我，硬拽着我出去走走，
熟悉的一幕幕映入眼帘：一望
无际的雪地在夕阳下泛着温
暖的光，澄澈湛蓝的天空接纳
着我所有的悲伤，还有雪地里
那一群嬉戏的孩童，这一切那
么熟悉，那么熟悉……

母亲说父亲临走的时候
遭了很多罪，始终咽不下最后
一口气，亲人们都知道他的牵
挂，附在他耳边说：“你放心走
吧，老姑娘会回来的”。于是父
亲安然长逝。听到这儿，我再
也抑制不住满腔的懊悔痛哭
流涕，一向被父亲视为掌上明
珠的我想象不到父亲临走时
是怎样的煎熬和期盼。我跪倒
在雪地上，像个孩子一样嚎啕
大哭，我知道是我错了，不管
走到哪里，我始终都是故乡的
孩子，父母的牵挂啊。

多年后，我在异乡成家生
子，而母亲随哥哥在老家生
活。女儿七八个月大的时候母
亲不远千里来看望我们，我知
道母亲喜欢孩子，更加喜欢这
个唯一的外孙女。看母亲哄女
儿睡觉的样子我都特别幸福，
仿佛看到了我小时候母亲哄
我睡觉的样子，我也时常陶醉
在这样的幸福里。可是天有不
测风云，就在母亲来我这里三
个月后总是说腰不舒服，我还
以为是带女儿累的，但腰疼的
症状越来越严重，坐卧不安。

后来我找了个中医，每天带她
去做按摩，理疗等项目。许是
母亲怕拖累我，对我说想回
家，我自然是不同意的。可母
亲饭也吃不下，觉也睡不好，
每天就是盼着回家。看着母亲
日渐削瘦的脸庞我又心疼又
不舍，最后还是在她一再坚持
下送她回了老家。母亲回家后
不到半年的时间就因病永远
地离开了我们。接到消息时，
我不顾一切的往家赶，等我到
家时，母亲已经躺在了临时搭
建的灵堂里，看着母亲苍白瘦
削的脸庞，我再一次悲痛不
已……

父亲和母亲都走了，我对
故乡却更加眷恋了。经常会在
梦里泪湿枕巾。特别是冬天下
雪的时候，会一个人去雪地里

走走，脚踩在雪地上的吱吱声
是那么熟悉又亲切，好像是踩
在故乡的土地上。有时候想得
紧了，便会收拾行装，来一场
说走就走的归乡之旅，直到真
正踏上那片我心心念念的故
土时心才会安稳下来，我想这
就是故乡对于每一个游子的
意义。

在这个世界上的某个地
方，它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
与你血脉相连，在故乡温柔的
雪里对它诉说我的思念，我们
都曾变成故乡的过客，我们也
最终都是故乡的归人，不管我
们走的多远，或是刚刚出发，
我们始终都是那个被故乡养
育的孩子。我深深地爱着你，
我的故乡，我的亲人……

杨晓燕，文登作
家协会会员，文学爱
好者。喜欢简单，朴素
的生活。生活是最好
的老师，世间是最好
的道场。正心，正念，
正知，正觉，人生就是
一场有趣的修行。

文/周德政

周德政，男，笔名天正。从事中小学教育工作40余年，退休教师，现年83岁。山东省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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