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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幸运，遇见了您

“不学物理，不学无术”

夏梦蝶

吴文荣
1964 年 8 月 31 日，我与窈口村的俞国
正同学肩挑生活日常用品，翻山越岭，乘竹
排、渡木船，沿着蜿蜒的壶源溪，步行 20 多
公里，去场口中学报到。
接待我们的是一位个子矮小，但腰板
笔挺、神清气爽的老师。
进入初中的第一堂课，这个操外地口
音的老师走上讲台，开始作自我介绍：
“我
姓潘，名相如，湖南人。我是你们班的班主
任，教物理。”然后，他便谈起物理这门学
科，
“ 初中开设物理科，也许同学们会觉得
很难，其实不然。只要平时用心、刻苦，再
产生浓厚的兴趣，就能学好……”潘老师的
一番话，打消了同学们怕学不好物理的思
想顾虑。
在课堂上，潘老师总是面带微笑地教
我们解题，每当我们遇到困难时，他在黑板
上一边演示解题的过程，一边念叨着：
“解
题时头脑要冷静思考，面对困难我们要藐

视它，才能够克服它。”说完，发出爽朗的笑
声，小眼睛眯成一条缝，像弯弯的月牙儿，
面部表情挺丰富。
不知不觉，同学们喜欢上了这位知识
丰富、和蔼可亲的班主任。
然而，平易近人的潘老师有时也会发
怒。记得有一堂物理课，潘老师抱着一叠
学生的作业本，气冲冲地进了教室，瞪着
眼，面对同学怒吼：
“有的同学做练习题，竟
然能错三四道，其中有一道题，全班级没有
同学做对。大部分还是粗心大意、不认真
出的错。”接着，潘老师给我们讲解了一些
解题的过程以及思路。面对老师如此认真
的教学态度，惭愧过后的同学们暗暗下定
决心：一定要学好物理！
潘老师在课堂上常说：
“ 不学物理，不
学无术。”我当时没深刻理解，但还是将这
句话记了下来。事实证明，这句话是经典，
在生活中，处处都要用到物理。

“松溪畔野云山秀……”

人，
“我们是朋友。”他说。班里的大大小小
的 事 情 他 都 与 我 们 商 量 ，放 手 让 我 们 去
做。入校的第一个月，陈老师就自己谱曲
并作词，让我们一（3）班有了专属班歌——
“松溪畔野云山秀，灵气所钟俊彦酬，长师
有道，少年风流……”
文艺汇演，陈老师说：
“ 我们班来排个
话剧吧！剧本我已经写好了。虽然会浪费
大家一些学习的时间，但我相信，你们的收
获会比付出更大，因为有的知识是书本上
学不到的。”我们都是第一次接触到话剧，
大家既紧张又兴奋。就这样，连续好几个
星期，陈老师兼编剧、导演于一身，见缝插
针地带我们排练，连演出的道具也是他亲
手做的。毫无意外，我们的演出在全校引
起了轰动，后来还被推荐到镇上的影剧院
演出，富阳电视台还进行了报道。
初中三年，陈老师的一言一行一直影
响着我们。我们班的同学个个阳光自信，
乐观开朗，如今 20 多年过去了，大家在各
行各业发挥着自己的光和热。
怀念我们的一（3）班，祝愿陈老师健康
长寿！

﹃我和我的老师﹄征文选登（ ）
——

这张照片是 5 年前拍的。我们班召开
20 周年同学会，大家特意去看望了班主任
陈为政老师。那年的陈老师已经有 80 多
岁了，尽管看似身体还算硬朗，但大部分同
学他都叫不出名字了。
1993 年，我们就读于松溪中学初一（3）
班，是陈老师的最后一届学生。虽然临近
退休，他一点也不老气横秋，反而对生活充
满热情！
陈老师祖籍东阳，讲话带着浓重的乡
音，一开始，很多同学听不懂他在讲些什
么，大家叫苦连天。好在陈老师学识渊博，
慢慢地，我们发现他的语文课是那么有趣，
引古喻今，侃侃而谈。令我印象深刻的是，
他上古文课总能带你走进意境中，仿佛与
古人在对话，特别轻松。到下课时，不但课
文也会背了，连每个词、每句话都会翻译
了，根本不用死记硬背。
与此同时，陈老师总让我们多看书。
“一个喜欢看书的人，语文不会差到哪里
去。”这句话他常常挂在嘴边。
陈老师也是我们班的班主任。平时，
他几乎把我们当成与他平起平坐的成年

﹃很幸运，遇见了您！﹄

郎利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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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富阳学院与老丁碰面的第一次就是
我刚开学迟到的那次，我印象特别深刻。一
进教室，没有喊报告，老丁盯着我，总感觉背
后有股凉嗖嗖的杀气，她气场很强大，人高
高的，
走路带风，
弄得我后面几天特别怕她。
可在开学后的每一天，我对她的印象发
生了变化，很多瞬间都被她暖到了，原来她
是个很细心的人，无微不至地关心着每一位
学生，在高三这重要的一年里，能不请假尽
量不请假，如果有学生哪里不舒服，她一定
会亲自跑出去买药回来。
她也会记得每个节日。在中秋节会给
我们买不同口味的月饼，在平安夜会给我们
准备苹果，在圣诞节则会给糖果惊喜我们。
记得那个腊八节，虽然没有腊八粥，但是她
给我们每个人一瓶黑米粥，
“不好意思，我不
会做腊八粥，大家将就下。”这可能就是其他
班的人说的别人家的班主任吧！
老丁虽然只教英语，但是她也时刻关注
着我们的学习状态，会协助语文、数学老师
给我们听写什么得，即使是她不懂的专业

课，她也会帮我们抄下错误率多的题目，然
后再打印出来让我们重新做。她一直鼓励
着我们前进，让我也有了许多动力，一直奋
起直追，
每次都提早返校。
在技能高考时，老丁在考场楼下面带微
笑看着我们进考场。 都说关键时刻掉链子，
我前两天偏偏患了重感冒，喉咙哑到声音都
发不出来，幸好吃了老丁给的润喉糖，心里
安心了许多。同时，她还拿来维 c 让我吃，说
晚上会睡得踏实一些。
高考结束的那一刻，我拉着她拍下了我
们的第一张合照，
拍得很匆忙。
在高考后的再一次见面应该是毕业典
礼了，她那天哭得泣不成声，也许是感动，也
许是舍不得，也许我们是她的关门弟子......
我们为她送了一面锦旗，她给我们颁发了一
份毕业证书。
我们和丁老师的故事很长，根本说不
完，
只能在心里记下点点滴滴。
最后，我只想说一句：很幸运，遇见了
您！

像迎接幸福一样接住了一颗糖
商霓
记得那年初一期中考试后的家长会，在
教室里的我如坐针毡，仿佛凳子上放满了钉
子。时间慢慢过去，家长会终于结束了，我
长舒了一口气。不经意向窗外望去，父亲疲
惫的身影出现在眼前，看到他抿唇不语的表
情，我的心被扎了一下难受。我知道，父亲
失望了。
我学习成绩一直不好，父亲原是满怀希
望，希望我在初中时有所改观，可是我还是
让他失望了。
正当我与父亲之间的“气温”降到“冰
点”时，您出现在我们面前，带着亲切的微
笑，让我如沐春风。这时父亲在对您诉说我
有多么懒，向您大倒苦水，足足过了一刻钟，
您却没有不耐烦，轻声细语地对他说其实我
并没有那么差，只是有许多优点没有发挥出
来，在她的语文课上就很不错。语毕，您伸
出右手，轻轻揉了揉我的头发。老师，您可
知道，只是一个您不经意的动作，在那一刻，

让我第一次有了被重视的感觉。时隔两年，
或许您早已忘记，可这件事却在我心上留下
了深深的烙印，那是我从升上初中以来，第
一次感受到了老师给予我的温暖，如同一束
温暖而又柔和的阳光，深深地照进了我的心
房，
照亮了我前方的路。
在书上看到过这样一句话：
“ 不论夜空
如何黑暗，总会有一颗北斗星守在原地，不
改 变 方 向 。”我 想 ，老 师 ，您 就 是 这 北 斗 星
吧。
记得有一次学校组织野炊，结束时，您
手上拿着游戏结束之后剩下的糖，大笑着抓
了一大把抛向空中，我站在那里，糖果就像
雨点一般落下来，伸出手，像接着幸福一样
接住了一颗糖，在那一刻，我觉得您并不同
于其他老师。
老师，您是夜空中的北斗星，明亮而亲
切；您是夜空中的月光，慈祥而纯洁；您是冬
日中的一抹阳光，
温暖而幸福。

我的启蒙老师何芝琴
陈其玉（达夫老邻居）

您就是那璀璨的烟花
华诺延 郁达夫中学文豪校区八（22）班
您是那天空刹那闪耀的烟花，却在我
心中留下了永远的芳华。
——题记
初次见您，是四年前的五月，我正坐在
学校十佳歌手的决赛舞台前，紧张地等待
着比赛的开始。局促不安间，一只手轻柔
地拍了下我的肩膀，我回过头去，看到的是
一张如花的笑靥：
“ 华 诺 延 ，等 下 好 好 唱
哦！老师给你加油。”那一瞬间，我的心里
仿佛拂过了一阵清风，整个世界都在那一
瞬间变得明朗起来。比赛时，我发挥得特
别出色，居然获得了一等奖。
在这之后，我偶尔会在学校里跟您相
遇，操场上，楼道间，艳阳下，阴雨里，您总
是微微地笑着，就像四月校园里盛开的樱
花。
没想到，六年级您成了我们的音乐老
师。在您的带领下，我们的课堂总是充满
着欢声笑语。您那百灵鸟般动听的歌声，
那弹奏钢琴时跳动的手指，都成了同学们
眼中美丽的风景。我们跟着您在音乐的世
界里尽情地徜徉，是您让我感受到音乐课
原来可以如此美妙。

不知不觉间，十一月的脚步悄悄地近
了，一年一度的合唱比赛又如约而至。您
又挑起了指导合唱团的重任。50 个队员，3
个声部，1 架钢琴，在您的引领下，开始了一
段声音的魔力之旅。
刚开始，3 个声部总是不够和谐，是您
不厌其烦地指导着我们，一个声部，一个声
部，一遍，又一遍。渐渐地，音符不再纷乱，
我们的声音也汇聚成了一条涓涓流淌的小
溪。比赛那天，您穿着一袭深紫色的礼服
出现在我们眼前，经过妆容修饰的您是那
么的美丽。您没有说话，只是微笑着对我
们点头示意。看到您眼神里的那份从容和
坚 定 ，我 们 的 心 里 便 有 了 战 胜 一 切 的 勇
气。璀璨的灯光下，我们随着您的指挥忘
情地唱着，那一刻，仿佛整个世界都沉浸在
我们的歌声里。
永远不会忘记，当我们一起捧起金色
的奖杯时，荡漾在您脸上满满的笑意。
王老师，在我心里，您就是那璀璨的烟
花，绽开，落下！虽然只是一瞬间的美丽，
但也曾照亮了我的世界。我知道，您只是
去了另一个世界歌唱，
从未曾远离......

我是七岁那年上的小学，因家境一般，
没上过幼儿园，所以我的启蒙教育是从小学
开始的。小学读的是富阳镇第一小学（现实
验小学），有幸分在了小（3）班——班主任是
何芝琴老师。
那时富阳镇一小的小（3）班，可是小有
名气的尖子班。在何老师的谆谆教导下，
出了不少才子：有博士后申屠雁明，有留美
学者陈共、乐靖，还有 79 届考入大学的韩
英、杜亚萌、俞平亚等等。我属于小（3）班
的“烂污生”，分在这个班，纯粹是幸运，因
为我儿时住在南门街，按现在说法叫学区
房，仅此而已。
小（3）班出人才，全是因为有一个好老
师，
我们的班主任、语文老师何芝琴。
不知何年，何老师从省城师范学院毕业
分配到富阳，教我们一届前，已带出了不少
的毕业生，也算是一小的资深教师了。教我
们时，她已是 3 个孩子的妈妈了，可她俊秀的
模样像个大姑娘，在我们的心中，她就像女
神那样美丽动人。她用流利的普通话教我
们识字，
从“啊喔哦”
字母学起……
我最喜欢听何老师在课堂上朗读课文，

字正腔圆，声情并茂，在我幼小的心灵中烙
下了深深的印记。有次班里组织小秋收活
动，老师布置了一篇作文，记得我写了篇《摘
橡子》，没想第二天早自修，何老师把我写的
作文在同学面前读了一遍，还表扬了我，着
实让我兴奋了好几天，上课也规矩多了。
“写
得好，会受到老师的表扬！”这个念头一直影
响着我，从此我喜欢阅读，喜欢朗诵，喜欢写
点随笔，
都是和老师的教诲分不开的。
可有件事，我觉得应该忏悔下。读小学
五年级时，不懂事的我们看到何老师时常带
着一个小板凳，叫她小女儿杨杨坐在教室
里，一边教学一边看管女儿，我们就把这事
向学校领导写了揭发材料：何老师不应该带
着孩子来讲课，小学不是幼儿园，绝不允许
以公带私……
这件事虽然过去了 50 多年，但每每谈及
此事，我会深深的自责自己，希望得到老师
的谅解！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现如今，何老师
80 多岁了，我们小（3）班的同学还时常去探
望她，偶尔一起相聚一下，郊游、吃饭，共叙
师生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