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璞玉精琢器始成，文园佳树已婷婷

———文学院师范生参加第七届山东省师范类高校学生从业技能大赛侧记

履

郁辉

2019年11月10日上午， 第七

届山东省师范类高校学生从业技

能大赛颁奖典礼在鲁东大学学术

中心举行， 我校文学院选手吕园

园获得初中抽取组一等奖， 刘婷

获得高中推荐组二等奖， 刘佳钢

笔字书写获奖。

本次比赛于11月7-9日在鲁

东大学举行， 宝剑锋自磨砺出，

这一成绩的取得， 离不开文学院

领导的统筹规划、 积极推进， 离

不开指导教师团队的精心指导，

离不开参赛同学的刻苦磨炼、 精

雕细琢。 从上个学期起， 文学院

根据学校教务处的工作部署，结合

学院工作实际，为本届大赛做好精

心筹划，并以此为契机推进学院专

业实训。 文学院于7月份举办师范

生教学技能培训班，请山东省教学

名师等校内外教师精心授课，9月

份举行语文学科的初赛和预赛，聘

请校外专家做评委， 严格选拔，公

平公正， 做了大量富有成效的工

作。语文教育研究室全体教师以及

外聘的各位初高中专家，从教学设

计到教学技能的方方面面，对参赛

选手做了深入细致的辅导，学院还

聘请书法老师指导板书及钢笔字

书写。与赛事相关的录课、上传等

每个环节，领导和老师们都考虑得

特别周详，竭尽全力为选手参加决

赛助力护航。 赛后，观摩教师及参

赛选手深入检视、反思总结，也为

文学院今后参赛选手提供了有益

的参考。

文学院目前正团结协作、 凝

心聚力， 结合师范专业认证， 深

入推进专业建设， 提升专业素养

与专业技能， 切实提高人才培养

质量。

附：

烟台之行，参赛选手和同行领导、同事，给我特别

多的感动，每有感想，就笔而记之。

鄙人文字粗略不足观，不能模拟其人之万一，方家

览此，得无哂乎？

其一

上联：

一园冠绝南北，可观百草萋迷；

下联：

双口纵谈古今，演说落英缤纷。

横批：

吕（屡）建奇功

———赠吕园园

（注：上联取自吕园园抽取篇目《从百草园到三味

书屋》，下联取自固定篇目《桃花源记》“落英缤纷”。双

口合成吕字。

）

其二

上联：

婷婷成树，迎雷雨潇潇而下；

下联：

汩汩如流，将梦想侃侃而谈；

横批：

刘家宝树

———赠刘婷

（

注：上联取自刘婷高中语文推荐组抽取篇目《雷

雨》，下联取自参赛固定篇目《我有一个梦想》

）

其三

上联：

佳日登高，二女婷婷，望风荷以寄故园之意；

下联：

盛世景文，一士拳拳，赋梦想以登大雅之堂。

横批：

刘家高才

（

注：上联取自刘佳高中语文抽取组抽取篇目《苏

幕遮》“一一风荷举”，下联取自参赛固定篇目《我有一

个梦想》

）

其四

上联：

桃之夭夭，中无杂树，堪称阆苑仙境；

下联：

相貌堂堂，胸有远谋，可谓文豪诗宗。

横批：

高才绝学

———赠高文堂

（

注：上联取自参赛固定篇目《桃花源记》“中无杂

树”；下联取自高文堂初中语文抽取组抽取篇目《曹刿

论战》“肉食者鄙，未能远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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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地理科学

张志成

仰望漫天星辰， 似诗人挥洒墨水， 抬手

间，风起云涌，落笔时，纸上生花。一轮明月嵌

入天堂， 照亮了黑暗中本不为人知的生离死

别，一眨眼就阔别天涯。谈笑间，风随云走，穿

梭在夜晚的梦里，或愉悦，或痛苦，或幸福，或

凄楚，等月亮远离故乡，一切也就随之而逝。

我常观故乡的月夜，幽蓝，静谧。故乡的

月，似一抓就破的窗户纸那样轻柔，如书馆看

书的小女孩儿一般恬淡， 像日思夜想的心上

人一样惹人怜。那会儿，我一个人坐在田野上

望着月亮， 弯弯的月牙是睡前外婆给我的微

笑，圆圆的玉盘是妈妈给我盛饭的瓷碗。我望

着月亮发呆，想起了饿狼的传说，还会害怕起

来，走着夜路，唱着壮胆的歌，开启了晚上的

历险记。又和家人一起坐在庭院里，赏着春天

的花开，夏天的蝉鸣，夜里没有庸俗的繁忙，

偶尔笑着扬一扬脸，那脸消去了一天的疲惫，

挂上了幸福的滋味。

毕竟看过太多的月亮，要说的话，也不用

带那么多烟火尘色。 许多年后， 当我远离故

乡， 又是一个寂寞的晚上， 月亮还是那个月

亮，却再也没有在故乡时那样的光辉了。

我正是离开了家乡， 才看到过残缺的月

亮，那曾深深埋藏在我心里的月亮，好像一点

点地流出了我的心房。 她的心与那片土地紧

紧相连，她的光芒透露着情意绵绵。她或许是

要远离城市的喧嚣，才时时刻刻都想着逃跑。

月一年比一年黯淡，梦一天比一天遥远，故乡

的月成了我可望不可即的梦中情人， 而向她

告白却是一件无法估量的奢侈难事。

我徘徊在灯红酒绿的城市里， 闪耀的灯

光刺人失明，聒噪的音响震人失聪。我或许该

躲在角落里，做一个假装清高的烂俗人。但又

仔细想想，既已沦落，又何惧寂寞。每天就像

一个没有感情的机器，来往于相同的地点，重

复着相同的动作，我甚至忘了，自己究竟有多

久没看过月亮了。她如今，是化作了城市的一

盏灯，发出那渺小而又卑微的光芒吗？你该离

开这里，回到我们的故乡，或是奔向更遥远的

远方。

回家的那一天晚上，我又邂逅了月光，这

也许是我生平见过的最亮的月亮。 故一夜辗

转。

第二天，月亮没来。

第三天，月亮没来。

第四天第五天，我等着，什么也没等到，

而我自己却魂牵梦萦起来。我知道结局，却从

没放弃等待，我常想，假如第一天遇不到，这

辈子也就遇不到了。 冥冥之中我成了幸运的

那个，哪怕只是呆呆的望着天空，我知道自己

在等待幸福。爱就像蓝天白云，晴空万里，忽

然暴风雨。那一两点云，消散了，就晴了。我眼

里的是天边那朵不起眼的云，虽无人问津，但

孤芳自赏。一心一意地往前走，没有在天空中

留下痕迹，但确实已经飞过。

等月亮再轮回到原地， 又是在物是人非

之时罢。

那时的我，还会留下多少的感想呢？风也

给吹散了吧。多年以后，当年少的梦想尘埃落

定，才知道，远方有多远，牵挂就有多长。当走

过那么长的路， 那么多日子如落叶般撒在身

后，忽然发现，年少时念念不忘的远方，一旦

成行，却还原为今日思乡的惆怅。

我们或许忘记了故乡的意义:为了什么才

离开？又为什么而归来。故乡永远能给我原谅

的胸怀。要走几段路，犯过几个错，才明白自

己想要的太多。要恨几个人，伤过几次心，才

了解为了爱要怎么做。故乡的月，教会了我太

多太多，让我明白怎样才算长大，怎样才是成

熟。小时候我们词不达意，长大了我们又言不

由衷，但那故乡的月，不用只言片语，就能牵

走我的心，带我走向那遥不可及的地方。

月夜·梦

履语文教育

李心怡

近几日醒来的极早，匆忙披上外套，初冬

的早上清冷无比，走在校园的小路上，树叶并

没有完全落尽，踩在上面发出清脆的响声，夜

幕还没有完全褪去，皓月当空，几颗星子伴在

左右。

蓝色的夜空中星子闪着光， 月亮冲破薄

云，踏着天际，姗姗而行。透明的月亮怀揣着

古老的故事，嫦娥奔着月色而来，她记得月中

有几棵桂树和无数个高山岭西，还有吴刚，常

年在月宫里浸泡酒池高歌!

这初冬的月，映着路边的树木，树影在地

上摇曳，更显萧瑟冷清。每逢冬季，天色已经

蒙蒙亮的时候还会见到月亮挂在天边， 而东

边已经有朝阳升起，今日走在路上，抬头便望

见一群鸟儿从寂寥的天空中飞过，那月，无声

无息地挂在那里，守望着世间万物。

忆起春日夜晚的月亮，是那样的明亮，好

似要将这世界点亮。站在窗前，透过窗户望向

夜空中的月， 皎洁且朦胧， 院落中的梨花已

开，月光洒在上面，将那如雪般的梨花渲染的

好似牛乳般有光泽，“梨花满院飘香雪， 高楼

夜静风筝咽。”弯月斜照帘帏，小窗上映出幽

暗的灯影，心念一动，径自走下楼去，坐在院

中的石桌旁，夜晚偶有凉风吹过，带来一袭泥

土和青草的芬芳，月儿高高挂着，给这院落平

添了一种朦胧美，好似轻披了一层银纱。这满

树的梨花啊，因着这月光，泛着银色的光辉，

那一两只的飞虫，在这时竟像精灵般飞舞，这

神奇的月儿啊，使这春日夜晚增了几分灵动。

终是抵不过睡意袭来， 我索性决定在院

中小憩一会，和衣而眠，睡梦中好似到了另一

个地方，似月般看得并不真切。

恍惚间我已身着一袭白衣， 站在梨花林

中，放眼望去，尽头弥漫着白色的雾气，天上

只有一轮明月，若不是月光足够亮，我怕是会

看不到这林中的景象了。这满树的梨花，一簇

簇拥挤着，月辉照耀下，愈发显得神圣纯洁。

月光落在枝丫上，留下斑驳的黑影，零星的像

是碎条儿挂在树丫上一般。 我便不由得旋转

舞蹈，嘴里哼着明月几时有的曲调，白色的衣

裾随风舞动，片片梨花落下，飞舞着。这山间

寂静无声， 柔和的月光把夜晚烘托出一片安

静祥和，令人神往，心中也留下了一抹清幽的

浪漫。

停下舞步， 裙上落满了梨花， 不忍心拂

去，任由它随性而为，坐在树下，抬头望着这

月，周遭泛着银辉，煞是好看。恍惚间，听的一

语传来，“姑娘好雅兴，这月色如此美丽，在下

也来欣赏一番。”说罢，一道身影坐下，一袭白

衣，面容干净端正，温雅有礼，这是一位少年，

他身上有股淡淡的梨花香， 应是在这梨花林

附近居住，正要开口时，他已抢先一步说:“在

下楚晔， 见今晚月色动人， 便想出来欣赏一

番。”“楚公子真是性情中人，我原以为这周遭

没有人一同欣赏这月了， 没想到竟还有志同

道合之人。”我如是说。楚晔沉默了些许，缓缓

开口道：“这夜晚的月美丽的让我憧憬， 憧憬

那一轮明月，憧憬属于自己的那一份宁静，有

这份憧憬，我便不再奢求什么了。”我茫然地

望着他，此时月儿刚好在树枝中间，没有乌云

的遮盖下， 如同树梢上开了一朵灿烂无暇的

花，挺立于世上，真如“风花雪月”里的“雪

月”。夜深了，月儿越来越亮，今晚，她蜷缩着

身子，或许在沉思，亦或许已安然入睡，世间

万物都有猜不透的一面，而那一面，总是隐藏

的很深很深......正如楚晔，身上有股忧郁的气

质，仿佛过去有着诸多故事，但这一刻，在这

月夜中，他收获了心里的宁静。

夜的枝头绽开了月光， 荡漾的荧辉微风

里砰然如潮静落入凡尘深处，我爱这月夜，目

光与楚晔交汇，他的眼里含着笑意，还有天上

的繁星，在这山中，伴着月儿，我们相谈甚欢，

“该走了。”他起身说道，青丝飞扬，一袭白衣

舞动，陌上人如玉，公子世无双。此刻形容他

是再好不过了，翩翩君子，温润如玉，他的背

影缓缓消失在林中，而我将要去往哪里呢?忽

而一阵眩晕袭来，我闭上了眼睛，耳边却传来

妈妈的喊声，“你怎么在院子里睡着了？ 快进

屋吧，今天早点休息。”原来是一场梦啊，我揉

了揉惺忪的睡眼，这会儿月色依旧皎洁，想起

读过的一句话：我愿做一枚白昼的月亮，不求

眩目的荣华，不淆世俗的潮浪。月华如水，没

有一丝云，明净极了，让人担心没遮没拦的它

会掉到地上。

这月夜， 这月色， 我念着， 想着， 缓缓

地进入梦乡， 月亮轻轻地转动， 我慢慢地睡

着， 梦中依稀闻到一股淡淡的玉雨花香， 纯

净神圣。

援疆路上

我们一路同行

2019

年

10

月

26

日，支教的第五十三天

多少次，在梦中

少年的我们，充满好奇，充满疑问

清风吹过树林，是我们清脆的歌声

该如何面对

渴望长大的孩子们

以我的长途跋涉，岁月匆匆

我拿什么奉献给你

渴望的双眸，成长的心胸

多少次，在梦中

青年的我们，遨游书海，博古通今

立志报效祖国，是我们的壮志雄心

该如何面对

如今甘当人梯的支教生涯

以我的孜孜不倦，教诲谆谆

我拿什么奉献给你

激情的岁月，燃烧的青春

休问风餐夜露还是晨风

黄金亮度书写黄金光阴

沧桑岁月燃烧生命的激情

该如何面对

我可亲可爱的孩子们

以我的民主平等，敬畏谦恭

我们拿什么奉献给你

明天的世界，未来的天空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