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师节又要到了，愿这
声提前送上的“节日快
乐”，化作一杯清茶，滋
润老师们干涩的喉咙；
化作一盏夜灯，照亮老
师们备课的长桌；化作
一束小花，为老师们带
去一缕芬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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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普通人的一个故
事，一段回忆，都是历史的
一个碎片。大周末“个人史
记”版展示的就是我们读者
自己曾亲身经历的一段故
事：您小时候玩耍过的坝
子、长大后生活的院落，可
以汇集成为一个个老地方
的故事；让您难以忘记的一
个人，对您人生影响巨大的
亲友，可以汇集成一段段故
人旧事。欢迎您将故事写下
来，与更多的人分享，如果
这些故事还有照片，也欢迎
一并寄来。我们将挑选富有
生活气息、又有时代特色的
内容刊载。

来稿请注明“个人史
记”，需为原创首发，严禁抄
袭。文责自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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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 走的

我从教十年，只有一个教师节没在学校过，我戏
称那是个被“偷”走的教师节。但那个教师节发生的一
些事，却让我终生难忘。

那年教师节，我因急性阑尾炎开刀住院。虽然人
在医院里，我却无时无刻不在想念着我的孩子们，想
象着往年教师节的热闹情景。

往年的教师节，学校门口总是最热闹的。铿锵的
锣鼓响起来，热烈的口号喊起来，鼓号队的成员穿着
洁白的校服，胸前飘扬着鲜艳的红领巾，每一位走进
校门的老师都会受到热情“款待”。走进教室，鲜花和
祝福那是铺天盖地地涌来，感动得让我只记得连声说

“谢谢”。临到上课，学校也会送来一份礼品，有时候是
水杯，有时候是笔筒，礼物虽轻，但意义重大，总觉得
那一天，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往年的情景在我眼前回放，对比病房的冷清，我

觉得很失落。一整天了，手机没响过一次，我觉得被人
遗忘了，差点落下泪来。

临到傍晚，有人敲门，我以为是送开水的，没想到
是班长气喘吁吁地捧着礼物，笑嘻嘻地跑了进来，她
对我说：“老师，节日快乐。”接着是连声地道歉，说自
己来晚了。待她离开，我便急切地打开她带来的这些
纸筒，想看看同学们究竟对我这个带了他们三年的班
主任评价怎样？

最上面一个大纸筒上写着：老师，教师节快乐。继
续展开下面的小纸筒，一行行娟秀的字迹映入眼帘：

“老师，认识您之前，我讨厌语文，是您把我领进语文
的大门，让我享受文字的快乐，谢谢您。”“老师，我相
信您会给我一双飞往清华的翅膀，我也相信，您能很
快好起来，回到我们这个集体。”“这么多老师中，您给
我的印象最深，也影响最大，跟着您，我学到很多东

西。”“亲爱的老师，感谢您在我的人生中留下了那么
多美好的教诲。”……

一张张，都是称赞，一句句，都是肯定。我没想到，
孩子们都记挂着我；没想到，他们对我的评价这么高；
也没想到，他们会用小纸条表达对我的爱。我收获着
这别样的感动，完全沉浸在幸福中。

老公来时，我将那些纸条展示给他看，他感慨道：
“还是做老师好啊，这些小纸条可是他们发自内心的
评价和感受，比任何物质奖励都要珍贵，这是做老师
的最高奖赏！”

是的，有什么能比这种奖赏更重呢？我小心翼翼
地把那些纸条一张一张地贴在精致的笔记本上，放
好，在以后的日子里，每每遇到挫折，我都会拿出这本
笔记本，读读里面的话，心里就会充满无限的力量。

（刘亚华）

1968年毕业分配前不久，我听到了一句我一
生中最难忘记的忠告：“这里不是屁股！”五十多年
过去了，当时的点点细节，我还记得十分清楚。作
为华西口腔的学生，学校给予的教育与那诸多无
声的浸染，都是我们终生的财富。

毕业前的临床实习，我轮到了口腔门诊手术
室——这里就是作些小手术，病人不用住院。但即
使是“小”手术，也是我们将来作为医生的重要本
领之一，因此同学们都很重视。

前几天，别的同学主刀，我没机会上台，这天
轮到我主刀了，心里就盼着来几个有意思的手术。
也是我“命”不好，这天，原来的带习老师被住院手
术室叫去，临时换了个才分来不久的青年男医生，
他是上海人，平时就对我们很不客气。

门外突然闹了起来，护士推进来一个满脸是
血的病人：他脸上的好几块纱布，都已经被血浸透
了。我们立即着手准备，洗手、穿手术衣、戴手套。

护士也推来手术车，打开手术包，等待医生上台。
因为该我主刀，我更一马当先在主刀位站好，

一边清理器械，一边等待老师。他很快来了，作为
学生，这正是我大展身手的好机会，我连忙揭开病
人右侧脸上的一块浸满血的纱团查看。谁知还未
来得及看清伤口状况，一股细细的动脉血就从伤
口喷射出来，出于医生的本能，我立即用手里的止
血镊夹住了这个出血点。

同学们一声欢呼：真准！我心里正得意，叭的
一声，我的器械被老师的器械压住，紧接着，一声
十分“恶毒”的声音响起：“这里不是屁股！”我彷徨
地看向老师，他不言，只轻轻地用他的止血钳在血
管的尖部夹住，所夹的组织只有我夹的 1/10 不
到。他要我放开我的器械，看看是否还在出血。唉，
也怪我“慌不择路”，老师的操作还真是很标准的。
这个提醒与示教动作，立即让我联想到面部缝合
要点，面容是人们十分看重的部位，一旦损伤，要

尽最大的可能“复原”，因此面部手术要极为精细
与准确。

有了刚才的教训，对这个病人的面部伤口，在
“这里不是屁股”的思想指挥下，我精细清创缝合，
对位精准、针距均匀，没有丝毫折痕。手术完成，同
学们赞不绝口。老师要我总结一下，我回敬给他那
句话：脸上不是屁股，不能粗枝大叶，否则，会留下
较大的癍痕与坑凹。手术时一定不能用“大针粗
线”，更不能随意“止血缝合”！这位在我们心中一
贯不苟言笑的带习老师，第一次有了笑意：你理解
得不错。

毕业分配，我在西昌独立开设口腔科，每每手
术，“这里不是屁股”的忠告，总要爬上心头！

上世纪70年代，我再回学校时，听说那位李
铭烈老师已经调回上海。无缘再说一声谢谢老师！
可是，这“一面之交，一语相教”，却成了我终生的
指导！ （王恩平）

我初三时的班主任袁实老师亲切随和，说话
语速平缓，即使生气批评人时，也是轻声细语，从
不放高腔。但他给我们的印象是不怒自威，轻轻的
一句话，往往让我们感觉到雷霆万钧的震慑。

袁老师当初以初中毕业学历教初三，而且所
教班级在升学考试中多次排名全区第一，不但在
我们学生眼中是个神秘的传奇，就连老师们也觉
得不可思议。但更让我们感到不可意思和恐惧的，
还是他的“猫步”。

猫步是我们私下对他悄无声息的脚步的戏
称。初三时，我们教室是木质楼板的，走起路来不
但容易发出咚咚的声响，还会有震动感。当时，老
师的办公室就在教室后面，袁老师常常悄无声息

地进出教室，可我们却从来都听不到任何声音。那
种犹如猫逮老鼠时的轻巧脚步，让某些学习时间
搞旁门左道的“不法之徒”不寒而栗。

一次早自习，我正在偷看一本借来的小说，不
知不觉中伸过来一只手，书就被收走了；两位同学
在课桌下窸窸窣窣地做着小动作，突然身后就传
来了一声轻轻的咳嗽；上课时，某同学头像鸡啄米
似的撑不住想打瞌睡，一盒清凉油悄悄地放在了
他的桌面上……我们感到奇怪，试着用尽各种办
法，但即使再轻巧，也不能达到老师的那种境界
——总会被人觉察到。

初三正是青春萌动的时期，每个人心底仿佛
都奔腾着一匹野马。袁老师为了掌握我们这些脱

缰野马的动态，在驯服调教时做到有的放矢，真是
费尽了心思。老师常说，在初三可塑性最强的时
候，我遇见了你们，就要为你们负责。以后你们上
更高的学校、走入社会，比我的知识更丰富，阅历
更宽泛，能力更强，我想管也管不了你们了。

几十年过去了，当年青葱的我们已经走向了
不同的社会岗位，但大家有什么疑惑时，还是会打
电话或发微信让袁老师指点迷津。最近有同学建
了班级微信群，又把袁老师拉进群里，大家仿佛又
回到了当初温馨美好的时光里。

不管我们走到哪儿、干什么事，总感觉身后有
一双无声的脚步陪伴着，就会有方向，有动力，做
一个聚正气，走正道，无愧于社会的人。（袁仁成）

我上小学时“费”（调皮）得吓人，要毕业了才
加入少先队。而能加入少先队，还全靠了班主任肖
老师的巧思妙计。

肖老师是女的，很胖，始终微笑的脸上架着反
光大镜片。为了帮助我，肖老师将大队委张桂兰派
来挨着我坐。

大队委学习认真，我就常逗她分心。一次，我
将手缩进袖子要张桂兰看稀奇，她无邪的眼睛盯
住空荡荡的袖筒啥子都没有看到。我本想伸手轻
轻拧她一下，但她太专注的眼神，让我抑制不住一
把抓住了她的尖鼻子。张桂兰再没有默默无声悄
悄落泪，号啕大哭惊现课堂。肖老师命令我站起
来：“你不是喜欢把手缩进袖子吗，我就让你想伸

都伸不直。”肖老师把我的袖子卷起打了个结，这
个结直到下课被叫到办公室，她才给我解开。

在办公室里，肖老师骂我，说我太没名堂（不
像样）、太不懂关心同学，特别是女同学。骂着骂
着，肖老师哭了。说真的，她骂我还好点，一哭把我
吓倒了，她是老师，也是一个大人，在我面前哭，为
我哭，我真不知所措。一旁的张桂兰要我保证，以
后再不准惹肖老师哭。肖老师说你看张桂兰好心
痛人，你把人家整哭了，她没想自己只想老师。我
们每个人都要替他人想，才能人人进步当好学生。
我们班就你不是少先队员，可大家都没嫌弃你，还
无私帮助你，你就不能痛改前非，争取加入少先
队，为创全班都是少先队员努力吗？

我被她们两个女的说安逸了，也觉得自己是
要不得，我一直这么费，肖老师也从来没有告过我
家长。但我再这么费下去，小学毕业了都当不成少
先队员。于是我向肖老师与张桂兰保证，一定好好
学习，争取早日入队。肖老师笑了，与张桂兰制定
好对我的具体帮助措施。

自此，我规规矩矩老老实实认真学习，不懂的
就赶紧问张桂兰，肖老师也常常来到我的课桌前
及时处理我的问题，还对我的作业分析讲解，我的
成绩终于上去了。那年，几百个小学生将学校大厅
坐得满满当当。锣鼓喧天号声嘹亮，少先队入队仪
式开始了，有我！还是张桂兰给我戴的红领巾，我
与她都发出了开心的笑。 （曾智成）

当父亲申请到农村支教的时候，我
和姐姐都觉得难以理解。

那是一个偏远山村，村户零星散落
在崇山峻岭之间，交通闭塞，条件艰苦。
为了孩子就近上学，村里建了三所小
学，一所坐落在村部所在地的山沟里，
另两所嵌在东西两侧的半山腰上，父亲
去的是西侧半山上的那所小学。

学校设施简陋，围墙用石块堆砌，
几头牯牛总爱去那儿蹭痒痒，时不时把
围墙蹭出缺口；操场是泥地的，遇上雨
天，地上一洼一洼的积水，孩子们光着
脚丫跑过去，能溅起很高的水花。

父亲是唯一的老师，要教语文、数
学、政治、音乐和美术等科目，工作量之
大可想而知。好在学校只有学前班、一
年级和二年级（到了三年级，孩子们能
走远路了，得转到村部所在的小学里）。

学生最多只有三十几个，都挤在一
间简陋的教室里。父亲上课很有意思，
他让学前班和一年级的学生做练习题，
先给二年级的讲课文，讲完留下一道
题，再对学生说：“现在，请一年级（或学
前班）的同学们打开课本……”刚开始
时，父亲顾此失彼，分身乏术，好在积累
了经验，才能应付自如。

因为贫困，有些孩子想中途辍学，
还有些孩子到了入学年龄也没去学校
报到，父亲就一趟一趟地跑，了解他们
家庭的困难，做思想动员工作，总算一
个孩子也没落下。为减轻学生的家庭负
担，父亲每学期都要组织搞“勤工俭
学”，让学生们利用周末去山上捡桐油
籽、茶油籽，论斤称了交上来，他再抽空
挑到镇上卖了换钱，买回作业本和文具
分发给学生。每次买学习用品，父亲都
要自己再贴一些钱的。

我家住在镇上。其时，我和姐姐在
县城上中学，难得回一趟家，回家也不
一定能见父亲一面。母亲是农民，家里
的田和地都靠她一个人忙活，日子过得
艰难。可以说，我们全家都指望父亲了。
然而，父亲每次领了工资，都要分出一
部分给学生买文具，交到母亲手里的实
在不多，以至于我和姐姐在学校都没有
一件像样的衣服。

老实说，我那时是有点恨父亲的，
觉得他是那么的不近人情，难道别人家
的孩子比自己的儿女重要吗？不过，在
这件事情上，母亲始终沉默，想必她是
支持父亲的，要不然她每天起早贪黑干
两个人的活，能熬得住吗？

后来，我和姐姐都参加工作了，父
亲也到了退休的年龄。他老了，腿脚不
大利索了。只是，父亲退休后，没有老师
肯接他的班，加之学生越来越少。学校
停办，让父亲郁闷了很长一段时间。

前不久，父亲因摔伤住院，他当年
的很多学生都专程来看望他。他们握着
父亲的手，说着当年学校的往事，说着
现在的好生活，空气里弥散着浓浓的师
生情。我在边上默默地听着，意识到父
亲以一己之力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不
觉热泪盈眶。我想，我能理解父亲当年
地选择了，他是伟大的。 （侯镛）

我小时候口吃，每次开口前，都要把想说的话
在脑海中重复几次，但还是一张口就又遇到了拦
路虎，一路磕磕巴巴，脸涨得通红，话还未说完，嘲
笑声已不绝于耳。因此我有了语言恐惧症，不敢再
开口讲话。

幼儿园班里的小朋友骂我“小结巴”，我便打
死也不去幼儿园了，一个人躲在家里玩耍。后来，
母亲找到了工作要去上班，留我一人在家她又不
放心，于是决定让我早一年上学。

入学后，我才知道，破格让我留下的女老师姓
李，教我们一年级。那时我们所有的科目都由李老
师来教，我很喜欢这位老师，喜欢听她上课。回家
做完作业，我还在屋外的砖墙上用粉笔练习写拼

音，几天下来，屋墙上、院墙上，还有家里厕所的墙
上都让我写满了。李老师来家访看到了，专门在课
堂上表扬了我。

我知道李老师喜欢我，因为她有时在路上遇
到我，会摸摸我的小辫子，笑嘻嘻地看着我。但我
还是不敢说话，即使李老师上课提问，我也不敢举
手回答，因为我口吃，怕一开口让同学笑话，又给
我起外号。

李老师好像知道了我的心事，每次提问都和
蔼地走到我跟前，说：“老师知道你会，但不敢起来
回答，来，你悄悄跟老师说一下答案。”

说完，老师把耳朵凑到我嘴边，我张了张嘴，
还是没敢说。但李老师却对全班同学说：“霞同学

告诉我答案了，她答对了！班里有些同学也和她一
样，明明知道答案，但因为胆子小，不敢高声说话。
老师告诉你们，人的胆子是练出来的，多锻炼一下
就好了。”

从此，班里同学都知道我是一个不敢大声说
话的女生，李老师告诉同学们，那是因为我比他们
都小一岁，等我长大了，胆子就会变大了。

我心里轻松了许多，口吃的毛病也有所好转，
只要语速慢一点儿，说话便不结巴了。半学期后，
因为考试成绩优秀，李老师还让我当了班里的学
习委员。现在想来，要不是李老师当年的用心，我
或许现在还结巴，会一直在同学的嘲笑声中抬不
起头来。 （马海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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