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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年后的特殊一课
教师节之际，“布鞋校长”和学生再相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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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拥抱
胜过千言万语

聚会那天，早早等候在教室
外的李振华注视着学生们来的
路。和他一样，不少学生已经从热
血青年变成了沧桑老人，头发花
白的他们见到恩师主动求拥抱。
一个拥抱胜过千言万语。在学生
们全部坐进教室后，李振华也缓
缓走进教室、走上讲台。

“起立！”随着原张家坡中学
班长赵平忠的洪亮声起，齐刷刷
喊出的一句“老师好”响彻教室内
外。

在讲台下的学生们看来，17
岁离开南京老家到沂蒙山支教的
李振华，已经在这方英雄的热土
上生活了69个春秋，沂源话早已
成了他的乡音。当他操着一口浓
重方言向学生们问好的时候，时
空好似穿越回了从前。

从12岁到80岁，在座学生们
的年龄相差68年。虽然所处年代
不同、阅历不同，可即便如此，他
们对李振华的感情还是一样厚重
真挚，因为他们都在人生命运转
折的最关键节点，受到过李振华
的影响、帮助和鼓励。

“几十年过去了，有的同学头
发已经白了，有的退休了，有的还
正在工作，有的还当了领导。同学
们，我们今天相聚在这里很有意
义，共同回忆一下我们过去年代
的快乐幸福生活，好不好啊？”一
如往常，李振华的课堂上从来都
是和善商量的语气。

“好！”课桌前的学生们异口
同声地说。

简陋的窗玻璃外，斑驳树影
洒在灰白色水泥墙上，随着风的
吹动时起时伏。被绿意萦绕的简
陋教室却成了此刻最温馨的存
在。一只瘦长松鼠不小心撞见了
教室里的相聚场面，停顿几秒后，
它又敏捷转过身去，一个箭步跑
开了。

一位教师和十个学生的故事
序幕，从这里缓缓拉开。

一声“父亲”
让李振华泪流满面

“我叫张文强，我不知道您还
记不记得咱们第一次见面的时
候，那一年由于贫苦，我辍学在
家，跟着父亲干农活。那天我从山
里回来第一次见到您，当时也不
认识您，就感觉坐在门口的老人
非常慈祥。我就问‘大爷，您找谁
啊’，这时父亲从屋里走出来说，
您来找我，想带我回学校上学。”
张文强回忆，从那以后，李老师一
直帮助他到中专毕业。中专毕业
后找不到工作，李老师就带他到
退休后打工的地方学习，这才有
了以后的成长。

“我是在李老师的影响、帮
助、鼓励下一步步成长起来的，也

是在李老师的帮助下才成了家，
有了工作，有了孩子。没有李老
师，就没有我今天的幸福生活。”
说到这里，张文强有些哽咽，“在
我心里，李老师一直像父亲一
样。一日为师，终生为父，我想喊
李老师一声父亲，可以吗？”听到
这里，讲台上的李振华已经泣不
成声。

张文强快步上前，站在老人
面前深鞠一躬，哭着喊了声“父
亲”。两人泣不成声，久久拥抱在
一起。这一幕让所有人动容。

不熟悉他们的人，很难理解
老人为什么会泪流满面。事实上，
日常生活中的张文强就像对待亲
生父母一样，悉心照料着李振华
的饮食起居。

“感谢文强，20多年来对我的
照顾，一直到现在，我生活的方方
面面他都在照顾，我从内心里感
谢他。”李振华强忍住哭声说道，

“人是有感情的，情无价。我走路
他扶着，怕我摔着；我想吃什么东
西，他千方百计弄来。我今天能活
到86岁，也与他对我的照顾有
关。”

张文强的儿子张恩铭从上幼
儿园开始，就在李爷爷带领下看
望孤寡老人和贫困学生，爱在这
个12岁少年的心底慢慢萌芽。当
天的课堂上，张恩铭也来了。之所
以取名“恩铭”，是因为张文强想

让孩子永远铭记李振华的恩情。
张恩铭目前就读于沂源县实验中
学，同时也是李振华事迹展厅的
义务讲解员。

一家两代受他资助
先后成了老师

“我叫赵平忠，是在张家坡中
学上的高中。上高中那几年里，我
不仅学到很多知识，更学会了做
人。”已经退休的赵平忠说，“李老
师对学生的关怀无微不至，特别
是对我。”

1973年，在张家坡中学读高
一的赵平忠因为家里困难、爸爸

生病，不得已辍学挣工分。李振华
知道后翻山越岭去家访，做他父
母的工作。“李老师说，孩子上学
是大事儿，你们不能误了他的前
途。家庭困难我知道，今后孩子的
学杂费和吃的用的，我都包下
来。”赵平忠回忆，就这样，他因为
李振华的关心重新回到学校。有
一年下雪天，赵平忠背着煎饼和
咸菜罐子去上学。从家到学校十
几公里山路走下来，他的鞋底磨
透了，脚后跟都露了出来。“看到
这个场景，李老师疼在心里，第
二天就给我买了双球鞋。”赵平
忠哽咽着说，“那是我长那么大
第一次穿到新球鞋。”

受李振华影响，赵平忠毕业
后选择当老师。“当了老师之后，
家庭还是很困难，李老师就给我
和老伴买衣服。冬天的棉衣，夏天
的单衣，哪一年的都给买，我终身
难忘。”等孩子们长大后，赵平忠
不断把李老师的故事讲给两个女
儿听，她们听后很受感动，长大后
也成了人民教师。因为家庭贫困，
当年在沂源县实验中学读书的大
女儿赵金霞，也成了李振华资助
的学生之一。“16岁那年，李校长
知道我家不宽裕，就送来了2000
元钱交学费。他每年过年都给我
买衣服，一直到我从淄博第二师
范学校毕业。”赵金霞回忆。

正是这种温暖，带给赵金霞
成长的动力。受李振华和父亲影
响，她长大后成为一名语文老师。

“工作中，我也想把李校长的这种
温暖传递给我的学生。”说到这
里，赵金霞的眼角已经泛起泪花。

“预祝同学们
教师节快乐”

温暖在这间小屋里蔓延，感
动了在座学生。

记者了解到，李振华教过的
上万名学生，有六成以上成了人
民教师，而他资助过的2400多名
学生也有相当一部分走上了教师
岗位。成百上千像“大山里的布鞋
校长”一样的老师，培养出来的学
生又源源不断充实到了沂源教育
的队伍当中，完成了一代代传承
接力。

时间在不知不觉间流逝。听
完学生们的讲述，讲台上的李振
华很受感动：“同学们，过去我
做的很多事都忘记了，但你们
还记在心里，我很感谢你们。上
学时你们就立志当一名老师，
而且提出口号‘长大后我就成
了你’。现在你们不光成了我，
也都超过了我。”

李振华说，在座的宏德、玉
生、平忠三位学生头发都白了，其
中宏德已经80岁了。你们当中，很
多都去关爱留守儿童，刻苦努力
地教好学生，有的甚至资助贫困
学生，工作很有成就，实现了自己
的诺言。“现在我很高兴，你们都
有成就，也就代表我有成就。我年
纪大了，你们很关心我尊重我，我
很感谢你们。”

一路走来，李振华坚守在教
师岗位上，放弃过省市教育部门
抛来的很多“橄榄枝”选择。他认
为，当老师很有意义，因为孩子是
家庭的希望、国家的未来，大家都
没有辜负党和人民的期望，都在
努力做好本分的工作。

临下课，李振华为在座学生
们送上祝福：“在座的10位学生
里，有8位都是老师。教师节快来
了，预祝同学们教师节快乐！”

●公告：2007年10月在台儿庄人民
医院附近捡拾男
性弃婴一名，出生
日期(估算年龄)
2007年10月25日，
身体健康，随身携
带物品有：一个包
被。联系人：陈连
花 ，联 系 电 话 ：

15206443221

●青岛丸山科技贸易有限公司名称
变更为中鞍国钢(青岛)国际贸易有
限公司，原公章(3702200475446)、
财务专用章(3702200475447)、发票
专用章(3702200475448)、法人章王
宿安(3702200475449)声明作废，重
新申领印章。
●青岛修和堂药业有限公司优家一
店药品经营许可证正本丢失(证号：
鲁CB5325053)，声明作废。
●创伟(山东)医疗器械有限公司公
章(3701057651766)丢失，声明原章
作废。

●山东颐衡律师事务所程发强律师
不慎将律师执业证遗失，执业证号：
1 3 7 0 2 2 0 0 6 1 0 2 2 3 3 2 3，流水号
No.10015329，特此声明作废。
●潍坊政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3707053104214339)营业执照副
本丢失，声明作废。
●山东中安维盛电力有限公司淄博
分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70303MA3D4JNH3F)公章、财务专
用章、原负责人章(郑宪刚)丢失，声
明原章作废。

●声明：博辰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因
公司更名，原公章 (备案号：
345020156421)、原财务章(备案号：
345020156422)、原合同章(备案号：
341520163237)，原发票章声明作
废。

博辰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山东海云祥电气有限公司法人章
黄志凌(编号3702140370232)不慎
丢失,特此声明原章作废。
●青岛英索源和商贸有限公司发票
专用章(370203557730916)丢失，声
明原章作废。
●聊城市百盛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公
章、财务专用章丢失，声明原章作
废。
●成武县黄瓜协会开户许可证(核
准号J4754000819201)不慎丢失,特
此声明原件作废。
●李春峰遗失渔业职务船员证书
( 二 级 轮 机 长 ) ，证 件 编 号 ：
3723251919780829X847，声明作废。
●青岛柔丝发制品有限公司不慎丢
失公章(编码：3702810055097)一
枚，声明作废。
● 本 人 吴 宪 刚 ，身 份 证 号
370121197607296833，现丢失淄博
红星美凯龙家居广场管理有限公司
开具的收款收据三张：质保金，大写
贰万伍千元整，票号0051807(现余
额1672 . 50)；星云系统上线费，肆
佰伍拾元整，票号0057181；营业员
管理保证金，伍佰元整，票号
0026764，现声明作废。

●山东中安维盛电力有限公司淄博
分 公 司 税 务 金 税 盘 ( 税 号
91370303MA3D4JNH3F)、开户许可证
(核准号J4530012394601)丢失，声
明原件作废。
●李召辉丢失济南恒大金碧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开具的购买济南恒大
城四地块二期地下车库1992车位收
据，编号AC0031824，金额：15万元，
声明作废。

●股东会召集公告:
青岛锦江凯丰投资有限公司：
经公司决定于2022年9月27日在青
岛坤升商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山
东省青岛市高新区汇智桥路88号凯
丰国际广场1号楼1502室)召开公司
全体股东会，商议公司变更经营范
围的事宜,请准时参加。逾期不参
加，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进行处理，
特此公告。
青岛坤升商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2022年9月10日
●减资公告
山东昌岳化工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370100MA3RYKCE8W)，
经公司股东会决议，拟向公司登记
机关申请减少注册资本，由1000万
元减至300万元人民币，请相关债权
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45日内向公
司申报债权或其它请求，特此公告。

2022年9月10日
●史长坤丢失山东劳动职业技术学
院学生证，证号：202102003993，特
此声明挂失。

●刘冬不慎丢失济南鼎鑫置业有限
公司于2018年6月19日开具的北纬
37度春风颐园一期A09号楼2单元
502室的首付收据，收据金额为
382126元，收据编号：9385230，声明
作废。
●青岛佰祥顺建筑安装装饰工程有
限 公 司 财 务 专 用 章 ( 编 号
3702130389789)不慎丢失，特此声
明原章作废。

滕州地区废旧物资一宗拍卖公告
受委托，我公司定于2022年9月20日上午10:00-10:30(延时除外)通过中拍平台(网址：http:

//paimai.caa123.org.cn/)对以下标的依法按现状进行公开拍卖，现公告如下：
一、拍卖标的：标的1.废旧液压2400支架、垛式支架、溜槽、立柱一宗，预估重量约870吨，起

拍价：2000元/吨。竞买保证金：50万元标的2.废旧电机、开关、杂铁等一宗，预估重量约500吨，起
拍价：1800元/吨。竞买保证金：30万元。
二、标的展示：9月18日-19日在标的所在地现场公开展示，意向客户可与我公司预约查看标

的。
三、拍卖登记手续办理：意向客户请于9月19日17时前将意向标的竞买保证金汇至我公司账

户(户名：佳联国际拍卖有限公司；账号：7372710182600078360；开户行：中信银行济南解放路支
行，以到账为准，不成交不计息退款)，并持有效身份证件联系我公司办理竞买登记手续。
四、资格要求：(1)在中国境内注册，具备独立法人资格，依照法律及有关规定办理年检及注

册手续，具有有效的营业执照；(2)营业执照经营范围包括废旧设备回收、再生资源回收或者金属
回收等相关资质；(3)报名时需提供以下资料并加盖公章：(1)有效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2)法人
授权委托书(3)法人身份证复印件(4)委托代理人身份证复印件。
五、特别说明：(1)标的按单价进行拍卖，实际重量以过磅为准，本拍卖公告以及竞买协议中

所载重量、设备清单仅供参考，不作为交付依据。(2)标的设有保留价，不达保留价不得成交。
咨询电话：0531-81690623 13012998870 韩经理 0531-67807626 18906442875肖经理
监督电话：0531-81690628 67803899 公司地址：济南市高新区新泺大街1299号鑫盛大厦

佳联国际拍卖有限公司
2022年9月10日

18615502833 18615502822
18615502811 0531-88778968

咨询
热线

遗失声明：泰康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山东分公司因历史原因遗失一批单证，
号段如下：
号段前缀202000尾号：196901-11、203509-13
号段前缀201800尾号：121076-83、274568、274971、275528-45、282388
号段前缀20170000尾号：2236、2641-43、4010、4201-15、4221-37、4244、4247、4251、
4260-61、4263-69、4275、4296、4299、4301、4303-08、4310、4312、4314-15、4318、
4322-25、4327-28、4533-61、4609-37、5354、5372、5564、5641、6195、6200-01、6211、
6341-44、6468、6510、6539、6647-48、6650、6753、7382-83、7487、7566-67、7788、
7889-91、8212、8284、8374、8417、8496、8498-99、8513、8563、8627-30、8656-58、
8714、8716、8728-31、9076
号段前缀20170001尾号：5371-81、5389-92、5396、5398、5402、5413、5416、5420、
5424、5426-28、5439、5444、5446、5484、5490、5492、5494、5496、5508、5513、5531、
5543、6150、6633-82、6684-6707、6709-25、6728-65、4406、4416、4751、4754、4861、
6160
号段前缀20160005尾号：6080、6797、7069、7074-75、7112、7999、8153、9178
号段前缀20180003尾号：7576、7713、7768、7849、8351、7889、7899
号段前缀20180011尾号：3827、4235、7862、6308、6441、6794
号段前缀20180004尾号：0961、1020、1080、0400
号段前缀20180026尾号：3748、3834、3856、3876、3950、4037-38、4116、4230、4274、
4287、7235-84、8125
号段前缀20180027尾号：0382、0830、6946、7077-78
201700102422、201700133129、201700134751、201800024398、201800120718、
201800210408、201800223171、201800281037，声明作废。

“我不断把李老师的故事讲给两个女儿听，她们很受感动，长大后也成了人民教师……”当67岁
退休教师赵平忠一字一句说出这番话的时候，眼睛里闪烁着光亮，但他忍住没让泪水掉下来。这是
发生在淄博市沂源县悦庄镇一间废弃山村教室里的一幕。坐在课桌前的十位学生，年龄从12岁到80
岁不等，讲台上是他们慈祥的老师李振华。

从1953年支教至今，“大山里的布鞋校长”李振华已经在沂源生活了69个年头。今年教师节前
夕，李振华的学生们想和老师聊一聊，听他再上一堂课，于是便有了这次跨越69年的相聚。一直关注
李振华老师的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见证了这感人的一幕。

头发花白的学生见到恩师李振华（右）主动求拥抱。

教师节之际，“布鞋校长”李振华再次和学生们相聚，并给他们上了特殊的一堂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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