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光影·教育梦 爱生活，爱影视。 你在看什么电影与电视剧？ 它们是
否触动了你的心灵？ 欢迎来稿解读电影、电视、戏剧背后的教育秘密。 1500
字以内。

◎“吃货”教师 食色，性也。 老师们，你所在的地方，是否有独具特色
的小吃？你行走过的城市，是否有令人垂涎三尺的美食？欢迎来稿（照片）分
享你的“吃货”经历。 800 字以内。

◎教育小小说 或针砭教育领域的时弊，或反映校园里美好的师生与
同学之情， 或展现学校里的逸闻趣事， 欢迎以小小说的形式为我们投稿。
1200 字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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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甫至，女儿便神秘地问我，母亲节有什么愿望？ 小姑娘一番欢天
喜地的询问，倒让我记起母亲节要到了，而我似乎从来没有给母亲送过节
日礼物。

我出生在一个贫穷的地方，父母都是地道的农民，平常连过生日的习惯
都没有，又怎会理会这些“洋节日”？ 但如今一想到母亲满头白发，我突然想
赶赶时髦，也给母亲送一份礼物。

只是，该送什么好呢？平日里跟母亲打电话，问及母亲所需物品，她总说
这个我有，那个我不需要。 记得几年前，我回家给母亲带回一件羊毛呢子大
衣，母亲高兴地摩挲着领子上的羊毛，一面啧啧称奇：“真细真软！”一面又心
疼不已：“这好衣裳要花不少钱吧？”后来听哥说，这件衣服母亲只穿了一次。
我打电话去问，母亲却说：“我成天田里灶台忙活，不愿糟蹋这么好的衣服！”
这几年，我每每给母亲买衣服，母亲总说穿不了那么好、那么多。

女儿提议，要不我们送巧克力吧。我摇摇头。年前我往家寄年货，顺便寄
了几盒巧克力和进口饼干，想让母亲开开“洋荤”，这些可是她老人家从未吃
过的东西。 谁曾想，母亲一样没舍得吃，巧克力和饼干全进了小侄子的嘴。

我着实被难住了。 每次给母亲带东西，当着我的面，母亲总要表现出极
高兴的样子，但节俭惯了的她一转身又心疼我挣钱不易，忧心不已。

正在发愁之时，父亲打来电话，着急地问我，这么多天没打电话回家，是
不是遇到事情了？ 有事可一定要跟我们讲啊，你妈天天念叨着你呢！ 父亲的
这通电话一下子激发了我的灵感———我决定要寄一份“幸福清单”给母亲。

“丈夫体贴顾家，一有时间还带着全家去看电影逛公园；女儿乖巧懂事，常
常帮我做家务，昨天还帮我捶背呢；婆婆待我就像女儿，家务活都不要我动手，
今天早上还给我买了豆腐花；工作一点都不累，假期挺多的……”我在信纸里絮
絮叨叨地向母亲罗列我的生活状态，那些字一个挨着一个，甜甜蜜蜜地宣扬着
一个远嫁女的小幸福。

一个星期后，哥告诉我：“你的信收到了，妈看得眉开眼笑。 ”我闭上眼，
眼前浮现母亲读信的样子，面含微笑，双眉舒展，像一朵绽放的百合，我从她
的笑容里读出了放心与开心。是啊，母亲什么也不需要，对她来说，最需要的
就是儿女幸福平安！ （作者单位系广东省中山市云衢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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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课题

小学数学、中学数学、中学物理、中学化学、中学生物、中学地

理等学科的国外教材比较研究。

二、招收条件

具有博士学位；年龄40周岁以下；具有申报课题相关专业背景。

欢迎您登陆人教社官网查阅招聘简章的详细要求，并于6月

15日前将有关材料发给我们。

三、联系方式

联 系 人：战老师

咨询电话：010-58758063

电子邮箱：zhaopin@pep.com.cn

网 址：http：/ /www.pep.com.cn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17号院1号楼

人民教育出版社人力资源部

邮政编码：100081

博士后科研工作站招生

五月，母亲节如期而至。岁月流逝，从前满心牵挂我

们的母亲，如今也渐渐成为我们心头的牵挂。当我们想起

母亲不厌其烦的叮咛，蓦然转身的背影，逐渐老去的容

颜，才知道，那些记忆都已嵌入生命之中，不可磨灭。

身体发肤，受之父母。
谁是你人生的第一位老师？
一个人的一生，受母亲的影响有多大？

“人人都是平等的”
小时候，曾祖母做寿。一位帮厨的农村姨

娘有两个儿子，跟我们小孩子坐一桌。他们样
子土气，衣服皱巴。堂兄表姐们穿着崭新的衣
服，看着他们，满脸嫌弃。看到哥哥姐姐这样，
我也有意把凳子挪得离他们远一点。

母亲看到后 ，把我拉到一边说 ，你是
妈妈的孩子 ，人家也是妈妈的孩子 ，人人
都是平等的，为什么要看不起人家？ 你如
果这样，就不是妈妈的孩子。

后来我主动和他们坐一起， 也不管哥
和姐的眼神。我们吃得很开心。他们还掏出
口袋里的豌豆给我吃，我们成了好朋友。

“人人都是平等的”，母亲一直告诫我
这句话。 无论城乡贫富，无论职务地位，大
家在人格上是平等的。

十多年后 ， 我从乡镇政府被借调到
市直部门工作 。 这一年 ，“非典 ”流行 ，人
人惶恐 。 我所在的机关大院开始分发预
防药 。 发药人员告诉我 ，药品少 ，大院里
除正式人员外 ，借用人员都没有药 。

我惊愕了。 在面对可能遭受的生命威
胁下，原来人和人之间是不一样的，是有贵
贱的。 那一刻，我的念头是，我绝不调进这
个大院，即使它让许多人向往，即使部门已
为我筹办手续。我想，一个连最起码的人文
关怀精神都匮乏的地方，让我看不到方向。

此后十年，我在不同的岗位工作，心中
却始终有个念想，那就是母亲教给我的“平
等”。 平等地对待每一个人，用平常心对待
每一个人，让人人感受到人格上的平等。

我和团队同事成为朋友，工作有从属，但
是我们有精神上的平等；我和上访群众成为朋
友，接访有纷争，但是我们有情感上的平等。

几年前， 从我当年工作过的乡镇来了
一位村民，他家里很贫寒，常常被别人看不
起。 而我却曾在他家吃过豆瓣酱拌饭。

他说，真心感谢你一直把我当朋友。他
走之前，送给我一罐自家腌制的酱菜。那个
时候， 我突然想到了多年前坐在一桌的两
个小伙伴，手上一把豌豆，眼里满是真诚。

“让人人得到尊重”

上初中时，我去同学家玩。 母亲说，你
离开别人家时，一定要到厨房里去，跟那个
忙碌的人说声谢谢。

我问为什么。 母亲说，厨房里的那个人，
在你们去之前，要买菜、做饭，在你们吃完饭
看电视时，又要忙着洗碗，她是最容易被你们

忽视的，但她的劳动却最该受到你们尊重。
“让人人得到尊重”，这句话母亲没有直

说，但我能够理解她的意思。
从市直部门出来后，我到了省教育厅，

其中负责的一项工作， 是对全省新教师进
行岗前培训。在培训晚会上，学员们编排了
一个关于春耕的舞蹈。

20 多个女学员用欢快的舞姿表现着
播种的繁忙景象。为了烘托气氛，大伙儿还
用纸糊了一头牛当道具。 两个小伙子钻进
牛肚子，搭着肩、弯着腰，让牛摇头晃脑，配
合舞蹈。

演出结束时， 女老师们在热烈的掌声
中，挥手谢幕，台下的 2000 多名观众也准
备离场。我留住大家说，今天最应该得到肯
定的，还有两名男学员，他们没有露面，却
一直在默默地表演。 请大家用最热烈的掌
声，向他们致意！

这两名男学员从牛肚子里钻出来，红
着脸， 喘着气， 看着台下全体起立鼓掌的
人，腼腆而感动，用手不停地抹着脸，不知
抹掉的是汗水还是泪水。

我对这群即将踏上工作岗位的老师们
说， 我送给你们一句话，“既要关注台上的
明星，也要尊重幕后的英雄”。请大家记住，
我们即将从事的教育， 就是要让所有的学
生受到尊重，学会尊重,善于尊重。

“永远要与人为善”

上大学时， 有同学为奖学金的一点加
分跟我计较，我非常气愤,要去理论。

母亲知道后，给我讲了一件小事。说我
们家多年前搬家，结果因为实在太忙，到晚
上做饭时，才发现没有菜了。她只好到邻居
家去借鸡蛋，想对付着做蛋炒饭。邻家的老
婆婆去厨房拿鸡蛋，却一直没有出来。

母亲站在柴房旁，无意瞥见，老婆婆在
蛋筐里把鸡蛋拿在手里，比来比去，挑选着
最小的鸡蛋。

母亲问我， 你知道我是怎么去还鸡蛋
的？ 我想，母亲生性要强，一定是把更小的
鸡蛋还回去。

母亲笑着说，我去还鸡蛋前，也挑了半
天，不过是挑了最大的鸡蛋。母亲说这番话
时， 我能想象邻家婆婆看到这几个鸡蛋时

的感叹。
母亲说， 不管别人怎么对你， 你要记

住，永远要与人为善。 你跟别人计较，就是
在跟自己计较。 你要是还更小的鸡蛋，下次
岂不是只能借到鹌鹑蛋？ 以后邻居还怎么
相处？ 人心不是铁，都可以捂热；怨气即使
是冰，也可以化散。

“永远要与人为善”。 那年借鸡蛋的事发
生后，我们和邻居家渐渐好相处了。 邻家煮饺
子，总要给我们端一碗。邻家婆婆病了，我们也
热心地帮着照看。

这些年来，我始终记得这句话。 我在学
习和工作岗位上，被人误解过，猜疑过。 我
对自己说， 永远不要纠结于别人对你怎么
想，不管别人对你什么态度，你始终报之以
善。 善是一种无言的表达，善是一种无形的
力量，善可以化解，善也可以感染。

用一颗善良的心、包容的心、仁爱的心，去
对待自己，对待别人，对待工作，对待生活。 在
滔滔的岁月中，你会发现，一些事情曾经让你
斤斤计较、心烦意乱，当时似乎不可调和，但是
多年之后再回头来看，其实也就是几枚鸡蛋的
小事。

（作者单位系湖北省教育厅）

母亲是个热爱生活的人 。 父亲去世后 ，沉重
的生活压弯了她的脊背 ，直到我工作后 ，她的眉
眼间才常含笑意。 母亲爱花， 随我迁居金陵后 ，
把小院里栽种得姹紫嫣红。 再忙，一年中我都会
带她去两次玄武湖公园。 一次是盛春，赏满园鲜
花烂漫 ；一次是金秋时节 ，菊花正好 ，玄武湖的
菊展年年都留在我给母亲拍的照片上。 就这样 ，
直到母亲缠绵病榻。

那是一年艰难的日子 ，我四处延医 ，昼夜陪
伴。 母亲渐渐好了起来，但是出门却要依靠拐杖
了。 紧接着我结婚生子， 一边是繁忙的教学 ，一
边是繁重的家务 ， 生活与工作如两只疯狂的车
轮 ，让我无暇顾及其他 。 等到孩子大了 ，条件好
了，母亲却愈发衰老，出去一趟着实不易。

那年春天，母亲身体不佳，住进了医院办的老
年公寓，我每天两次探望陪伴。快过“五一”了，我发
现她常闷闷不乐，怎么也问不出缘故。 先生说带老
人出去转转吧，可 86 岁的母亲身体状况不佳，万一
有个闪失可怎么办？ 但看她常常不开心，我又无法
释怀。 矛盾纠结中，先生替我做了决定。

“五一”一早，我们把车开到楼下，上楼一看，
母亲早就穿得齐齐整整，坐在轮椅上等候了 。 先
生和护工把她抬到楼下。一路上老太太笑眯眯地
应答着大家的问询：老闺女接我出去玩呢！

车行平稳缓慢，我坐在后排，关注着母亲。行

到半程 ，母亲的脸上显现出难受的样子 ，她晕车
了。 看着先生一边小心开车 ，一边伸出手帮母亲
整理衣服 ，再看母亲略显苍白的面容 ，我心中难
受不已，很后悔带她出来。

终于到了莫愁湖公园 ， 在轮椅上安置好母
亲，我推着她沿着林荫路慢慢走。仲春时分，碧草
如丝，杨柳依依，临湖而行，轻风淡淡 。 时常有路
人送上微笑，或是善意的询问。

母亲渐渐舒缓 ，可面容依旧泛出颓唐 。 曾几
何时，我陪她赏菊，她还争着要背包，而今这场景
再也一去不返。我蹲在母亲膝前，抚着母亲的手，
修长细腻如旧，只是如今无力而微凉 。 母亲是真
的老了！ 抑制住酸涩，我逗着母亲看那些盛开的
花儿，直到那熟悉的笑容渐渐浮现，心才稍安。

转眼盛夏，母亲竟毫无征兆地离去了！ 此时我
才知道，时间无情，世事无常！ 每每想起母亲，似乎
胸臆间还有那么多要说的话，手中还有许多想为母
亲做的事。于是我才知道，我还有那么多的遗憾，今
生都无法弥补。 而那次出游，成了我陪母亲最后的
绝唱之行。 如今想来，伤怀之余万分庆幸。

孔子在《论语》中说：父母在，不远游 ，游必有
方。 我要说的是，父母在，一起游，游必快乐 。 因
为，等不及的是尽孝。

（作者单位系江苏省南京市栖霞区尧化门区
实验小学）

父母在，一起游

母亲教育学
□夏 风

幸福清单
□邓 琴

□王 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