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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轻地，美丽的春姑娘已款款地向
我们走来了。一双温婉柔情的巧手将多
彩洒向人间，给大地换上了件件新装。
草木展露绿意，花儿微笑绽放，蜂蝶在
花间忙绿，小溪欢快歌唱。轻装的人们
也纷纷走出家门，开始了新一年的耕
耘，播种新的希望。

是日，适逢周末，日丽风和，不胜
欢喜。携妻将子，振臂一呼：走，我们
踏春去！

最是一年春好处，绝胜烟柳满河
堤。走进沿河公园，远远的最先映入眼
帘的是齐着河两岸高大柳树。“草长莺飞
二月天，拂堤杨柳醉春烟。”柳树，这位
春的信使，每当春回大地，万物还在沉
睡之中，她就最先感知春的讯息，第一
个醒了，枝条软了，绿了。缕缕春风吹
过，万千枝条，飘摆摇曳，密密的，细
细的，飒飒的，就像是一片缥飘渺渺的
绿烟微微游动的翠云；走近看，又好似
绿珠儿串成的一幅幅门帘；倘若再钻进
去，则宛若置身于丽人绿色的秀发当
中。此情此景，我情不自禁地吟诵起贺

知章的 《咏柳》 佳作：“碧玉妆成一树
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
二月春风似剪刀。”柳是诗家的爱物，婀
娜多姿、风情万种，不断激发着历代文
人墨客的灵感和想象；柳就像一位已经
长成的邻家少女，披着满头绿油油的长
发，低眉含笑，静静地站着，仿佛在等
待，仿佛在沉思，仿佛在憧憬着什么。

柳是沿河公园的标志，其他树木也
不甘落后，矮点的女真、龙柏、海桐及
红叶石楠，高大的玉兰花、榆叶梅、樱
花、法桐等都争相吐绿

发枝，并肩挽手装扮着美丽的公
园。只有百日红还傻傻的好像没睡醒，
呆呆地看着这多彩的世界；娇贵的香樟
树，经历了2015年入冬几十年不遇的大
雪和连续几天零下16度的低温后，元气
大伤，2017年暖风早就把它们唤醒，已
枝繁叶茂，馨香馥郁。

沿河花开二月天，游人来往说神
仙。春天的沿河公园，那真是花的海
洋。当小巧玲珑的迎春花就要谢了的时
候，暖风会把春天到来的喜报交给第二

个春的使者——杏花来传播。“二月杏花
独洒娇”。不错的，朵朵杏花像只只蜂蝶
闹上枝头。看，那雪白的杏花，如纱如
玉，洁白无瑕，悄悄地告诉我们“沾衣
欲湿杏花雨，吹面不寒杨柳风”的故事。

“桃花一簇开无主，可爱深红映浅
红。”伴随着温暖的春风，桃花也随即热
烈、慷慨地争相展瓣吐蕊，个个笑红了
脸，在春光里旖旎着，但不过几天的功
夫，花瓣儿就褪却云霞般的红，随春风
飘舞，跌落到刚刚钻出地面的小草边。
一场春雨过后，树上的，地上的，都不
见了踪影。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事梨花
开。”梨花如雪为人开，就在这如雪的花
海里，我们一家三口在树下不停地穿
梭，儿子兴奋地不停地喊着“这棵好，
妈妈爸爸，来看这棵。”淡淡的香气引来
了不少的蜜蜂，在梨花上嗡嗡地飞着闹
着忙碌着。

“桃花落尽菜花黄，招引蜂蝶伴舞
忙。醉是夕阳西下景，田间楚楚泛金
光。”人工种植的几片油菜花，形态各

异，有的刚刚开放，金黄的花瓣闪闪发
亮；有的早已开放，花瓣落了，花蕊有
点青青；还有

的含苞待放，鼓鼓的花苞仿佛要破
裂似的。

最寻常的是遍地的野花、野草，有
名字的，没名字的，几场小雨后，全都
探出了脑袋，绽开了笑脸，眼睛还眨呀
眨的，迎接春天的到来。

赏花，看云，自由地作诗，放风
筝，做游戏，安逸地晒着太阳。春风、
春雨与春花和着鸟鸣演奏着大地的交
响，氤氲在田野大地、山川林间——春
天里，花尽放，心荡漾，我们的幸福指
数也蹭蹭地不断上扬。春风和穆，百鸟
欢鸣。住在春天，好花常在。

一曲曲春歌在悠扬传唱，一弦弦春
曲在不停拨响，一首首春颂在高空嘹
亮，新一年的希望在此刻绽放！站在春
天的门槛上，我沐浴着温暖的阳光，放
飞欢快的心情，纵情歌唱！趁着大好春
色，走，踏春去！莫辜负这青春的美好
时光！

莫 负 春 光
枣庄市第二十九中学 季广花

岁月太匆忙

匆忙得让我们来不及品味收获的喜悦

却又走在了耕耘的路上

刻在眼角的鱼尾纹

不管是岁月怎样的收藏

我们权作解读为生活赐予的智慧之光

节日里

为自己唱一首无悔的歌吧

曲子是自己谱

词儿是自己想

歌声中

泪水伴着欢乐

付出中满含希望

让流淌的音符

和着春天的脚步

奏一曲生命的狂想

让歌声唱出自己的气势

唱出自己的辉煌

唱出自己的多姿多彩

唱出自己此生不变的守望

节日献歌
——致教育战线的女同胞们

市中区齐村镇中心小学 武艾莲

为了让
孩子们了解
民俗文化，
枣庄市实验
幼儿园绿城
园的老师和
家长们带领
孩子们一起
学 习 炒 糖
豆，感受传
统习俗。

（雷雨）

有云从天边游弋而来

歇脚的时候汗滴挥洒

让人心疼的可爱

落到了山川

氤氲着雾霭

落到了大地

酝酿了色彩

落到了小溪

激活了鱼儿的耳麦

……

布谷声声

飞翔着

把春天的序幕拉开

小河垂柳

嬉鱼畅游

风摇暖阳

酿满园美酒

风筝翻飞

陶醉了泛绿的枝头

春醉枝头
台儿庄区泥沟镇兰城小学 姚纯韶

题记：教师的一言一行，会潜移默
化的影响着学生们，当我们有所不当
时，必须勇敢地直视错误。

记得那是刚开学的时候，我接了个
新班，便告诉学生等我熟悉了他们，会
为大家调整座位。从此，他们一到周一
的班队会课，就会问：“老师，今天排座
位吗？”刚开始，我耐心地告诉他们再过
段时间。后来，他们总是问，我就有些反
感了，自然的就对那些“提醒”我的学生
冷眼相待。有时候，会甩下一句：你管好
自己的事就可以了，别替老师操那么多
心！孩子们有的无所谓地走了，有的小
脸一红。我呢，心里有些过意不去，但是
看着被我驳斥回去的学生，又觉得有些
痛快。

时间又过去了几周，而排位的事情
又屡屡往后推。在一节班队会上，我正
兴致盎然地讲着《做一个诚信的人》，突
然发现两个孩子跨越同桌传纸条。我顿
时有些不高兴，就没收了纸条。可当我
打开后，短短的几行字，让我发不起火

来了。
拼凑起来的纸条内容是这样的：
如果老师排位，咱俩一位吧？
好的。可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排啊？

老师总是往后推。
唉，就是，老师说话真不算数。还讲

诚信呢。
…… ……
看了之后，我忽然觉得脸庞发烫，

为自己的轻易许诺却迟不兑现，也为自
己的疏忽懒散捉弄了孩子的期盼。

随即，我停下来，向全班检讨，告诉
学生们，是我工作没能做好，没能及时
的兑现自己的诺言，还批评了向我提出
来的那几个同学，这些都太不应该了。
并请他们原谅我的言而无信。然后，当
天晚上，我加班排好座次，第二天的大
课间，圆了孩子们的愿望。看着写纸条
的两个孩子的笑脸，我也笑了，坦然的
笑了。

教育家吕近溪说过：自家过失，不
消遮掩；遮掩不得，又添一短。我们都知

道，知错能改，善莫大焉。可实际生活
中，却常常缺少认错改错的勇气。尤其
是教师，面对比自己小那么多的孩子。
也许是习惯了“师道尊严”，以至于明明

“知错”却还要“硬撑着”。《名师与学生
有效沟通的桥梁》一文说的好：几乎所
有的老师都会教育自己的学生：“犯了
错误，就要勇于承认自己的错误……”
但有些教师自己错了，却不愿意在学生
面前认错。或许这是中国几千年来的师
道尊严使然，使得老师无法放下架子。

我们常常教育学生做诚实、敢于认
错的好孩子。而小学生往往把老师看作
一座高山，认为老师什么都是对的。鉴
于此，我们更要树立好榜样。一方面，用
言传教育孩子勇于承认错误的品格；另
一方面，用身教浸润做人言必行、行必
果的操守。

我想，我们不一定都能成为“名
师”，但在学生面前做一个“明师”还是
不难的。很多时候，我们放低身段，“老
师”就是一个称呼，正所谓“闻道有先

后，术业有专攻”而已。而正因为适时的
抛却所谓的“师道尊严”，才奉行了真正
意义上的为师之道，才捍卫了根本的从
师尊严。

斯大林说“自我批评之于我们，简
直是和日光、空气、水一样重要”。所以，
做知错就改的人，做学生信赖的人，必
要而重要！

很喜欢当代中国十大杰出演讲家
李强先生那首题为《生命》的小诗——

我的生命是一支笔
它是一支铅笔
写错了不怕
可以涂改
…… ……
但我决不允许
因为可以涂改
而胡乱谱写
…… ……
我愿意做一支铅笔，有机会改正错

误，同时把自己当成一支钢笔，用心去
谱写每一分，每一秒！

一张纸条引发的思考

枣庄师范学校附属小学 孙守民

年关临近，柱子自新疆打工返
乡。电话打到我家里，已是下午申
时，我急忙赶到枣庄西客站接站。在
出站口，柱子身背大包小包，于人流
中满脸高兴的向我走来。柱子是我儿
时伙伴，后来，我走出乡村，到城里
工作，柱子也开始外出打工，江苏、
浙江、新疆，且越走离家越远，可我
们联系没断，每年进城往返他时常到
我家歇歇脚，拉拉呱。

上楼，一进门，柱子就忙不迭的
打开包，递给我一摞黄澄澄香气诱人
的 面 饼 ，我 知 道 这 是 新 疆 的 面
食－－--馕。柱子说，这是在新疆达
板城乡村间买到的，手工地炕的馕，
正宗。我咬了一口，满嘴的香，由衷感
谢柱子让我有了这口福。我神往远天
远地的新疆，也钟爱这种吃食，一方
水土，养育一方人，正是这种面食养
育了包括穆罕默德圣人在内的诸多

伟人。
柱子媳妇也从乡村赶来我家接

他，说话间，暮色已降。我热情地挽留
他们吃饭，住下，明天再走。炒了四个
菜，开了瓶小帝豪酒，在菜香、酒香
中，我们儿时伙伴，时时举杯，散漫而
谈，真情在鲁南小城的夜空中弥漫开
来……。柱子说，这几年他在新疆达
板城风电场、乌鲁木齐西山热电厂打
工，参与的是国家重点工程建设，开
了眼界，长了见识，感受到了国家强
大，对新疆的大力支持。我知道，虽然
柱子没有专业技能，干的是辅助岗
位，但是他好学善问，人又勤快，能与
国家重点工程建设单位签约，为支援
边疆做贡献，我着实佩服这位儿时伙
伴，他的腿长，行的比我远，见识比我
广。说道忙碌了一年家庭的收入，两
口子给我算了一笔账。先说打工收
入，柱子边伸出右手拇指做了个弯勾

手势，边说一年收入能保有九万元。
接着又算计家里农事收入，我知道，
我和柱子家乡在城南边，上个世纪有
个叫法南四社（就是四个毗邻的人民
公社）。这南四社土地贫瘠，又没有工
厂矿区，家庭收入的门路少。柱子妻
子说一家 4 口种五亩二分地，一年麦
子玉米卖两茬，再加上国家粮补，少
说也能净收入 5500 元；家里的几颗
枣树、小养殖等今年卖了 3200 多元；
自己又间做公路养护，一年工资4000
元 。这 样 ，全 家 整 年 收 入 ，合 计
102700 元。再说支出，两个孩子，一
个上小学，一个读中学，国家免学费，
花费不多，而人情事事逢年过节该是
家里支出大项，一年下来全家各项支
出估摸有 15000 元。收支相抵，还净
余 87700 元。酒桌上的一番算计，对
结果夫妻倆十分满意，相视而笑，柱
子又捏起酒盅，咂咂有声。我也被他

夫妻倆的高兴劲儿感染，端起酒盅一
饮而尽。几分酒意中，望着这对朴实
能干的夫妻，我仿佛看到了他们终日
辛勤劳作，挥汗如雨的情景，有付出，
就会有收获，是他们洒下汗水换来了
这一年的好收成。柱子夫妻俩还说了
他们藏在心底的打算，再辛苦几年，
在外边长长见识，积攒下钱，然后回
乡发展，在城里置办个门脸，再买套
房……按时下流行的说法，这应该是
柱子一家的梦想吧。只要努力奋斗，
梦想总是有成真的时候，我祝愿他们
早日梦想成真。

第二天，送走柱子夫妻俩，置身
于年味渐浓，人流渐多的街市，我的心
也向乡间飞去，勿忘真情，回家过年。岁
末年尾，正是农家人“开轩面场圃，把酒
话桑麻。”的惬意时节，我想问一声：鲁
南南四社的父老乡亲，你们今年的收
成都好吗？

把酒话桑麻
褚福平 枣庄理工学校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春天来了，那它在哪儿呢?别担心，
我们先玩个找春天的游戏吧。

看！春天在小河里。小河里的冰
化了，变成了水，跟着河水流淌着。
小鱼不时跃出水面，来个华丽的翻
滚，再“扑通”跳回河里。小虾小蟹偶
尔也出来溜溜，这可乐坏了水边的
孩子们，他们找一个小瓶，在水里乱
摸，小鱼小虾小螃蟹什么的，一逮一
个准。呦！鸭妈妈带小鸭来玩了，她
给小鸭们捉鱼，教她们游泳。小鸭才
调皮呢，刚会游泳就到处乱窜，还和
水边的孩子打起了热乎。那边还有
一对天鹅，在那边玩水嬉戏秀恩爱
呢。

听，森林里有动静，布谷、布谷，
原来是布谷鸟，旁边有许多鸟儿，百
灵，鹦鹉，麻雀，鸽子，还有小乌鸦
……..冬眠的动物都醒了，候鸟飞回
来了，森林又变得生机勃勃。狼捉
羊，狐狸逮兔子；偶尔传来一阵威严
的虎啸，把小动物吓得四处乱窜，森
林顿时一片寂静。

咦，我闻到一股好闻的香气。
公园里的花开了，梨花、杏花、桃
花、樱花等等春花争奇斗艳，比谁
的花开的多，谁的叶子长得绿。风
吹来时，它们都抖下花瓣，给人们
织一张无比芳香的彩色地毯，踩上
去软软的，香香的，特别舒服。就
连嫩绿的草牙儿都舒服的跳起舞
来，它们刚从泥土里钻出来，晒着
温暖的阳光，盖着喷香的花瓣，能
不舒服的跳舞吗？

“春天在哪里，春天在哪里？”你
找到春天了吗？是呀，春天就在我们
身边。那么，让我们享受春天，留意
这美好的春天吧！

(辅导老师 王广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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