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年四季， 春夏秋冬， 每个季
节， 相信在每个人的心中都可能是
一首诗，一幅画，每个人都会有自己
独特的感受。秋天来了，在这个收获
的季节，伴随着秋日的阳光，微微的
秋风，潇潇的秋雨，一定牵扯出您绵
绵的思绪……

请拿起笔， 用心描摹属于您个
性感悟的秋天，与大家分享，让我们
伴随您优美的文字进入一个如诗如
画的秋季， 进入一个如诗如画的世
界，为之沉醉，为之沉思……

教师生活周刊
欢迎您的来稿

1.体裁：散文、诗歌、照片、绘画
2.字数要求：1500 字左右
3.投稿方式：稿件请发至邮箱

jssh@edumail.com.cn 邮件主题注
明“秋日私语征文”字样

4.截稿时间：2011 年 9 月 23 日

教师生活周刊
“秋日私语”

专 刊 征 文
今年的忙秋时节， 我回到了老家。 家人正在收花

生，那些粒大饱满的花生被整齐地码放在一起，而一些
粒小皮软的却被连棵扔掉了。 我觉得这样扔了也太可
惜了，家人笑着说：“花生果子长不足，水多易烂，晒干
后脱壳也出不了多少成米，算起来不够功夫钱。 再说，
生活好了，谁还在乎？ ”

其实，忙秋收花生、玉米、地瓜一直是我童年时代
最难忘怀的事。那时，正值人民公社化时期。秋收来临，
生产队的大喇叭就响开了， 队长扯着大嗓门喊：“社员
同志们请注意，秋收马上开始，各家各户都要准备好工
具，按时参加秋收。 ”大人们让铁匠打好镢锨，磨好镰
刀，备好一切所需家什，随时待命。 开始出工，大人们就
自带干粮，生产队负责送水，一天两顿吃在地里。 那一
阵子，每一个人都起早贪黑，从这块地赶到那块地，忙
忙碌碌，没有空闲。

忙秋最紧张的就数收花生。 一方面大家要赶着好
天气把花生全部收起来。 另一方面，生产队这时要加派
人手防止大家偷吃，更防止大家往衣兜里掖藏。 傍晚收
工时每个人的衣兜都要被搜一遍， 从没有人对此提出
抗议。 如果有人被搜出了兜里有花生米， 哪怕翻出一
粒，除了当面没收，还会扣掉当天的工分，更甚者，还要
在大喇叭里广播通报，让“偷”花生的人丢人现眼，抬不
起头来。

队里秋收结束后，大人们就让我们这些孩子去“捡
秋”，最多还是去捡花生。 捡花生要用二齿钩顺着花生
垄往前搂，幸运了，花生果子便从土里露出来，此时我
们就像挖到金元宝一样高兴。 捡到不成熟的花生也舍
不得扔，用手搓搓土就吃，一包水挺甜的。 半天下来，也
能捡上一两斤。 大人把捡来的花生晒干后放在一起，既
零碎着给我们解馋，也能够榨点油补贴家用。

一晃 40 多年过去了，生活变迁，一样的收花生，却
有不同光景。 仔细想来，收花生因此有了不同的意味，
过去收的是艰难的生存，今天收的是幸福的生活。

（作者单位系山东省莱芜职业技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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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一个时期， 多家媒体连续报道已故的
河北省广宗县第二中学校长梁建峰的模范事
迹，其中最令人感动的是他病倒在工作岗位，
英年早逝（年仅 38 岁）。 而追踪一下他短暂的
教育人生，就不难看出他不仅品德高尚，忠于
职守， 而且还是一位在教育教学领域勇于探
索，善于利用先进的教学手段，靠课堂教学改
革成长起来的业务型校长。

我初识梁建峰老师还是在十几年以前，当
时有两件事让我印象颇深。

一是陪领导视察学校时随意听了他的
一节“常态”数学课。 那节课的详细流程现在
已不记得了，但主要内容和课堂情景仍然历
历在目。 记得那是有关圆的面积计算的一节
课，他在课堂上列举了大量的有关圆面积计
算的实例，以加深学生对圆面积计算方面的
认知。 又因为他所任职的学区是广宗县最偏
远的农村（时任塘町学区副校长），所以他举
的例子全部源于农村生活。 印象最深的是那
个放羊的例子，即在一块儿狭长的玉米地间
隙里， 如何把一只羊用绳子拴在那里吃草 ，
既不能让羊吃掉玉米，又要让羊最大限度地
把杂草吃光，先是给出绳子的长度让孩子计
算面积 ， 之后又步量出周长让孩子计算面
积 ，还让孩子们计算出那个最佳固定点 （即
圆心）等等。 那时候，他所在的学校还没有多
媒体教室 ，只有一台老式的幻灯机 ，记得他
是一连出示了多个从网络上下载和他自制
的幻灯片，把孩子们导入情景的。 由于所举
例子和学生生活十分密切，再加上幻灯片的
直观性， 孩子的学习积极性异常的活跃、高
涨，其效果也是可想而知的。

再就是到他的办公室开座谈会 ，竟然看
到近十位教师一边说着话一边在自觉地排
着队 ，并且从屋里一直排到院子里 ，我们当
时都感到纳闷，不知道老师们在干什么。 梁
建峰校长好像看出了我们的心思，很不好意
思地说道 ： “他们在我的微机上下载资料
呢！ ”随后他又说：“我们农村学校只有用这
个法儿获取教学资料了 ， 别的招儿都不管
用 。 ”后来我们才知道 ，鉴于当时的客观条
件，这个乡镇中心学校的教师用微机只有这
一台。 为了充分发挥这一台微机的效益，梁
建锋老师可谓煞费苦心，动用他仅有的那点
儿职权和人脉 ，将其 “武装到了牙齿 ”，既利
用电话线上网，又购买了打印机。 并且在学
校全天候开放 ，供老师们查阅资料 ，下载资
料。 这在十几年以前的偏僻农村学校是少有
的现象，因为那时候信息技术在学校普及利
用率还很低。

据了解，在广宗县乃至周边县区，梁建峰
同志是最早使用微机的， 在他担任该学区副
校长期间，率先以信息技术应用为抓手，在 20
多所农村学校大力开展各种不同形式的教学
改革，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大大缩小了城乡之
间的教育差距， 在较短的时间内使该学区的
教学成绩跃居全县首位。

梁建峰老师本人也得益于信息技术的应
用，业务成绩提高很快。早在 1991 年他就从广
宗县最偏僻的学区脱颖而出，获得全县青年教
师优质课评比数学一等奖。 后来又当选为邢
台市首届十佳园丁， 一直到 “邢台市首届名
师”、“全国优秀教师”等……

远 方
□ 焦照锋

喜欢旅行，尤其是喜欢一个人背上行囊，在一个漆
黑的午夜，匆匆穿过熟悉的城市，默默地随着人流登上
列车，然后朝陌生的远方出发。 身边的人和物，因为熟
视而无睹，更谈不上引起心灵的震撼了。而外出旅行则
不然，五步一景，十步一物，每行走一步都有新鲜的感
觉在等待着你，这种看见新鲜事物的刺激感，会让自己
感到莫名的兴奋，让每一次出发都成为美妙的开始。

坐上列车，和陌生的人面对面，肩并肩，相互打探
一下来自何方，去向哪里。陌生的人也会很快聊得热火
朝天，天南海北的故事，古往今来的见闻，发牢骚，说笑
话，指点江山，说的人高一声低一声，听的人有一搭无
一搭，这样的情趣确实也是别有风味的。或者干脆冥然
独坐，手托着腮，看电影一般看窗外的景物，“呼”地来
临，又“唰”地逝去。 大地上的植物四季变化，或婉约秀

丽，或郁郁葱葱，或袅娜婆娑，或粗犷豪放，每一个季
节，每一个地方，都各不相同。看着这些，你可能会想谁
住在这沿途如画的风景里， 他们又是如何静静地过他
们的日子？这样的遐思有时会漫无边际，匆匆闪过的风
景有时也会记忆不清，但看着一个个熟悉的地名，心中
涌起“我来过这里”的快感和惬意，会成为旅途中最美
妙的感觉之一。

行走在陌生的城市，看着他乡的云彩，听着不同的
口音，这时候，你会感觉你已经到了一个新的地方，自己
也成了外乡人。 在城市的一些角落，历史的书卷在眼前
舒展开来，一点点地去印证，你会发现现实有时比印记
要美丽得多，要真实得多。 这时你会有一种想把脚步停
留下来，且前方有一盏灯为你而打开的幻想，但街道上
车水马龙却没有自己的一辆，满街的高楼大厦却没有自

己的一间， 淡淡的忧郁会让人在品读羁旅之苦的同时，
又忽而想起远方的那个家，家中灯下坐着的那个人。

假如在陌生的城市，有一些熟悉的知心朋友，那是
再好不过的事情了。看过了城市的风景，酒店里或大排
档上一坐，或三五个人，或八九个人，美酒佳肴，推杯换
盏，豪放中不失细腻，随意里不乏真情。围绕着篝火，边
吃着烤熟的羊肉，边跟着牧歌的节拍欢快地舞蹈，那又
是另外一种风格和享受了。

窃以为，旅行就是到千里之外去看风景。千里之外
的风景吸引着我， 这里的风景对千里之外的人又何尝
不是一种诱惑呢？想到这里，不禁对我身边熟悉的景致
细细打量起来，以便琢磨出其中的味道，将来好款待千
里之外的人们。

（作者单位系山东省平原县第一中学）

驴友坊驴友坊

我和夫人都是教师，平时工作都很忙，夫人在小学，
除了教学，还要写作，更是辛苦，我平时就喜欢下厨房做
点好吃的犒劳她。 不会做的菜我就上网搜一下做法，然
后加上自己的创新，夫人经常笑我是“百度美食家”。

蜜汁红烧肉
觅得一制作红烧肉的“祖传秘方”，上网一查，做法

确实和别家不同，网上是先大火后小火，这秘方是反弹
琵琶———倒着来，有点意思。 我学着做做吧。

首先，把带皮的五花肉洗净，普通的五花肉亦可，然
后切成小四方块， 放开水里焯一下备用。 准备好香葱，
姜，红糖，料酒，酱油，蜂蜜，味精等佐料。

先往锅里少放一点花生油（本身五花肉就肥 ），然
后把葱姜放入锅中 ，煸炒出香味 ，放肉 ，再放点料酒 ，
多放点酱油（为了着色），最后，倒入适量的水，水要盖
住肉块。 小火慢慢地炖，满室的肉香四溢，直到肉块能
插进筷子为止。 这时再加入多一点红糖，少一点食盐
和味精，还要淋上一两汤匙的蜂蜜 ，加盖猛火滚开，直
至鲜肉裹上金黄鲜亮的外衣， 等五花肉软烂酥糯时，
继续大火收浓汤汁， 一锅香喷喷的红烧肉就做成了。
那香味慢慢在屋子里散开 ，绝对可以用 “三日绕梁不
绝 ”来形容 ，再往上面撒些绿色的香葱和开胃的辣椒
末，那味道可称得上是人间第一。

红烧肉吃到嘴里嫩嫩的，滑滑的，油而不腻，咸中带
甜，带皮的肉块晶莹剔透，很有劲道和嚼头，夫人边吃边
给我戴顶高帽：“老公你真是咱家的超级大厨，今天的蜜
汁红烧肉太好吃了！ ”

榴莲核靓汤
夫人喜食榴莲。 我就去超市挑了一个十多斤的榴

莲，让她吃个够。
挺大个的榴莲取出果肉吃了， 剩下的壳和核就占

一多半分量，我觉得有些可惜。 在百度一查，榴莲竟然
全身都是宝，特别是榴莲核可以做汤，清热败火呢。 于
是，我这个“百度美食家”就决定为夫人再做一道榴莲
核靓汤。

等夫人对着榴莲肉大快朵颐后，我就用刀将榴莲壳
上的白瓤割下来，切成块。将榴莲核剥去外皮后，切成四
瓣。 煮沸瓦煲里的清水，放入榴莲白瓤、榴莲核，大火煮
20 分钟，转小火煲一个小时。 榴莲白瓤久煮之后淀粉质
融化，使汤变得浓厚，榴莲核口感软糯像芋头，也像栗
子，汤味清甜爽口。 有清补益气、滋润养阴的功效。 特别
是夫人嗓子不好，出锅前加点蜂蜜有润肺的特效。 网上
说榴莲核有补肾、健脾的作用，看来这鲜美清润的榴莲
核汤是很好的清补靓汤呢。

（作者单位系山东省威海市工业技术学校）

我是百度美食家
□ 黄福海

私房菜私房菜

往 事往 事

收花生
□ 师承瑞 “我是教师我的歌”参评作品选登

走过那泥泞坎坷
飒爽在新课改路上
春风用鲜花告诉我
前程多么辉煌
课堂上激情飞扬
用大爱播种希望
合作探究的乐园
笑声多么爽朗

走过了迷茫彷徨
阔步在新课改路上
百灵用歌声告诉我
胜利就在前方
课堂外八仙过海
为梦想扬帆远航
生龙活虎的校园
天高任鸟飞翔

新课改路上，豪情万丈
开拓创新哟激流勇进
前途无量
新课改路上，神采飞扬
无悔青春为民族复兴
插上翅膀
无悔青春为民族复兴
插上翅膀

（作者单位系四川省古
蔺县蔺阳中学）

我愿做山泉把你干渴的心田灌溉，
我愿做炉火温暖你寒冬的胸怀，
我愿做烛光把你灵魂的火苗点亮，
我愿做星辰指引你生命的未来。

一生的清贫任由命运安排，
艰辛的岁月多少寂寞悲哀，
脸上的笑容总是含着苦涩，

心灵的崇高总是那么无奈。

为什么仍要坚守？
为什么不忍离开？
你问我脚下的黄土，
你问我身上的血脉，
你问我眼中的热泪心头的爱。
（作者单位系广西省南宁二中）

山村教师 □ 张俊秋新课改路上
□ 王光佑

鉴于老师们的参与积极性很高，本报“我是教师我的歌”征集活动
继续征集。

活动主旨：推出代表新生代教师风貌、风格多样、时代感强、易于传
唱的优秀新歌。

活动主题：征集反映新教师生活、新教师理念、新教师心声的歌曲。
演唱风格要求时尚，适合时代特征。

作品要求：
1. 歌词主题健康、风格鲜明，旋律优美、易于传唱。
2. 歌曲形式、体裁、风格不限，独唱、重唱、表演唱、合唱等均可。
3. 歌词和曲谱可分别提交，也可同时提交。 如条件许可，欢迎随寄

适合在电台及网站媒体上播出的用应征歌曲编辑的录音制品 (磁带、
CD、MD 均可，须注明演唱者姓名、身份)。

投稿方式：
1. 参加者可以通过邮寄或网络两种方式之一提交完整的歌词或曲

谱，参加赛歌的教师需附上演唱录音作品。
投稿邮箱：xiecj@edumail.com.cn
投稿地址：北京市海淀区文慧园北路 10 号中国教师报
邮 编：100082
咨询电话：010-82296732
2. 应征作品不予退稿，请作者自留底稿。

拍 客拍 客拍 客拍 客

快乐童年
王立兵/摄

就是不让你上树 王立兵/摄

我给老师画笑脸 程学虎/摄

经典老游戏，孩子新喜欢
黄子超/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