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鹤乡飞起七彩虹袁
金幡银练舞长空遥
八纵穿南北袁
十横贯西东遥
高速公路车潮涌袁
高铁列车快如风遥
十里菊海艳全国袁
射阳大米香华中遥
经济发展快车道袁
日新月异展新容遥
全面小康道路广袁
百万人民乐无穷遥

鹤乡飞起七彩虹袁
初心圆起强县梦遥
巨轮通四海袁
银燕翱苍穹遥
万顷滩涂耀明珠袁
千里长堤沐春风遥
驾风驭光产业旺袁
日月岛上迎宾朋遥
童话世界惊中外袁
仙鹤展翅飞九重遥
强富美高新射阳袁
党的恩情永传颂遥

鹤乡飞起七彩虹渊歌词冤
江正

新冠病毒德尔塔袁
狡猾凶险易扩散遥
一旦乘机大肆虐袁
生产生活被扰乱遥

孤军战疫灭绝难袁
唯有合力能克顽曰
全球联手送瘟神袁
还我健康保平安浴

《同心战疫》
周军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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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此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之际袁 回顾我家的红色家风袁不
由心情激动袁思绪万千噎噎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袁我家住在射阳河畔的阜宁县蛤蜊
港村袁父亲是全家的顶梁柱遥 1938 年袁父亲加入了地下党组织袁
积极为党工作袁发展地下党员袁并成立了地下党支部遥 21 名党
员一致推选我父亲担任党支部书记遥父亲利用晚上为他们上党
课宣传党的政策噎噎

父亲从村基干民兵干起袁到武装民兵中队长袁地方武装大
队授予我父亲一支三八式汉阳造长枪遥 父亲爱枪如命袁日日夜
夜人不离枪袁枪不离身遥 从土改尧抗日尧打蒋匪袁他都冲在第一
线袁保护了一方百姓平安遥因父亲排行第二袁乡亲们亲切地称他
野二大胆冶遥

1943 年袁日本鬼子的汽艇常在射阳河游弋遥 一天袁父亲集
合几十名民兵袁埋伏在射阳河两岸芦苇荡里袁待到鬼子汽艇临
近时袁突然开火袁为制造声势袁民兵们将鞭炮点着放入空油箱
里袁野噼噼叭叭冶的爆炸声袁鬼子吓得屁滚尿流袁转头向射阳河下
游溜之大吉遥 从那以后日本鬼子再也不敢轻易来蛤蜊港骚扰
了遥

星斗转移袁日月如梭遥 新中国成立后袁父亲起早带晚袁带领
全家人参加生产队集体劳动袁见到有些年轻人野上工如拉纤袁下

工似射箭冶袁干起活来粗糙马虎遥 父亲深情地对他们说院野田袁是
种田人的命根子遥 我们要耶精耕细作爷袁丰收了才能改善我们生
活袁才能兴邦兴国袁才能建设一个繁荣昌盛的国家遥 冶

父亲任劳任怨袁从互助组尧合作社袁到成立人民公社袁在乡
村 20 多年袁父亲热爱集体就像热爱自己的家遥父亲在战争年代
右腿受过伤袁政府安排他在民政部门一个事业单位工作袁直到
退休遥 后来父亲伤病复发袁经抢救无效袁不幸离世袁享年 79 岁遥

父亲在世时常教育我们院野要永远听党话袁跟党走袁世世代
代不变心遥 冶这就是我们家的传世家风遥

我在射阳中学读高三那年袁就写了一份入党申请书遥 学校
党组织找我谈话袁说根据考察袁符合入党条件遥 但因特殊的年
代袁我的愿望没有能实现遥高三毕业后取消了高考袁我只得回乡
务农袁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遥 我身强力壮在农村劳动袁吃苦在
前袁享乐在后袁专拣苦活尧脏活尧重活干袁在群众中处处起模范带
头作用遥回乡一年后袁我又写了第二份入党申请书袁村支部党员
大会通过袁经乡党委批准袁我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袁实现了我的
梦想袁也实现了父亲的遗愿遥 第二年袁我当选为村支部书记遥 带
领全村群众袁苦干实干了 6 年袁乡村的面貌得到了很大的改观遥
这期间袁我结了婚袁爱人是一名小学教师袁生了三个女儿袁我常
对孩子们说院野要好好学习袁传承我们家的好家风遥 冶

岁月不居袁时光如流遥 后来袁我到县水利局工作曰二年后担
任县港口局主要领导袁负责全面工作遥在我们一班人的努力下袁
经过十多年的接续奋斗袁 把射阳港建成国家二类对外开放口
岸袁与韩国釜山尧日本长崎开通了集装箱航线遥

2006 年袁我光荣退休遥 三个女儿也都长大成人袁她们继承
了我们家的好家风袁野听党话袁跟党走袁学好本领袁为人民服务冶遥
两个小女儿在大学就入了党遥 大女儿在县公安局工作袁第二年
也加入了党组织遥 她们也先后组建了自己的小家庭袁过上了和
谐幸福美满的生活遥

瞬间又是多年过去了袁 我心爱的大孙子顾昊大学毕业后袁
在射阳电力公司工作了三年袁如今袁被国网江苏电力公司正式
录用袁同时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袁这真是双喜临门袁全家人激动
得热泪盈眶噎噎

去年除夕袁我们一个大家庭欢聚一堂袁其中有 6 名党员遥我
提议成立家庭党支部袁我自任支部书记袁女儿尧女婿们都鼓掌通
过遥三个女婿轮流发言袁他们都是一个旋律尧一个腔调院野绝不辜
负前辈的希望袁撸起袖子加油干袁为社会主义建设添砖加瓦袁干
出新业绩袁向建党 100 周年华诞献上一份厚礼浴 冶

野老骥伏枥志在千里遥 冶我退休时袁交通运输局党委留用我
任离退休老干部支部书记尧关工委常务副主任尧老龄协会会长
等职遥 十多年来袁把老干部工作搞得如火如荼尧有声有色遥 2015
年荣获省委离退休老干部尧 市委关心下一代先进集体称号袁我
个人也被评为县市老干部工作先进工作者遥

生命不息袁奋斗不止遥我已年逾古稀袁但依然立志传承红色
家风袁干好老干部工作遥

我家的红色家风
顾茂荣

2020 年的 9 月 19 日袁 之前住在
我家年已 85 岁高龄的母亲袁 在感到
身体不适被我们陪着去医院检查后
返家楼梯上袁永远闭上眼睛离开了我
们遥

我的母亲出生于 1936 年袁 四明
镇双湾村人遥 她一生勤劳尧俭朴袁待人
真诚袁虽然不识一字袁但是她却一直
要求我们得认真读书学习袁特别是说
话要算数袁待人要诚实袁且以自己的
实际行动为我们放好样子遥

母亲突然间的去世袁 让我们及亲友真的难以接
受遥 记得在她 80 岁那年袁身体一直很好的老人开始
有了这样那样的毛病袁我们兄弟姊妹不放心袁便带母
亲到县医院做了一次全身检查遥检查后袁医生说母亲
患有膀胱肿瘤等多种疾病袁 暗示我们这病已无法治
愈袁还说估计活不了多长时间遥 然而袁母亲在我们关
心鼓励和她顽强乐观的对待中袁 竟创造出生命的奇
迹遥 多年来袁她一直坚持在乡下老家居住着袁并习惯
性地喜欢在墩子上及老宅周围种点这尧栽点那袁闲不
下来遥时不时地将她栽种的蔬菜袁让熟人顺便带给在
县城生活的我们享用遥好在袁经我们劝说她早已将自
己的几亩农田流转给他人种植袁 她坐在家中就能享
受到政府发放的尊老金尧养老金及土地流转金遥妈在
家就在袁我们希望她老人家能健康长寿遥她自己也在
努力着不因年老多病拖累我们这些做儿女的遥

谁知 2020 年的 1 月 7 日袁 母亲病情突然加重袁
与母亲家相距不远的大姐打电话问我怎么办钥 我们
随即赶回带母亲去县医院住院治疗了近 10 天遥母亲
出院后袁我们四个兄弟姊妹商定院母亲不能一个人再
住乡下老家了袁 经反复劝说她才答应在我们各家轮
流居住袁从而有人照料安享晚年遥 2020 年 9 月初袁母
亲来到我家居住袁虽说她的身体不是太好袁但她在我
家有电视看袁有收音机听袁还有我妻子每天陪她晒太
阳尧聊天袁洗澡尧话家常遥 若身体出现不适袁我能及时
对症买药给予处置袁 她说待在我家感觉特别的幸福
快乐遥 9 月 12 日袁应母亲要求袁我请朋友用轿车送她
回老家看看袁 妻子还陪她在老家住了一宿遥 9 月 13
日下午袁我借去盐城开会回来之机袁特意请驾驶员朋
友开车绕道海河老家又将她接回遥 我们见她很是开
心的样子袁她也说现在的日子越来越好袁她自己除了
有国家发的农村养老金袁还有一些高龄补贴袁另外农
田还有一些补助遥她住在我们家里吃饭不花钱袁锅碗
不用刷袁除了买药几乎不花钱袁越活越有希望遥 没承
想袁她这次从老家回来没两天袁身体却加速变差袁腿
也几乎不太能动弹袁整天瘫在床上遥 9 月 18 日中午袁
她还要我帮她录下跟一个债务人催债的视频遥 晚上
她还想硬爬起来去卫生间洗澡袁 在妻子的多次劝阻
下袁她才勉强同意妻子在床上用温水帮她擦洗身子遥
9 月 19 日一早袁她拒绝进食袁只喝了两杯温水袁并希
望我们再陪她去医院做次全身检查袁我们自然照办遥
没想到袁 就在我们送她去医院检查后返回我家上楼
梯的途中袁母亲没有说话袁但似乎不想再上楼去袁硬
是将手抓住楼梯扶手不松袁 我的二姐和妻子好容易
才让她松开手遥快到三楼我家时袁妻子扶着她想让她
先坐楼梯上歇一下袁以便自己开门袁谁知妻子开下门
顺手便将钥匙放在了屋里袁 刚转身准备搀扶母亲进
屋时袁大门居然被风吹刮嘭的一声关上了遥而此时的
我袁因为欲留开车的朋友在家吃饭袁便去外面买点卤
菜遥 然而袁就在这期间母亲却永远地闭上了双眼遥

不知所措的妻子忙给我打电话袁 告诉我母亲已
去世的噩耗遥 我几乎不能相信袁 也不敢相信这个事
实遥匆忙赶回的我袁就见此时的母亲还躺在妻子的怀
里袁双眼闭着尧脸色慈祥袁好似熟睡的样子遥邻居们闻
讯也都赶来袁 谁都不愿相信清晨还自己下楼坐车去
医院检查身体的老人袁瞬间便成了阴阳相隔遥

办母亲丧事的几天里袁 我一直沉浸在痛苦的回
忆中袁母亲生前的许多往事又浮现在我的脑海里遥母
亲青壮年时期袁经常牙痛尧头昏袁我们夜里隐隐会听
到母亲痛苦的呻吟声袁但她总是忍着袁每天天没亮就
去生产队出工干活袁总想多挣一些工分袁盼望着年终
家中能多分一些钱袁好给我们过年做一件新衣服遥父
亲母亲没文化受罪了一辈子袁 因而尤其懂得文化的
重要袁 所以她和父亲挣钱首先保证我们能进学校读
书遥 父亲 20 年前去世时袁曾留下 1000 多元的债务袁
母亲没要我们偿还袁 硬是靠她自己的双手劳动还清
了遥 后来袁两个姐姐和我们兄弟虽然各自成家袁但母
亲知道两个姐姐居住在农村袁 我们兄弟俩居住在县
城袁但各家都有自己的生活袁且经济条件并不是很宽
裕袁所以母亲平时一直过着节俭的日子遥母亲知道我
血糖血压高袁上班压力大袁听村里人说吃保健品蜂胶
能降血糖袁她便用自己的 300 元养老钱给我买了 12
瓶蜂胶请人带给我袁 自己却舍不得买过哪怕一元钱
的保健品遥我的妻儿经常在外袁母亲就将他们的封塑
照片一直随身带着遥 母亲平时买药尧看病尧出人情等
等袁也尽量不要我们花钱遥 平时袁我们给她的零花钱
她也都舍不得用袁带回去的水果尧食品等袁她也是舍
不得吃袁结果许多过期才被我们发现给扔了遥

母亲去世后袁我们兄弟在清理母亲的遗物时袁发
现了许多铜钱尧铜勺等稀罕的老物件袁甚至还多地分
藏着 2700 元现金遥 同时袁也发现了用塑料包裹着的
玉米须袁估计这些是准备给我降血糖用的遥我的母亲
虽然去世了袁 但她的音容笑貌却依然时常浮现在我
的眼里遥我母亲的一生虽然平凡袁但在我们看来却是
最伟大的遥 母亲袁我们永远爱您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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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母校印象最深的袁莫过于校园绿树中的蝉
鸣袁那短促尧激越尧高亢的鸣唱袁让人有种安然若素
的心境袁和着课堂那朗朗诵读袁教室里充满了诗和
远方的浓烈氛围遥

如果用野半亩方塘一鉴开冶来形容苇荡中学袁我
认为是再恰当不过的了袁两排四间教室宿舍加几间
食堂袁有五个半亩大的方塘犹如映月的镜子镶嵌其
间袁四角成方地静卧在教舍门前袁塘边四周栽种一
色水的柳树遥 开学后袁到了当春乃发生时袁这些柳树
返青早袁发芽快袁给校园早早增添了盎然春色袁陪伴
学习的我们一起成长遥

家乡草木丰茂袁房前屋后的树上袁从初夏到初
秋袁蝉鸣歌声没有间断过袁大人说野听到知了叫了袁
真正的夏天才到来遥 冶所以袁我始终记住蝉鸣了才是

夏天遥小时候也跟着年龄大点的伙伴去树丛寻找蝉蜕袁一分钱两只
卖给中药站袁将有筋道的面团粘在竹竿顶端用来粘捕蝉袁有时粘住
又被挣脱袁有时没粘到却被蝉洒了一脸的蝉尿遥蝉鸣在家乡习以为
常袁只身一人乍住学校时袁再听到耳朵早已听出老茧的蝉鸣袁竟然
有了一种亲切之感遥 一次我坐在东头大柳树下看书袁 树上蝉鸣声
声袁书中字字珠玑袁入神如无人之境袁班主任魏标老师悄悄地走近
身后浑然不知袁当魏老师故意走到面前时袁我才慌慌张张地站起袁
脸红嗫嚅袁戴着黄边眼镜的魏老师笑而不语袁点点头袁摆摆手袁姗姗
而去遥 偶遇一只蝉误飞教室后窗台袁 我会想难不成它也来偷听讲
课袁抑或是想与我们比赛朗诵钥 默默对视袁能让我发呆好长时间遥

重返校园是毕业后好几年的事袁带着临海镇政府办的介绍信袁
去档案室查找我的学生档案袁 在校门口李同中校长一眼便认出我
来袁查找档案顺风顺水遥李校长和我四叔曾在一个学大寨工作队共
过事遥 我伫立在塘边的大柳树下袁阳光透过密密层层的柳叶枝条袁
在岸边洒下斑驳的光影袁水中倒影清晰如昨遥校园随便哪棵树上都
有蝉鸣袁凭我从小对蝉的熟悉袁仅听声音就能判断它的方位和高低
来袁但碰到几只蝉在一棵树上鸣唱袁真像宋朝诗人杨万里描写的那
样袁野听来咫尺无寻处袁寻到旁边却不声遥 冶

蝉的声音听惯了声声入耳袁仿佛它来自每一片绿叶袁不知疲倦
的鸣唱在心里便漾起层层绿意袁 许多时候我把蝉鸣当作老师的讲
课声袁脑海中闪过从一年级到高中再到南师大诸位老师的身影袁叶
老师尧解老师尧于老师尧胡老师尧王老师尧谈老师等等袁他们不同年级
任教传授犹如四季的接力遥 人与自然同理袁 在这个蓬勃生长的季
节袁无论你承不承认袁你都无法拒绝成长遥我在政府上班的路上袁但
凡撞见启蒙叶庆宝老师时袁我都主动下车打声招呼袁叶老师是南京
客籍袁青呢子黑皮鞋袁七十年代十分显眼遥 我毕业后见到高中班主
任时袁魏老师已经退休在家赋闲袁当我和同学们再去魏老师家时袁
只见到带着永恒不变微笑的黑框照片遥 点滴师生情袁仿佛如昨天遥

野蝉鸣空桑林袁八月萧关道遥 冶王昌龄在多事之秋袁把蝉鸣写得
空灵袁而我的家乡时令已入八月袁天气依旧炎烈袁初秋里的蝉鸣袁自
然也就成了告别的绝唱袁少了合唱气势袁但还一样洪亮袁毕竟沉寂
泥土下袁在黑暗中蓄力袁默默成长袁漫长等待才蜕变成蝉袁珍惜来之
不易的阳光明媚与绿树花香袁 迸发出激情振翅唱响生命的时光轮
回遥蝉儿不知心里事袁岁岁蝉鸣有尽时遥毕业离开校园前的晚上袁月
光皎洁袁挥泪话别袁那天蝉鸣了很久很久噎噎

蝉鸣无痕袁翻遍夏秋所有的绿叶也找不到一丝一缕印迹袁它的
歌声唱给夏袁唱给绿叶袁唱给光阴袁唱给喜欢的人曰岁月有印袁容颜
渐老袁鬓发染霜袁今非昔比袁蝉鸣依旧遥校园外遍植垂柳袁到处蝉鸣袁
心有乡愁袁此声胜有声袁只是有时人们忽略了它们不倦的嘶鸣遥 打
开中国诗词大会第六季袁唐诗风骚袁宋词遗韵袁虽未熏陶点化袁倒也
听得见悠悠蝉鸣遥 我和同村同学把行李合在一起还像报到时用小
扁担轮流挑着回家遥 温润的校园袁有过激情袁梦想袁感动曰也有过彷
徨袁苦恼袁无奈遥 一路绿树一路蝉鸣袁走进广阔天地遥

野落日无情最有情袁遍催万树暮蝉鸣遥 冶应该感谢蝉袁每当听到
蝉鸣袁我自然就会想起青涩的求学岁月袁诲人不倦地诸位最亲爱的
老师们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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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都可以有袁千万别有病遥 病是一个生理或心理
不正常的状态袁常常导致个人生活甚至是家庭生活脱离
正轨袁走入困境遥 疾病是绝大多数人丧失生命的直接原
因袁从某种意义上说袁正是因为疾病与时间合谋袁芸芸众
生才前赴后继袁纷纷走上奈何桥袁跨越生死线遥 所以袁人
们有理由对于疾病心生厌弃袁甚至深恶痛绝遥

但凡事都有两面性袁 有阳光的地方就一定有阴影遥
人的生命也似洪水奔流袁不遇着岛屿尧暗礁袁就难以激起
美丽的浪花遥 这几天生病住院了袁简单的手术虽然不至
于夺去我的性命袁 但已足以牵动我惯常的生活轨迹袁推
动我走在了一条与往日里决然不同的人生道路上遥

我竟慢慢没有了早已习惯了的执着与忙碌遥 为名为
利袁我们带着先天的初心与后天的使命来到这个现实的
世界袁按照既定的行为范式袁朝着由自己或是别人设定
的目标一路狂奔遥 可一旦病了袁情况就大为不同了遥 病
了袁 就可以心安理得地离开固定的地方与熟悉的人群袁
身心俱空地歇下来遥 有人说袁旅游也可以让人离开固定
的地方与熟悉的人群袁可旅游无法让人身心俱空遥 也有
人说袁受控审查尧被诉坐监可以让人断了一切念想遥 那是
他们真的不知道贪官污吏们对财贿虚名的执着已经到
了何等侵心蚀骨的程度遥唯有病了袁哦袁不浴还有死了袁我
们才能少了这份为名为利的执着遥

我竟渐渐迷恋上了久未体味的闲淡与从容遥 病而并
不致死袁去远方袁见平素里无缘相见的人袁大家的身份都
是偶一遇合的病人袁无身份地位的差异袁更无争名夺利
的羁绊袁夜来无事袁对榻而眠袁闲话世事袁竟都通达事理袁
清透无碍袁全无往日里耽于世事的虚伪与敷衍袁如夜行

幽谷袁鸟语花香袁丝丝入窍遥 有人说袁我择善良处居袁与同
志者游袁一样可以心无旁骛袁口不择言袁可天下熙熙袁皆
为利来曰天下攘攘袁皆为利往袁人世间哪里有如此之地尧
如许之人钥 也有人说袁我为人坦诚袁率真刚直袁本就如此袁
从来如此袁扪心自问袁我们真的是这样的人吗钥 我如果真
的是这样的人袁 能够一帆风顺地活到现在才生病住院袁
那可真的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奇迹呢遥

我还充分感悟到了渐行渐远的乡愁与亲情遥 都说人
生在世袁有来无回袁走的是一条单行道遥 可细察我们的心
路历程袁我们又何尝不是时时顾盼来路袁直至折返原点钥
我们幼时即出袁青壮犹健袁脚步渐行渐远袁心胸也日益开
阔遥 可终有一日袁秋风渐起袁风霜凛冽袁生命之树叶落枝
残袁疾病迫使我们求本溯源袁忧愁幽思袁感念一路风光袁
体味无限柔情遥 有人说院衣锦还乡袁方显英雄气概袁只有
功成名就袁才能有恩的报恩尧有仇的报仇袁病体支离袁失
意惆怅袁何来快意人生钥 也有人说院白日放歌须纵酒袁青
春做伴好还乡遥 放歌纵酒袁红袖添香袁赶在人生最美好的
时候袁和自己最心爱的人一起袁尽享鲜花着锦尧烈火烹油
的好日子袁这才是我们的目标袁这才是我们的归途浴 可谁
知袁涸辙之中袁相濡以沫袁病榻之间袁情动以诚袁卸去了心
灵的铠甲袁化解了往日的块垒袁赤子之心袁人间大爱袁这
又何尝不是人生在世百寻未有的际遇尧 至为难得的瑰
宝钥

病来如山倒袁病去如抽丝遥 在被强制推离日常生活
的轨道之后袁病后的生活又慢慢走上了正轨遥 疾病的痛
苦会逐渐被淡忘袁疾病的感悟却是生命的馈赠袁我会尽
纳胸襟袁以心为炉袁以情为火袁铸为丰碑袁永志不忘遥

病中小记
吴杰明

妻子袁是她和我的关系遥 老师袁是她一生的职业遥 正
因为她和我一生相伴袁 我才真正理解老师的含义和不
易遥

同事们叫她姜老师尧姜科长袁我叫她老姜遥 老姜是老
师袁不是中小学老师袁她一直是一名职校老师遥

老姜是我高中同学遥 高中三年袁我们班主任都是李
老师遥 李老师心脏不好袁人特别瘦袁戴着深度近视眼镜袁
一看就像老师袁再看又让人野怜悯冶遥 但李老师全身心扑
在我们这班学生上袁早上叫起袁晚上催睡袁苦口婆心袁有
生无我遥 付出终有收获袁那年我们 52 名同学袁考上 35 个
本科袁成绩实在骄人遥 但袁因为全程目睹了李老师的含辛
茹苦袁所以在高考志愿表上袁我和老姜相约一所师范院
校都不填袁想着今后不做老师袁不再重蹈李老师野覆辙冶遥
后来袁我上了工科袁老姜学的是经济遥

我们大学毕业的那年袁还实行分配政策袁到哪尧做什
么都由野分配冶说了算遥 因为是重点学校本科生袁又因为
没什野关系冶袁老姜被安排到位置偏僻的市直单位经济干
部学校袁做了一名老师遥 那个学校原是特殊时期改造干
部的野五七干校冶袁转办成培养经济战线上基层干部的培
训学校遥 虽然现实偏离了理想袁但老姜还是认真地开始
了她的教书育人工作遥

野干部冶学生特点明显袁年龄相差很大袁基础参差不
齐遥 初入职场的姜老师袁 竟然比自己的一半学生还小遥
野我怕压不住台遥 冶她打电话给我遥 野不怕袁用你的知识镇
住他们遥 冶我说遥 两个月后袁她告诉我袁她已经和她的学生
成为朋友了遥 我问她如何做到的袁她笑而不答遥

周末的时候袁老姜进城野谈恋爱冶袁她谈的最多的是
她的讲台尧她的学生遥 她说袁他们对知识是多么的饥渴袁
他们的眼睛一直盯着我袁全神贯注袁生怕漏听了一句话袁
下课后还到宿舍向我请教袁我好有成就感遥 哪是谈恋爱袁
分明是一场只有一名听众的演讲遥 我喜欢听她的演讲袁
我知道她不仅爱上我袁更已经爱上了她的讲台遥

两年后袁 老姜带的第一批学生完成他们的进修学
习遥 毕业聚餐那天袁老姜让我一起参加遥 那天的场景袁我
作为旁观者也差点感动涕泪遥 两年的学习尧600 多个日子
的相处袁分别的时刻袁老姜动了真性情袁和她的大大小小
的学生哭成一团遥 我知道袁她不舍她的学生袁不舍她们的
情感袁更不舍她的青春处子秀遥 后来袁直到现在袁老姜和
那班学生还保持经常联系袁好几位成了我们家的常客遥

几年后袁老姜工作调动袁到城里一所职业中专校遥 虽
然同样是职校袁但教学的对象完全不一样遥 中专校的进
校学生是初中毕业生袁 而且多是不够普通高中的分数遥
面对新情况袁老姜说现在的重点是育人袁要让这些小孩
走上正道尧增强自信袁同时掌握今后工作技能遥

老姜认真研究教材袁认真做好备课袁她说课堂上要
让学生听得有味尧听得下去尧听得懂袁学生才能坐得住尧

留住心遥 课后袁老姜和学生交流袁听取学生们的建议袁思
考着怎样把课教得更好尧更有效果遥 老姜做班主任袁照顾
学生生活遥 她说袁就像我家女儿袁这些小孩正处于青春
期尧叛逆期袁必须耐心引导尧关怀备至袁一旦走偏袁再要回
头袁难度就大了遥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很难袁老姜把大量的课余时间和
假日时间都花在这些孩子身上遥 和他们谈心袁给他们补
课袁组织他们活动袁还不时到学生家走访遥 我开玩笑问
野职校学生又没升学率压力袁这样拼有意义吗钥 冶老姜严
肃认真地对我说野当然有意义袁人家父母就这么一个孩
子袁不把孩子教好袁对得起人家父母吗钥 就像我们的孩
子袁不一样吗钥 冶

老姜就是这样认真袁而且越来越认真遥 我看她越来
越像我们高中班主任李老师了遥

前几年袁老姜当上了教研科长袁又增加了许多新的
工作内容遥 她带领老师探索一体化授课方法袁组织老师
编写针对性更强的教材袁还开展青蓝结对袁亲自辅导两
名年轻教师遥 她说袁姜科长是职务也是责任袁不能浪得其
名遥 我知道袁老姜就是这么个人袁认真是她的天生属性袁
让她不认真她会很难受的遥

老姜袁已年过 50 了袁名副其实野老姜冶了遥 她说袁她的
有效工作时间也没几年了袁要好好珍惜袁不留遗憾遥

老姜袁你放心袁我将继续当好你的后援袁你的事业袁
我一定会尧也必须全力支持遥

教师节到了袁 我要向老姜道一声 野姜老师袁 节日快
乐浴 冶

妻子是老师
陈卫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