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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人生因选择而幸福
如果说生命是一次旅行，那么选择

了教育，便承载着我们无数的感动和失
落。 因为选择了教育，我们可以在快乐
中行走，也会在失落中漫游；因为选择
了教育， 我们会在心灵的震颤中驻足，
也会约会失落；因为选择了教育，我们
会有凭栏听雨的情怀，也注定会有晓残
月的悲怆；因为选择了教育，我们既感
受了生活，也体会了人间冷暖，世间的
繁华；因为选择了教育，我们领略了菁
菁校园，朗朗书声，也体验到了心灵的
碰撞，人性的魅力。

时光总在不知不觉间， 偷偷的溜
走，转眼间，踏上讲台，身为人师已经好
几个春秋了。 一路走来，有泪水，也有欢
笑；有迷茫，也有收获。 从刚刚踏上讲台
之时的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到现在的
气定神闲，游刃有余。 个中滋味，冷暖自
知。 既品尝着苦涩与心酸，也承载着坚
韧与拼搏，既凝聚着执著与汗水，又洋
溢着奉献与收获。

回想起，2008 年， 我从师大英语语
言文学专业硕士毕业，满怀着对美好生
活的憧憬，盼望着时间快些走完七月和
八月，我就可以光荣地走上云南中医学
院的讲台，成为一名令人羡慕的大学老
师。 可是梦还未圆，却又接到了到怒江
支教的通知。 瞬间，一种无名的悲伤甚
至是失落，铺天盖地地席卷了我，把我
梦想和成为大学老师的喜悦， 撕得粉
碎。 尤其是到了丙中落中学以后，生活
比想象中要艰难许多。 吃菜要自己种，
喝水要到很远的地方去挑。 洗澡这个平
时我们不太会在意的事，也成了摆在我
面前的难题。 尤其是冬天，洗澡成了对
生命极限的挑战。 所谓洗澡，就是到楼
下，把水龙头开得最大，然后，迅速扒光
衣服，咬紧牙关，大声喊着“一二三”，冲
进冰冷的水中。 那种刺骨的痛与其说是
像鞭子一样打在身上，还不如说像是有
人在用刀子，一刀一刀地在我身上切割
……

我也许永远也不会忘记， 有一天，
星期二，下完课后，我一个人到丙中洛
的集市上，买了两斤肉拎着，掉了魂似
的往回赶。 因为天快黑了，各种当地关
于鬼怪的传说，如同放电影一样，在我
的大脑中，不停地出现。 突然间，从庄稼
地里，蹿出了一只大狗，尖叫着，凶猛地
向我扑来……更可恶的是，听到那只狗
的叫声后， 整个村子的狗都从四面八
方，向我围拢过来，把我包围起来，贪婪
地嘶叫着，眼睛里发出的绿光，像极了
一群恶狼。 我当时被吓坏了，情急之下，
我把手中的肉，投向了狗群。 也许是饿
急了，不到一分钟，它们把两斤肉，就吃
个精光。 也许是闻到了血腥味，抑或是
尝到了甜头，它们流着口水，慢慢地向
我靠近，把挤压进了，只有不到三米见

方的包围圈中， 我甚至可以
闻得到，狗嘴里吐着的腥臭。
那一刻， 我似乎也嗅到了死
亡的气息，但我却无从反抗，
甚至连反抗的勇气都没有。
时间就在这样的对峙中，悄
悄的溜走，渐渐地，太阳收起
了最后一丝光亮， 我也支持
不住，跌坐在地上，闭上了眼
睛……正当我无助中,等死的
时候，一个路人，解救了我，
把狗群赶跑， 坚持把我送到
了学校。 我扑到被子里，捂着
脸，放声大哭。 在那个时候，
我也有过迷茫， 也想过了退
缩，甚至也怀疑，这样的人生
究竟有没有意义。 但是，哭过
之后，我还是选择了坚守，为
了心中那个梦，那份执着。

生命是一条奔流不息的
河流，在短暂的历程中，我们
也许会遇到大浪， 也许会遭
遇暴风骤雨，也许我们所经历的困难和
痛楚会磨光我们身上的棱角，甚至会成
为我们追求梦想和幸福生活的障碍。 可
是，当我们勇敢地面对时，就会发现，那
些曾经的因难和痛楚会让我们生命的
河流，流得更宽、更远，更加清澈无比。

虽然很多的时候， 我也很苦恼，也
免不了会抱怨，会抱怨自己为什么不是
高富帅， 会苦恼自己为什么不是官二
代，有时候，我也会幻想着，第二天一觉
醒来，就变成万众瞩目的富二代。 但是，
做梦归做梦，幻想归幻想，我还是在心
底里庆幸我是一名教师！ 而且自认为是
一名快乐、幸福和自豪的教师！ 说到这
里，也许有人要问：作为一个老师，要钱
没钱，要权没权，你的快乐从何而来，你
的幸福，你的自豪又从何而来？

诚然，教师的职业是清贫的，在这
个物欲横流的社会里，论钱，我们拼不
过那些富二代，论权，我们比不过官二
代。 论物质享受，我们没有声色犬马，绿
红酒绿，但是我们有我们坚守的三尺讲
台，手中握有我们的三寸粉笔，我们也
能画出天地方圆，也能指点江山，激扬
文字，讲出人生哲理，这也许就是我们
孜孜以求的精神财富和心灵的寄托。 我
们拿的虽然是微薄的薪水，但是塑造的
却是灵魂， 描绘的是国家和民族的未
来。 塑造灵魂这一使命的神圣是金钱无
法衡量的。 虽然很清贫，但我们收获的
是桃李芬芳， 这不是最有价值的财富
吗？ 把花种在地里，收获的只是一季的
芳香，而把花种在心里，收获的却是一
世的芳香。 所以，我要说，我是为教育而
选择这神圣职业，我的人生是美丽无比
的，我是幸福的。

人生因平凡而伟大

说实话， 教师的职业是孤独寂寞
的，甚至也是艰辛的，多少个寂静的早
晨，当星星还在眨着眼睛的时候，很多
人已经在披星戴月，行色匆匆，从不同
的地方， 奔向同样来去匆匆的校车，风
雨兼程，生怕因错过校车，而耽误了教
学。 多少次夜阑人静的时候，当许多人
在灯红酒绿里，声色犬马的时候，我们
却在昏暗的灯下，认真的备课，批改作
业，当许多人在梦境里，流连忘返的时
候，我们却在为了科研，在大肆挥霍着
本来就已不健康的身体。

三尺讲台的岗位注定是平凡的，也
注定是孤独寂寞的，甚至注定了是艰辛
的。 但是我们的工作能让一颗颗幼小的
种子，长成参天大树；让一双双稚嫩的
肩膀，变成能肩挑国家和民族的重任的
栋梁之才。 这就需要我们付出，需要我
甘于忍受孤独和寂寞，甚至需要我们去
坚守，守望着这看似平凡的事业。 我们
所从事的教育工作，也许算不上是一种
职业，但是却算得上伟大的事业。 作为
一种谋生手段，收入确实不高，也许一
辈子也无法在城里买上一套房子，让父
母和老婆儿女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 如
果我们总是想着工资，比着条件，想必
大家都会跟我一样牢骚满腹。 但是，如
果我们把教育当成事业，用我们的热情
和爱心来构建我们的教育事业，也许就
会发现教育不是牺牲，而是享受；教育
不是谋生的手段，而是生活的本身。

六年的坚守，几多汗水，几多幸福，
几多付出，几多收获。 没有对教育事业
的热爱，哪有今天的桃李芬芳？ 今后，我
会依旧坚守着我的三尺讲台，守望着我
的幸福。 我的人生也因这平凡的事业，
平淡的生活而变得无比的自豪，无比的
幸福。

人生因执着而幸福
步入 21 世纪，无论我们情愿也好，

不情愿也罢，历史的车轮都无情地把我
们推进了信息时代，这对教师这一个传
统的职业和教师的角色提出了挑战。 在
信息时代，学生了解知识的途径更多元
化，无论是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水里游
的，还是天文地理这些知识，学生百度
一下就知道。 总体上形成了大事问百
度，小事问老师的格局。 在这样的大背
景下，要当老师，尤其是当个好老师，仅
凭原有的知识体系和满腔热血是不够
的。 在过去，我们经常听到有人说：“教
师要给学生一杯水，自己要有一桶水。 ”
可是，一觉醒来，我们突然就发现了，这
句话有多么的可笑和无知。 在信息时
代，“要给学生一杯水，教师自己就得一
条河， 有时得是一条江， 甚至是一片
海。 ”作为一名信息时代的老师，我们要
不断的构建自己的文化素养和道德素
养，要不断更新自己的知识储备，从教
中学，从学中教，做到教学相长。 要把教
学和科研紧密结合起来，站在一个新的
高度， 用发展的理念来看待我们的教
学， 并及时做好教学的总结和发思，找
到科研的切入点，做到教研相长。

在工作中，争取上好每一节课是我
一直以来奋斗的目标。 从走上讲台的那
一天起， 我一直告诫我要严格要求自
己，把每一堂课都当作是人生最后一堂
课来上， 努力把每一节课都上成精品
课，不留些许的遗憾。 通过这几年执着
和一如既往的付出，终于有了些许的回
报，我开的《大学英语语法》的选修课，
逐渐得到了大家的认可，身边多了一些
忠实追随者， 上课的教室也从 64 人的
小教室，搬到了能容纳 200 多人的阶梯

教室，再到后来，甚至出现了
学生在冬天，席地而坐，听语
法课的盛况。 这些东西，虽然
算不上什么成就，甚至还算不
上成绩，但对于我而言，却是
最大的回报，是对一个坚守者
的回报，是对一个守望者的回
报。

人生因执着而幸福，人生
幸福的真谛就在我们对人生
意义的执著追求里。 如果说人
生幸福是由一串串快乐构成
的，那么，对人生意义的执著
追求，就是那一根根串起快乐
的红线，一直延伸到我们生命
的尽头，甚至死后。 作为信息
时代的大学老师，我们不可否
认，我们要面临比以往更多的
压力，比如，科研压力，生存的
压力，职称的压力等等。 可我
们想过没有？ 这些压力，既是
对我现有生活的挑战，也是对

我们执着信念的考验。 面对压力，我们
抱怨是没有用的，退缩更没有用，因为，
该来的还是会来，该面对的，还得去面
对。 这些年，为了实现人生的梦想，我无
时不在为这份执着，而努力奋斗，虽然
算不上硕果累累， 却也有过春华秋实。
在 2011 年， 我出版了第一部语法专著
《实用英语语法》，这是我人生的新的起
点，但却不是也不可能是终点，因为生
活还在继续，各种压力也接踵而至。 因
为要还房贷，还要租房，娶妻生子，生活
变得更加拮据。 为了生存，我只好拼命
的上课，最多的一年，上过相近 1000 多
节课，尽管如此，生活还是过得捉襟见
肘。 对此，我有过失落，有过怀疑，甚至
体味到了一种挣扎的挫败感。 但是，我
还是执着地扛了下来。 生活转机，出现
在 2011 年下半年，有一天我接到了一个
出版社的约稿电话， 本来我不太感兴
趣， 但是听说有 23000 块钱的稿酬，说
实话我动心了，因为，这笔钱对我太重
要了，同时，似乎也比上课划算，我就接
了下来。 最终，出版了学术著作《实用英
语翻译研究》， 并所愿以偿地拿到了
23000 块的稿酬，对于大部分人而言，这
也许算不上什么大钱，但却是我工资之
外的第一桶金。 之后，日子也似乎否极
泰来。 我又陆续主编了《走进中国文
化》、《高等学校英语应用能力考试教
程》、《高职高专实用英语》、《大学英语
提高阶段教程》等教材，并主持了云南
省大学英语教改课题重点项目：《云南
非英语专业大学生英语写作偏误语料
库建设》， 在国内学术刊物上发表了十
余篇论文，并因此获得了 2011 年的红云
园丁奖，2013 年的伍达观奖， 部门年度
考核也评上了优秀， 甚至也买了车子，
娶了老婆，生了儿子。

人生因执着，而变得幸福，虽然这
些成绩没有为我带来鲜花和掌声，却让
我感受到了生命中的幸福，领略到人生
的价值，同时也是让我坚守下去，守望
着我的事业的理由。

人生，因仁爱而伟大
“有一种爱，叫无私；有一种爱，叫

关怀；有一种爱，刻画着伟大的灵魂；有
一种爱，歌咏着崇高的品质。 " 教师的爱
源于对学生的热爱与尊重。 教师易当，
当好难。 有时，教师的一句话，可以成就
一个学生，也可以毁掉一个学生。 一个
教师不但要把书较好，而且还要把人育
好。 新时代的教师难当，我们不仅要扮
演古代传道授业解惑的角色，也许我们
还要扮演“家长”、“朋友”、“保护者”、
“裁判”、“倾听者”、“同情者” 和“欣赏
者”等角色。

在教学实践过程中，我深深地明白
了教师这一职业的真正内涵，就是教师
的爱与责任。 要当好一名教师，不仅要
有广博的知识和较强的教育教学能力，
更为重要的是要用博爱之心去热爱学
生，不仅要爱得专心致志，而且要爱得
无私无畏！

“亲其师，而信其道。”学生会因为喜
欢一位老师而喜欢一门功课， 同样，也
可能因为讨厌一位老师而讨厌一门课。
这意味着教师要用发自内心的善良和
真诚去爱学生， 要有亲和力和感染力，
在课堂上，要快乐、热情和专注。 只有这
样，学生才会喜欢上我们的课，才会信
任我们，才会和我们交朋友，才会把我
们当作他们的自己人。

同时， 教师的爱应当从宽容开始，
要多一些善意的欣赏，少一些刻薄和挖
苦。 宽容是一种教育的智慧。 要学会宽
容，不仅要有勇气宽容学生的错误和过
失，也要有肚量来宽容学生暂时没有取
得优异的成绩。 在这里，我并不是要宣
扬对学生要迁就和放任， 我只是想说，
要严而有爱，要爱而从严。 只要我们心
中充满爱，善待每一个学生，做学生喜
欢的教师，师生双方才会有愉快的情感
体验，一个教师，只有当他受到学生喜
爱时，才能真正实现自己的最大价值。
作为一个教师，我既不想说教，更想做
出什么所谓的评价。 我只是在反思，像
我这样一个普通人， 在我的工作生涯
中，会不会因我自己的努力也改变了某
些人的人生道路？ 会不会因为我的一些
过失，让一些人偏离了人生的坐标？ 这
些，我都不得而知，但是我会一直在用
我的生命去寻找着这个问题的答案。 生
命在继续，爱也必将在继续。 人生因爱
而伟大。

一个青年教师的仁爱情怀

文 / 国际教育学院 黄兴亚

因为热爱奔跑，因为热爱那如同骄
阳般灿烂的红色跑道， 在这个盛夏里，
在这片绿茵场上，他们笑迎烈日，携手
并肩，他们就是云南中医学院田径队每
一位队员。 在 2014 年 8 月举行的云南
省第十四届运动会中，他们代表云南省
中医学院参加比赛并取得了三金一银
的好成绩。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 ”老人
们口中简单的一句谚语，见证了追梦人
始终如一的努力。 田径队原队长课俊
说，“坚持训练就是最好的准备”。 为了
这次的省运会，田径队的队员们暑假都
没有回家， 他们每天训练 6 个小时，上
下午各 3 个小时， 高强度的训练之下，
各种伤痛接踵而至。队员王柳惠说：“训
练刚开始还能坚持，但是到后来真的会
感觉累。 拥有漫长的暑假却无法回家，
每天面对着同样的场景同样的人，每天
机械的重复做同样的动作，一边训练一
边等待比赛的到来。 这次省运会的经
历，让我觉得刻骨铭心，在赛前准备中，
我也遇到过困难，退缩过，但是一看到

我们十五个小伙伴， 每一个都特别努
力，便觉得自己没有退缩的理由。 ”

为了这次运动会，很多队员放弃了
与家人团聚的时间，放弃了去医院实习
锻炼的机会，可是他们并不后悔，因为
在田径队得到了自己想要得到的品质：
坚持。 这也正印证了那句古话：“舍得，
有舍才有得”， 也许很多年后他们不会
从事体育运动这项职业，可是大学期间
在田径队里的这段经历却让自己受益
一生。面对田径队在省运会上取得三金
一银的好成绩，田径队的队员们一点也
不骄傲，反而显得心有不甘。 原队长课
俊说：“其实他们还可以表现得更好，但
是却没有完全发挥出来，对于他们自己
来说还是有一点小小的缺憾，但是欣慰
的是他们刷新了学校的记录。 ”

谈到训练中特别感动的事情，队员
们纷纷感谢自己的总教练，并且戏称他
为“丁总”。“为了让我们跟上营养，队里
买了锅天天炖肉吃，让我们找到家的感
觉。“每当一天辛苦的训练结束，我们会
互相给彼此做按摩，加油打气，互相鼓

励。 ”“每当有人比赛的时候，其他的队
员都会去比赛现场亲自观看，虽然那些
紧张和拼搏没法替代，但我们能做得就
是站在高高的地方，让队友能够一眼看
到自己是他背后最坚实的支柱。 ”这些
朴实无华的话语，我们感受到的是他们
彼此间心照不宣的默契和凝聚力，一支
冠军的队伍，需要同甘共苦的战友和惺
惺相惜的情义。

对于田径队以后的发展队员们也
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原队长课俊说：“责
任感很重要，后起之秀们把田径队发扬
光大是一件任重而道远的事情。 ”新队
长杨铭也谈到了田径队现在面临的窘
境：“由于大家对田径队的认知很少，绝
大部分人因为吃不了苦，坚持不下来而
离开了，所以队员较少。不过我们相信，
田径是一种热爱，是一种超越自我后的
满足与感动，战友是一种陪伴，是一路
互相扶持向前的手足，明白这些，就知
道在不远的将来，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加
入这支队伍。 ”

蓝天白云下，绿色草坪旁，红色跑道上，是一直向前奔跑的身影，不避风雨骄阳。 命运从不轻易给谁青睐，欲
戴王冠必承其重，鲜花和掌声的背后是默默的付出，一支冠军的队伍，需要铿锵的毅力和无尽的努力。

路在脚下，
梦在前方

———采访校田径队

（本报记者 马杨杨 左笑菲 李丽璇 钱鹏旭）

杨希 ＃ 贴心巴士进校园 ＃ 贴心巴士
进校园是一个极好的事儿， 后宫小主
时间闲乏时，大可乘车出去逛逛，那一
簇一簇的小花儿随风摇曳身姿， 煞是
可爱， 这一团一团墨绿像翡翠一样的
是榕树吧？ 还有那里，一片雾遮着眼，
让人看不清楚， 隐约只见那黄白相间
中，一撮绿色地兀迎面而来，神来之手
一般，一卷一折，只叫人看得是心中涟
漪激荡…于是只能说，老板，我坐校园
巴士来的， 快点给我搞两个煎饼果子
带走，不要放葱。

the onion # 贴心巴士进校园 #�贴心巴
士萌萌哒外形，灰常吸引眼球，当我还
在纠结去地铁站应该走路还是坐黑车
的时候，小巴士出现了，坐上贴心小巴
士，真有不一样的感觉，妈妈再也不用
担心我去地铁站打不到车了。

渊鱼 # 贴心巴士进校园 ＃ 以前还挺
羡慕那些有校园巴士的学校， 因为这
对于我们这些不熟悉周边环境的新同
学来说是巨大的便利。 现在我们的大
云中终于也有自己的巴士了！ 麻麻再
也不用担心我坐黑车了！

马 大 咩 # 贴心巴士进校园 #�校园巴
士建起来， 老师同学乐开怀； 校园巴
士开进来， 黑车出行说拜拜； 校园巴
士走出去， 安全省钱放心嗨！

在不确定的世界 # 贴心巴士进校园 #
还记得一个月前， 宿委会同学辛苦的
来访宿舍， 告知每一个同学公交进校
园的消息， 当时记得好多人都不大理
睬。 时间过得真快，这周校园公交就开
始运行了，好兴奋的。真的意识到:一切

伟大的行动和思想， 都有一个微不足
道的开始。

邓小框 # 贴心巴士进校园 # 不必出校
就能坐上直达地铁站的车， 贴心巴士
为师生出行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那么
问题来了， 可否开通宿舍到教学楼的
专线呢？

左左 # 贴心巴士进校园 # 看到巴士进
校园消息的时候激动的我觉都睡不
好，终于盼星星盼月亮的见到巴士车，
那叫一个开心，以后进城分分钟的事。

灰尘 # 贴心巴士进校园 # 感觉从学校
到地铁站方便了很多， 就是听说回来
的话在联大街站那里很难等到。

西蒙妮 bcy�# 贴心巴士进校园 # 自从

170 专停运和 909 路公交车改线后，从
学校进城多少有些麻烦， 有了贴心巴
士我们就可以从学校直通地铁站，出
行方便快捷了不少。

王仁波 # 贴心巴士进校园 # 作为 2014
级的新生，自从来了呈贡，“鬼城”这个
词就走入我们的生活。 但是爱心巴士
的入校将会慢慢改变我们的出行方
式，方便我们的生活。 相信我们学校周
围一定会更热闹，“鬼城” 这个词将会
成为历史。

蒲公英的半海 # 贴心巴士进校园 # 真
的是很贴心， 在宿舍楼下就可以坐车
了， 再也不用担心出门坐车的安全问
题了， 而且还可以节省大量等车的时
间。 感谢学校，感谢昆明公交公司。

今天天气好晴
朗， 适合出门晒太
阳， 更何况公交车
都开到宿舍楼下了
还有什么能阻止我
们出去 happy~ 终
于结束了抢座踩脚
等不到车的日子，
开始说走就走的
“公车”旅行。 从五
行广场到远志楼一
路向北， 挥手即停
的打车待遇， 办卡
后九折优惠的平价
享受， 你觉得校园
巴士贴心吗? 快来
说说你的想法吧!

微话题讨论： # 贴心巴士进校园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