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的老师

广信区第七中学八（35）班 倪可涵

今天， 我看了一部电影———

《一生只为一事来》， 它使我感触

颇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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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芳华正茂

的支老师不顾家人反对， 远离舒

适温暖的家，来到了海拔近千米、

道路不通的泥阳小学， 面对艰难

困苦，永不放弃，甘当孩子们成长

路上的“蜡烛”。

刚到此地， 支老师就被大山

深处难以想象的艰苦条件深深地

震撼到了， 但是怀揣着教育理想

的她并没有退缩，她时刻记着“我

们不是因为看到了希望才去坚

持，而是我们坚持了，才有希望！ ”

这句话。

农忙时期， 孩子们被父母拉

到了田地里去帮忙做农活， 耽误

了学习，支老师见状，便挨家挨户

地去劝解家长， 讲解教育的时间

性和重要性， 即使她说得口干舌

燥，即使她的双脚都磨出了水泡，

她也不停下自己去往下一个孩子

家的脚步。 功夫不负有心人，家长

们终于被支老师的赤诚之心打动

了， 孩子们得以继续回到课堂接

受教育。 但孩子们心里有些怀疑，

他们不相信从城里来的支老师会

真心地待他们， 也不相信支老师

会为了他们甘愿留在艰苦的乡

村， 他们宁愿相信支老师会像其

他老师一样，受不了苦，很快就会

回到他们的大城市里。 于是，他们

在课桌上放蚂蟥吓唬老师， 或者

把老师最喜欢的红本子偷偷拿去

丢掉， 或者根本不认真听老师上

课。 支老师看在眼里，却不责怪他

们而是更加认真、 踏实地上好每

一节课。

支老师在讲授《小马过河》这

一课时， 为了让孩子们有更深刻

的体会， 于是带着孩子们实地过

河。 可意外发生了，一名学生不慎

落入水中，支老师见状，奋不顾身

下水施救，孩子被救上了岸，而她

却被无情的大水冲走了。 在这千

钧一发之际， 一只英勇的小狗跳

入水中，死死咬住支老师的衣服，

将她拖上了岸，支老师得救了。

看了这部电影之后， 我感受

到了支老师把所有的爱都给了这

个乡村里的孩子们， 无私奉献自

己的青春。 而我的老师不也是支

老师吗？ 他们甘愿守着清贫，面对

艰难困苦， 甚至牺牲了自己个人

的时间， 疏于照顾自己的家和孩

子，来照顾我们，我想对你们说：

“老师，您辛苦了！谢谢您，老师！”

（指导老师 叶夏宁）

如果将华夏比作一个皇冠，

那中国传统文化就是皇冠上最耀

眼的星星。

从前的君主， 身旁总跟着一

个史官。 他们把君主或大臣身上

发生的事情记载下来。 君主都希

望自己流芳千古， 可真正流芳千

古的却是那些遗留下来的史书。

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最

古老的应该是中国的文字了吧。

汉字是至今仍“活着”的最古老的

一种文字， 也是世界上使用人数

最多的一种文字， 是中华文明起

源的重要标志， 书写了灿烂的中

华文明， 承载了华夏文化的悠久

历史。 汉字分为甲骨文、金文、大

篆、小篆、隶书、草书、行书、楷书

八种。 王羲之的《兰亭集序》被誉

为天下第一行书。 人类古老的传

统文化，通过墨黑的笔尖，苍劲地

写在雪白的宣纸上， 经受着岁月

的磨砺流传下来， 难道不是流芳

千古吗？

“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

悲画扇。 等闲变却故人心，却道故

人心易变。 ”中国传统文化可不只

是汉字， 还有汉字组成的诗词歌

赋。 从“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

自苦寒来”中领略坚持，从“出淤

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体会

清纯，从“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

东西南北风”中学会坚忍。 中国的

文人墨客为了跟随潮流也留下了

不少墨宝。 在“采菊东篱下，悠然

见南山”中体会陶渊明的超然，在

“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

俱欢颜”中领略杜甫的忧国忧民，

在“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

难忘”中感受苏轼的深情。 文人墨

客的感情，通过汉字组成的凄美、

精致的诗词，流传至今，为人们吟

咏至今，难道不是流芳千古吗？

中式婚礼的风格也是独树一

帜的， 新娘的喜服都是自己亲手

制作，自己织布 ，一针一线地绣

上自己喜爱的图案。 喜庆的红色，

将新娘衬得肤白如雪。 穿着自己

缝制的喜服，头上戴着凤冠，盖上

红盖头，坐上大花轿，中国的婚礼

是特别注重仪式的， 仪式的完整

会让人感觉到幸福。 古老的丝织

文化， 被人们一针一线地绣在大

红的喜服上，见证人们的幸福，难

道不是流芳千古吗？

中国的传统文化也包括中

药。 中药有许多好听的名字，如儿

茶、丁香、川穹、玉竹、艾叶、甘草、

龙葵、白芷、白薇、半夏……洪皓

还写过一首《集药名次韵》：“独活

他乡已九秋，肠肝续断更刚留；遥

知母老相思子， 没药医治尽白

头。 ”他十分绝妙地将知母、相思

子、独活、续断、没药、白头嵌入诗

中，表达了他对母亲的思念。“芍

药当归，陌上新桑；药香袅袅，风

过流香。 ”思念交融于药香之中，

溯时光之河，穿越至今，难道不是

流芳千古吗？

“色白花青的锦鲤，跃然于碗

底……”这首《青花瓷》相信大部

分人都耳熟能详， 青花瓷也是我

国传统文化的优秀代表之一。 制

作青花瓷的过程是十分严格的，

要想烧好瓷器，首先要做好胚。 做

胚要经过揉泥、做胚、印胚、利胚、

荡里釉、画胚……才可以成为一个

好胚。 其次就是焚烧，焚烧时的火

候也是十分严格的，一点偏差可能

导致胚成为废品。 景德镇作为我国

的瓷器之都， 更是不能松懈半分。

古老的烧窑技术，通过师傅们的妙

笔点缀，演变成如今精致漂亮的瓷

器，难道不是流芳千古吗？

骆驼刺能够在恶劣的沙漠中

生存，凭借的是它庞大的根系。 树

没有根就不能活，人也一样，如果

没有养料，也会活不下去。 那中华

文化的根是什么呢？ 我认为中华

文化的根源并不是指那些单独

的、被分离出来的文化，而是它们

本身，谁也离不开谁。

中华传统文化， 是我们先辈

传承下来的丰厚遗产， 是我们中

华民族的文化之源， 也是我们中

华民族的根与魂。 它离我们并不

遥远，在现实生活的强劲脉搏里，

我们时时刻刻都能感受到它的存

在。 我们要传承中国传统文化，保

护我们中华民族得以立足的根。

（指导老师 詹仲贤）

《一生只为一事来》观后感

广丰区桐畈小学俞宅完小六（1）班 吴咏琪

华夏之星，流芳千古

婺源县紫阳中学高二（2）班 程嘉敏

秋舞，蝉音，落花成冢，一指

烟凉， 所有的风景， 最终都将枯

萎。

叶落，花残，锁于清秋，繁华

一梦，所有的故事，最终都会流落

于岁月烟尘。

风吹，云散，独倚清秋，月满

西楼，那些过去了的，最终都化为

亲切的怀念……

观星夜，忆起往事种种，那年

的微笑，至今无法忘怀。 记得当时

六年级，我参加演讲比赛，在您的

指导下，我杀入了总决赛，可越到

最后， 一向比赛镇定从容的我在

练习时竟有了些慌张， 早已烂熟

于心的读稿也屡屡出错。 我更加

慌张了，万一比赛时忘词怎么办？

表现不到位怎么办？ 可是，好不容

易冲进总决赛， 又怎么能辜负老

师的期望， 又怎么对得起这些天

的汗水与努力？

老师也发觉出我的慌张，练

习时只是对我皱了皱眉， 什么也

没有说，然后若有所思地离开了。

第二天，我正在为比赛发愁时，老

师突然叫我去办公室， 我紧张极

了，心中不断揣测老师的想法。 刚

走进办公室， 和蔼的目光望向了

我，未等我开口，老师便道：“快比

赛了， 老师想与你谈谈自己的感

受。 ”“嗯。 ”“老师想问问你，你演

讲是为了什么？ ”平缓的语气悦耳

动听。“当然是喜欢，可以锻炼自

己啊！”我毫不犹豫地答道。“既然

是爱好， 为什么你会紧张？ ”“嗯

……因为……我怕辜负老师的期

望，怕没拿奖……”我支支吾吾地

说。“倘若你用希望拿奖替代你的

喜欢，老师才不高兴呢，我希望你

为自己而奋斗！ ”

我心里“咯噔”一下，是啊，什

么时候拿奖代替了我的喜欢呢？

比赛时， 我怀着那份重拾的

爱站上舞台，赢得阵阵喝彩，而老

师在一旁欣慰地笑了， 那笑容似

三月春风，它吹走了我的虚荣。 老

师，谢谢您！

毕业了，即使我读初中了，也

依旧无法忘记那温柔的笑容。 我

的老师，就是这样的和蔼，一直激

励着我。 我在心中不禁轻吟：“离

人泪，我心碎，惜别时节，我心难

飞；师生情，难忘却，一朝逢君，此

生无悔。 ”

（指导老师 曹云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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