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老师!

您像冬日暖阳!

温暖着我们幼小的心灵"

您那乌黑的眼睛!

又是那么的慈祥#温和"

每当我们徜徉在知识的海洋!

而您却还在呕心沥血"

啊!老师!你真无私$

老师!

您如明亮灯光!

指引我们攀登上知识的高峰"

您那清亮的嗓音!

又是那么的亲切#甜美"

每当我们甜蜜地进入了梦乡!

而您却还在挑灯备课"

啊!老师!你真美$

百草园小学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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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 周彦汝

指导老师 丁小明

老师，您真美！

亲爱的杨老师#

您好！那年六岁，我入学了。和您
这么一个和蔼可亲的老师在一起，我
真的感觉到十分幸运。

我非常想念你和家乡亲密无间的
朋友们，可惜她们只陪我走完三年的
路，那一段路我开心、幸福。我喜欢早
早来到学校，和同学们一起坐在校园
的草坪上读书，我们一起争先恐后地
背诵，真好；我喜欢下课后把逮到的蜻
蜓、蝴蝶都放飞在蓝蓝的天空上，我们
高兴的欢呼，真好；我喜欢放学后跟大
家一起走在乡间的小路上，秋风吹的
田里的稻子发响，小鸟儿们唧唧啾啾

的飞回树林，真好！
去年春节，我回家过年，家里的一

切依然没变。南面或北面不时传来阵
阵鞭炮声，那热闹的景象，看得我心里
暖洋洋的。我也看到了你，当我恭恭敬
敬地向您问好时，我发现您苍老了许
多，黑发中掺杂着根根银发，那丝丝白
发如锋利无比的针刺痛了我的心。我
们一年比一年长大，可您却一年比一
年老。

祝您身体健康，教师节快乐！
您的学生#刘焕

"#!$

年
%

月
&

日

三河口小学六!

'

"班 刘焕

又是一年教师节，这一天我
盼望了好久，因为在这一天同学
们都会为心爱的老师送上自己的
祝福！我当然也不例外。

这几天正好放假在家，所以
我正好有时间想自己为老师挑选
一份节日的礼物。于是，我便利用
去图书馆看书的机会精挑细选了
几份贺卡。

老师：“谢谢您多年以来对我
的教育，多年以来，您用您的心血
培育了我们，培育出一位又一位
的人才，您就像春蚕一样悄悄地
编织着理想的丝网，您又像甘露
一样轻轻地洒向茁壮成长的新
苗，让我们在阳光和雨露下健康、
快乐地成长。多年来，讲台上、书
桌旁，不管春夏秋冬、还是寒来暑
往都洒下了您辛勤的汗水。正因
为有您的指引和教育，我们才不
会迷失方向、我们才会变的更加
的勇敢跟自信。今天，在这个特殊
的日子里，在您的节日上我送上
了对您的深深地祝福，老师，愿您
快乐每一天。并对您说：“老师，您
幸苦了！”

悄悄地写好以后，我把它包
好，带着我嘴角露出的微笑一起
小心地放进了书包……
三井实验小学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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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 高凯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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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当想起周老师，我的心里就暖
暖的。

还记得我上幼儿园时，周老师才
二十几岁，她脸上总是洋溢着快乐的
表情；她长着圆乎乎的苹果脸，一口
洁白的牙齿，笑起来特别好看。

那时，我刚满五岁，总是又哭又
闹，有时甚至还会躲起来，妈妈找到
我后总是很生气地把我骂一顿，然后
又把我送到幼儿园，我以为迟到后会
被老师狠狠地批评，可没想到却看到
周老师依然站在教室门前笑眯眯地
迎接我，我的心里顿时变得暖洋洋
的。从那时起，我甚至有些期待早晨
周老师给我的那一份暖暖的笑容与
温柔的夸奖了。

还记得第一次上周老师的美术

课，她用水彩笔在白纸上画出的画是
那么好看，让我敬佩极了，可当我自
己拿起笔时，那笔却不听我的话，我
气得一次又一次重画，当画到第四张
纸时，一只温暖的手轻轻地握住了我
的手，原来是周老师，她开始手把手
地教我，可我还是笨手笨脚的，周老
师却并不着急，只是温柔地朝我笑
笑，继续教我，当我画成功了第一张
画时，她笑着向我竖起了大拇指，我
也开心地笑了。

周老师的笑脸，似冬日暖阳，又
似夏日清风，让我觉得上学是一件那
么美好的事。周老师，您还好么？
二实小教育集团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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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 董佳林

指导老师 丁晓宇

俗话说“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
泪始干”。老师，您是一位辛勤的园丁，细
心地照料着我们。您的事业是无私伟大
的，每个学生的进步成长都归功于您。您
都从来不会打骂我们，总是不厌其烦的对
我们循循善诱。

记得三年级下学期，我的状态就像在
坐过山车一样，忽上忽下。我的成绩就像
车子遇到了硬石头，越来越往后退。一开
始，是上课不专心，与同学讲话，做小动
作。后来，作业也不能按时完成了，经常
留学。最后是成绩直走下坡路。您看在眼
里，急在心里。一天放学您把我留了下来，
温和地握着我的手，宽容地问我：“李炎，
最近上课怎么不爱发言了？”惭愧的我低
头不语。聪明的你一眼就看穿了我，却没
有指责，亲切的问：“最近喜欢干什么？”
“……玩游戏。”我知道自己辜负了老师
的期待，只好从实招来。就算如此，您都没
有凶狠狠地对我，而是反复耐心的开导
我。从那天起，你就牺牲了午休时间陪我
做作业。放学后常找我聊天，每星期都抽
空电话家访……因为，您曾对我说过，我

是一个很有潜力的孩子，不能被埋没了才
能。就这样，我被您一点点的拉了回来，在
期末考试中虽然没有考出很理想的成绩，
但您对我说：“我知道你这次认真了，下次
继续努力，不要气馁。”在期末成绩报告单
上，我除了一门体育，其余都是优！我知
道，您是为了鼓励我，给我信心。那时，我
便暗自下定决心：我一定要努力，争口气，
不辜负您对我的期望！

遇到这样百里挑一的好老师你们羡
慕我吗？你们知道我说的是谁吗？她就是
我现在的班主任 --邵佳丽老师。老师，
我要衷心说一句：“老师，您辛苦了，节日
快乐！”

局前街小学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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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 李炎

教师节快到了，看到老师在讲台上认
真讲解的身影，我多么想为辛勤工作的老
师做点什么。可是，干什么可以表达出自
己的心意呢?想来想去，还是自己动手制
作贺卡比较好。

于是，我找出了卡纸、彩铅、橡皮、以
及各种缤纷的美术工具，准备开始做贺
卡。我选出了一张淡绿色的卡纸作为背
景，因为绿色代表成长，想必老师也盼望
着我们快快长大吧。纸挑好了，该画些什
么呢？想着想着，老师那在讲台上奋笔疾
书的身影，又闪现在我眼前，那珍藏在我
记忆深处的点点滴滴，就像放电影一样，
映入我的脑海。

有的老师每天都要备课，做教案，但
他们似乎没喊过累。为了给我们上一堂更
加精彩的课，他们费尽了心思，才让那课
堂处处充满智慧的火花。

不知不觉中，手中的画笔随着记忆齿
轮的转动而在纸上飞舞，画出了一片片对
老师的敬爱。当我写完最后一句话时，我
心中充满了喜悦。我看着手中的贺卡，它
不算精致，但却饱含着我对老师的敬爱之
情。

老师是一个神圣的职业，祝天下所有
奋斗在教育事业的人员，以及我最敬爱的
老师们：教师节快乐！

局前街小学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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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 蒋乐希

芮老师是我们这些小不点儿刚进学校
第一眼看见的老师，她中等的个子，略圆的
脸上有一双大而有神的眼睛，仿佛能看透
我们心里的想法，嘴角总是挂着微笑，让我
们这些小小的心灵感觉是那么容易贴近。

记得三年级那年的清明节后，班里有
些学生生病了，我一向体质较弱，很快也被
传染上了。挂了一星期水却不见好转，反而
变重转为肺炎，住进了医院。快临近期中考
试，妈妈很是焦急，打电话给芮老师。芮老
师安慰说，没关系的，先以身体为重，等病
好上学了再给周俣菲补课。终于出院可以
上学了，第二天下午放学后，芮老师把我们
好几个人都留下来补课。原来在我住院期
间，班上陆续又病了好几个学生。芮老师的
嗓音听起来有些疲惫，但丝毫不影响她给
我们讲课的热情，脸上依旧带着淡淡的微
笑。补完课后，她又怕我们饿着，变戏法似
地从讲台里掏出一个塑料袋。哇，里面有好
多各种各样的饼干。她把饼干分给了我们，
让我们边走边吃，自己一块也没留。

芮老师给我们上课，怕声音失真，很少
用扩音器，她的嗓子经常会哑。有一次她嗓
子发不出声音，就用手势比划着让我们知
道她想说的话，那时我们班里鸦雀无声，每
个人都用心聆听。在教师节，我用自己的零
花钱买了一盒润喉糖，悄悄塞给芮老师，真
心希望她吃了这盒糖，嗓子再也不会哑了。

现在芮老师已经不教我们了，但我的
脑海里时常会浮现出芮老师嘴角的那抹淡
淡的微笑，仿佛春风一般吹皱了我们小小
的心田！

市实验小学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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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 周俣菲

今年的教师节就要到了，爸爸向我提
了一个问题：“你能不能回答我，你在上学
读书过程中，会遇到多少老师？”我一下愣
住了。我掰着指头算了一下，我今年才四年
级，教我的老师就超过了十位。今后的学习
道路还很长，教我的老师会很多，这哪能算
得出来？

但自从上学以来，有三件事记忆犹新：
第一件事是上课举手发言的事。以前我在
课堂上不大敢举手发言，怕答错了。老师发
现后就跟我交流，还有意的多叫我回答问
题，让我得到锻炼，成绩也有了提高；第二
件事是一次语文课。我描写的一段关于天
空和草地的句子，老师认为写得有特色，就
当场读给大家听，受到同学们的赞扬。老师
的鼓励激发了我的自信，从此我爱上了写
作；第三件事是一次课文默写。我只默写错
了一个字，可按规定得重抄一遍课文。我有
些想不通，错字改了不就行了，重抄太烦
了。回到家把这个想法告诉了爸爸。想不到
爸爸却说：“老师严格要求，是对你们负责。
‘严是爱，松是害’，等长大了你就彻底懂
了。”

虽然我无法预知我会遇到多少老师，
但是我却知道：老师就像春蚕，悄悄地编织
着理想的丝线；老师就像甘露，轻轻地洒向
茁壮成长的幼苗。在老师们的谆谆教导下，
我们一定会在知识的海洋里扬帆远航！

市实验小学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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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 潘奕凝

师风化雨 桃李芳菲
2014年 9月 10日，是中

国第三十个教师节。“一日为师,
终生为父”,还记得你成长道路
上对你影响最深的那位恩师
吗？今天，就让我们在这里,把最
真挚的感恩祝福送给他们吧!

周老师，您还好吗？

百里挑一的好老师

教师节的贺卡

给老师的一封信

我的老师知多少

那一抹淡淡的微笑

老师，您幸苦了！

小记者·百草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