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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辞长作架“桥”人
——重走成昆线纪行

□陈明云

2017年初，我在整理资料时偶然发现一

本记录成昆铁路电气化改造的画册。由于时

间的原因，其中部分照片已泛黄，但轨道拨接

时的万众一心、架线敷缆中的协调配合、调试

校线时的一丝不苟在高山峡谷的映衬下依旧

熠熠生辉，令人心驰神往。

怀着对老一辈铁路建设者的崇敬和对铁

路沿线风俗的好奇，那年端午节假期，我约上

一名好友踏上了重走成昆线的征程，计划从

乌斯河走到金口河。

第一天傍晚，我们到达乌斯河镇准备宿

营，但在镇上绕了几圈都没有找到合适的地

方。茫然间，一声长笛劈山而来，循声望去，

火车正在大桥上飞驰，没过多久又一头钻进

山里，“哐当哐当”的摩擦声在山肚子里变得

沉闷起来，渐行渐远……

我们随之来到大桥下，从施工便桥上跨

过了大渡河。河对岸较为开阔，一簇簇稻苗

整整齐齐立于田中，清风徐徐，蛙声阵阵。夜

幕降临，我们迅速在河岸边一块新垦的土地

上扎好帐篷，由于防潮垫太薄，躺在帐篷里一

呼一吸似乎都是大地的声音。半夜，山河的

震颤把我们摇醒，两声汽笛相继响起，才回过

神来——火车来了。朝桥上望去，亮着灯的

车窗仿佛一颗颗白色的烟花弹密集射向对

岸，伴着山里的回声、桥下的涛声，如渡海作

战一般。镇上斑斓的街灯倒映在河面，逐浪

而行，欢呼雀跃，好一副热闹的景致。坐过许

多次绿皮火车，走过许多座大桥，第一次发现

夜里的车窗这么炫酷、河上的铁桥如此壮观。

次日拂晓，我们拔寨离营，见铁桥上有摩

托车穿行，便走了上去，原来铁桥的一边焊接

了一米来宽的人行道。桥身锈迹斑斑，呈黑

褐色，正中“大渡河”三字依旧清晰，桥下四根

铁轨被磨得锃亮。没错了，成昆线正是由此

进入大凉山腹地。

沿着公路顺流而下，每走一段，都可以看

到铁路从山里冒出一截。越往前，峡谷越窄，

夹岸群山层层叠叠遮天蔽日，山上岩羊、野兔

等野生动物往来穿行，碎石随机滚落，大的砸

在公路上，小的溅到路边，我们边观察边前

进。大渡河水能梯级开发已经多年，曾经湍

急的河水处处有高峡平湖之感，公路也加固

拓宽了许多，而在成昆线修建之初，我们所经

过的地方，完全是山高谷深的不毛之地，行人

犹不可能，施工又如何展开？

午后，我们到达一线天桥。它既没有曼

妙的身姿，也没有飞扬的神采，安然静卧两山

之间。旁边公路上立着一块标识牌，上面写

着“雅安市汉源县古路村”，并注明是汉源县

唯一没有通公路的村庄——那就是我们的下

一站。两个多小时后，我们顺利翻过悬崖，只

见不远处聚落参差，鸡鸣犬吠，似有人声，古

路村目标在望。

云阔天清，青山如黛，一面国旗迎风招

展，村委会到了。如网上所言，这里有个废旧

的篮球场，可以宿营。天还早，见旁边老乡家

的门开着，我们便打算把行李寄存下来再游

玩，没想到一开口主人家就同意了。

我们沿着村委会背后的小路继续上山，

走了大半圈，傍晚回到老乡家准备取行李，这

时下雨了。这家男主人姓张，连忙招呼我们

进屋避雨，并与我们聊天。张叔大部分时间

在外打工，农忙时回家，见识颇广。古路村大

概有30多户人家，都是彝族，靠山吃山，以农

牧业为生，长期以来与世隔绝。当知道我们

是中铁二局的员工时，张叔当即表示请我们

在家中住下，不要再搭帐篷。张叔说：“以前

听老人说过，中铁二局当年是参加了成昆线

建设的，关村坝车站是你们炸开的，我们的钢

梯也是修路人帮忙焊起来的……”

听张叔说完，我们才明白原委。原来，上

世纪60年代成昆铁路修建前，村民上下山全

靠几根树藤，十分危险，铁路修到一线天后，

筑路人帮村里焊接了钢梯，结束了村民上下

山时在悬崖上“荡秋千”的历史。直到十几年

前悬崖上凿开骡马道前，这些钢梯供古路村

村民出行近50年。

当晚，张叔一家准备了丰盛的饭菜招待

我们，地道的烟熏腊肉、清脆的野菜、入口即

化的老豆皮……没有珍馐之贵，却含至诚之

情。异域山村，他乡故乡，因为我们是客，更

因为我们是架桥铺路人。

饭后，附近几位老乡听说来了客人，也到

张叔家来和我们聊天。从交通到教育、从经

济来源到医疗服务，甚至还有在山上打猎的

故事，老乡们都聊得兴致盎然：乌斯河站改后

扩容，山里的核桃、花椒运出去更方便；骡马

道修通后，“关村坝—一线天—古路村”三点

一线成为大渡河旅游中心区，旅游收入逐年

增加；古路村小学、乌斯河路地共建小学为山

区培养了一批批学子；一线天索道即将开通

……

年近九旬的阿婆身体很硬朗，张叔说她

每晚都要喝上二两三七酒，见我们聊得开心，

老人家一定要请我们喝一杯。端起酒杯，阿

婆说：“这些年路通了，电也通了，共产党的政

策好啊，对老百姓越来越好。”说完连续抿了

几口。望着空空的酒杯，我明白了这酒里的

深情厚谊。

第二天一早，我们便下山了。细雨朦胧，

云海翻腾，群山巍峨，莽莽苍苍，古路村渐行

渐远。回首，村头的挖掘机正为村里的第一

条公路叩石垦壤，顺着挖掘机的大臂看过去，

村委会的国旗凝结成了一个红点。

当天中午，我们到达关村坝。参观完车

站后，来到铁道兵博物馆，馆中陈设着成昆、

枝柳、鹰厦等数十条重要铁路干线的大量档

案，黑白照片再一次把我们带回半个世纪

前。每一尊铜像、每一页资料、每一段批语的

背后，似乎都有一段不为人知的故事。记得

前一天经过黑区沟隧道时，在黑区一号、二号

隧道中间，一根石墩独立河中撑起大桥，50年

来，“天下第一柱”巍然挺立，稳稳当当，这些

都是上世纪 60年代内外交困的情况下先辈

们历尽艰难的杰作。一寸枕木一寸血，十万

铁军十万山，老一辈二局人就像一线天石桥

那般朴实自然、坚毅可靠，用自己的生命和信

念沟通两岸，不避霜雪。

70年来，中铁二局参建了300多条铁路、

200多条高速公路，还有一大批水利水电、港

口码头、机场等造福于民的基础设施，有多少

像古路村一样的村庄因之受益，不可胜数，有

多少像阿婆一样感念党恩的人，亦不可胜

数。这千千万万的工程，是连通党心和民心

的桥梁，而建设者便是架桥人。我能成为其

中一员，何其有幸。

基础设施是连通党心与民心的桥
梁。——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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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爸，你什么时候回家呀？”

“嗯……估计得春节时哦。”

“妈妈，什么是春节？”电话那头，传来儿

子的声音，让人几度哽咽。

回想起上次回家已是大半年前的事儿，

还是趁出差时请了几天假回家探望。这些

年，我对回家“记忆犹新”，第一次是孩子出

生，第二次是孩子牙牙学语，第三次是孩子学

会走路，第四次……

记忆中，陪伴儿子最长的一次就是他刚

出生的那时候，7天，共48小时。

孩子出生后的第三天，当全家人还沉浸

在喜悦中时，医生查房时突然说，“孩子黄疸

值超高 ，这是我行医20年来第一次遇到黄疸

值这么高的。这样的情况已超出了我们医院

的能力范围，建议你马上转往市级医院。”医

生的话，迅速打破了家人的喜悦和病房的宁

静，我瞬间感觉晴天霹雳，没有来得及去问什

么是黄疸、它的正常值是多少，会产生什么后

果，慌乱无序中办理了转院手续。15时出发

赶往遵义医学院……排队、挂号、听诊，正式

入院已是 21时。护士说，孩子交给我们吧！

衣服、毯子带走，明天9时来听结果。又是一

句话，把我从一个困境带到了另一个困境。

我在医院大厅冰冷的长凳上坐了许久许久。

“不用担心，我孩子送来的时候也这样，

到现在我一个星期没有看到孩子了。这里有

专人看护的。”旁边的一位大哥说。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

意恐迟迟归。”哪有父母不担心孩子的，更何

况儿子来到这个世界才 3天，除了“哇哇”的

哭声，连名字都没有，甚至微笑更没有过。一

阵凉风掠过我的身体，顿时我才清醒过来，但

只能够这样焦急地等待和祈祷上苍！没多

久，得知孩子用了药已经睡了，观察一晚上明

天出结果。那一刻，那颗紧绷的心才慢慢松

懈下来。我感觉到饿，才想起母亲和我一天

都没有吃东西，时间已进入子时。

翌日，母亲和我早早就来到医院前台等

候，焦虑、忐忑、恐慌、不知所措……11时过，

终于喊到我们的名字——

“拿着单子到底楼大厅办理结算。可以

出院了，就是一般的黄疸。”护士说。现在也

无法用语言形容那一刻的心情。记得当时，

我只想跪在地上感谢苍天和祖上积德。

后来才知道，新生儿出现皮肤乃至眼睛

发黄即是新生儿黄疸，产生原因主要是胆红

素的生成过多或是胆红素的排泄减少，主要

分为病理性黄疸和生理性黄疸，而我们恰巧

属于后者，黄疸值 2至 3天开始上升，约 7至

10天开始下降。

时间偷偷地溜走了，孩子已悄然长大，而

我由于工作性质，对孩子的陪伴越来越少；父

母逐渐老去，记忆还停留在母亲健步如飞的

时候，她却早已步履蹒跚。渐渐的，陪伴孩

子、享受孩子童年成长的乐趣，已然悄悄地变

成了一种奢侈和无价。每次回家看到孩子的

成长，看着父母日益苍老的脸和佝偻的背，日

益霜白的鬓发和蹒跚的脚步，心里无比酸楚，

作为儿子没能尽孝，作为丈夫没能相依，作为

父亲没能相陪。人到中年，上有老、下有小，

太多的无奈，唯有藏在心里慢慢“消化”。

记得5年前，一次天河潭之游，孩子却记

忆犹新，还梦想着带上弟弟再游一次，简单的

陪伴，只有照片里留住了美好的瞬间，在孩子

们的欢笑声中，在母亲布满皱纹的眼里飞快

地流逝，最终依依不舍地又一次告别。

还好，网络跨越了空间的距离，把家人与

我时刻连在了一起，然而这种虚拟的空间相

伴不仅仅是距离的疏远，更是难以消去的思

念和难以割舍的陪伴。这种不能相守却又那

么亲密、美好、动人心扉的“陪伴”又意味着什

么呢？是“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的牵挂，

是“共饮长江水，日日思君不见君”的思念，还

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的无

限期盼？

多年来，妻子独自操劳家务活，孩子慢慢

成长，父母望眼欲穿，内心有亏欠，有眷恋，有

遗憾，有酸楚，但惟独没有抱怨。因为，这是

筑路人的人生——自从穿上工装，就选择了

志在四方、筑路天涯。

多年来，家人的支持和理解，是我工作顺

心、安心的保障和力量，是我心灵归宿的港

湾。习惯了，夜深人静时，要么徘徊在项目院

墙边仰望明月，要么伏案于白炽灯下撰写会

议记录和整理当天的工作，唯有拜托“明月”

捎去心底对家人的歉意和祝福。

筑路人的陪伴，心在一块儿，异地天涯亦

是深情的告白和陪伴。

筑路人的陪伴
□刘万胜

我的老家是川东南的一个小县城，位于

成渝沿线，沱江河畔。

小时候，我总会肩负重任，在寒暑假陪同

年迈的外公外婆前往成都的姨妈家，等假期

快要结束，再跟随后继来蓉的妈妈一起回来。

那时，老成渝铁路上的慢火车是我们唯

一的选择。虽然住在县城，我们仍需要走很

远的路到河边乘坐轮渡，才能抵达河对岸的

火车站。那个年代，火车时刻表总在调整，火

车也总在晚点，我的记忆里全是伴随着月色

星空的赶路，以及在火车站里的等待。过路

小站是买不到“座签”的，我总是需要背着重

重的背篓，搀扶着外婆，高声呼喊着身后的外

公，在人群中挤出一条路，努力寻到空座位安

顿下他们，才能得以歇息。拥挤的车厢和漫

长的车程共同编制着煎熬，尤其是列车到站

停靠的时候，兜售食品的摊贩还要拼命挤入

列车，空气中没有一丝风，各种味道夹杂，只

盼着时钟走得快一点，火车快点开动起来。

尽管去省城的憧憬、归家的欢喜是我往返于

家与成都的强大动力，但是那几乎需要耗去

一整天的艰难行程，也让我心生畏惧。

有一次，因为误了火车却又急着回家，我

也曾尝试过乘坐翻越龙泉山脉的慢汽车，耗

去比火车更长时间不算，沿途因为晕车吐得

昏天黑地生不如死的我反复感慨：感恩啊！

还好我的家乡通火车。

初三开学，成渝高速公路通车了。寒假

时，妈妈动员我乘坐汽车，我把头摇得好似拨

浪鼓，晕车的痛苦经历让我宁愿用上 6、7个

小时在火车上慢慢摇。见我态度十分坚决，

妈妈就妥协了。但假期结束，妈妈急着赶回

去上班，加上买不到火车“座签”，想想人挤人

挤死人的痛苦，妈妈坚定决心：必须去尝试一

次高速公路。我记得那天早上，我们抵达了

当时看来十分气派的五桂桥汽车站，心情却

如同奔赴刑场一般，恐惧和焦虑并存。从坐

进汽车的那一刻开始，我就始终紧闭着双眼，

生怕多看一眼，就会让我头晕目眩，没想到，

没过多久，我竟然睡着了！待我醒过来，汽车

早已在高速公路上飞驰了！那山，那树，那

路，呼啦啦地往身后跑，我安稳地坐在座位

上，贪婪的看着窗外。车开得很平稳，我竟然

没有晕车的感受，而到达家乡车站时一看表，

竟然只用了两个半小时！天啦！这么舒服，

这么快！再不去坐慢火车了！

大学毕业后，我在成都工作并安了家。

从此，成渝高速公路、老成渝铁路联系着的不

仅是省城和家乡，更是我的小家庭，和我亲爱

的妈妈。伴随私家车的加入，偶尔乘坐提速

后的普通火车，行程时间在 1个半小时、2个

半小时、4个小时之间变化着。直到成渝高铁

通车运营，彻底改变。“简直没想到，真的只要

半个小时就到了！”第一次乘坐高铁到成都的

妈妈一出站就兴奋得不行。有过搭乘高铁的

经历，深知高铁的快捷舒适，只是没想到，自

己最常往返的区间，也成为高铁线路网络的

一段。从此以后，妈妈再也不乘坐长途汽车

了，出行前交代我在“12306”提前买好票，算

准时间出发，也再不需要在车站做任何无谓

等待了。妈妈还常叮嘱我：你也别开车回来，

高铁快，安全，还不累！我自然是欣欣然响

应。工作期间好几次去同样位于成渝线上的

简阳出差，搭乘的是始发成都、终点即是老家

的列车，满车厢都是浓浓的乡音，那种兴奋而

激动的心情真的是溢于言表。

家与成都，成都与家。空间的距离，从来

没有发生过变化，而用时间做丈量，却翻天覆

地。

这一切，归功于三条线路的建设！

老成渝铁路，新中国第一条铁路；成渝高

速公路，全国最早通车的高速公路之一；成渝

客专，在新时期以新形式再次将川渝连接在

一起。

骄傲！我所在的企业是这三条线路伟大

的建设者，光荣的参建者，为祖国的基础设施

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自豪！工作后的我赶

上了成渝客专建设，无数次奔赴施工一线，难

忘的奋斗画面长存于我的脑海；幸福！三条

线路，两端是成都和重庆这繁华的大都市，我

的家乡都荣幸地成为了线段中的一个点，和

若干个阔步向前的小小县城紧紧串联。

作为这三条线路的建设单位成员和受益

者，我愿意和我的企业一道，和我们伟大的祖

国一道，用我们所有的智慧和力量，去为空间

赢时间，让心与心的距离，不再遥远。

她
到
工
地
来
看
我

陈
珊/

摄

用时间丈量距离
□夏开宇

漫步流溪河畔，伴着习习微风望向八月的晚霞，深蓝色

里镶嵌着金色的云朵倒映在流溪河碧波里，月影错落间遥

见流溪河特大桥高大而深邃的身影伫立于前。此刻吊车挽

起手臂、钢筋不舞、水泥不蹦……寂静间身边好友偶然一

问：“青春放在工地值得吗？”一年多来生活在工地、工作在

工地的经历，伴着清冷的河水拍打着我，我开始思索投身基

建的意义。

去年的 8月 14日，我独自一人拉着比自己还重的行李

从磨万一路奔向广州。回国的路终是少了出国时 5人同行

的热闹，带着些许落寞。穿越热带雨林时，望着看不到太阳

的大山、绿得阴森的树、路边时而走过的大象……我就像林

间惊飞的小鸟一样，紧张地握紧双拳随着摇摇晃晃的小巴

车来到西双版纳，此刻中秋未至月已明亮，月影斑驳中来不

及欣赏傣族风情便昏昏睡去。原以为只要到国内我就没什

么可害怕的了，然而命运就喜欢捉弄人——从西双版纳到

昆明再转机到广州时，飞机愣是在广州的上空降不下来。

盘旋、颠簸、摇晃中我紧闭双眼，脑海里回响了一万遍“我要

回家，我的人生才刚开始，我还没找到青春的意义……”大

约1小时后飞机飞向了长沙，检修、起飞、着陆，经历三次起

飞、三次降落后我终于平安到达白云机场，此刻机场外我的

师傅、闺蜜已经等我整整4个小时了。

整洁的蓝色衬衣、黑亮的皮鞋，高高的发际线下清晰可

见太阳的痕迹……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师父，激动得仿佛见

了亲人一样，瞬间觉得自己安全了。或许缘分就是从等待

的这4个小时开始，是感动更有一份恰似家的温暖抚慰了远游的心。

8月的广州气温高得认真，温度监测表上傲娇显示的42度高温给瘦小的我

灵魂一击。第一次迈入流溪河特大桥钢栈桥便体验了一把热浪灼身的感觉，

安全帽下小小的我早已缩做一团，怯怯生生跟着师父，我与新工地的第一次见

面就这样开始了。师父常说要勤上工地、多挖掘亮点、多写宣传报道……此前

虽说在磨万项目初识工地模样，但鉴于时间太短未曾真正领略隧道风骚略显

遗憾，初来空港项目便真切感受到蓝天白云映衬下流溪河特大桥的风采：吊

车、旋挖钻、打拔机好不热闹，电焊工、钢筋工、模板工大哥辛勤劳作。为了记

录工地最美时刻，怕晒、怕黑的我在做好防护后慢慢下得了深基坑、爬得了钢

箱梁，慢慢了解工程后我就着手开始学写宣传报道了。都说青春因选择而耀

眼，因奋斗而精彩，常听师父讲起他学习、奋斗的岁月，如数家珍般讲起曾经参

建的工程，严肃的眼神不经意间泛起自豪的神情……20多载工地岁月，这份坚

持与自豪之情不经意间化解了我青春的惆怅，带来前行的力量。

如白驹过隙般，一年见习期伴随着定职定级考核就这样轰轰烈烈地开始、

紧张而忙碌中结束。都说女儿是水做的，但是上工地的女儿必须是钢筋做的，

没有一颗刚毅的心如何前行？见习的这一年里更多的是一场心灵的修炼，是

一次永远保持学习激情的磨炼，没有对自我事业的追求、没有奉献青春的觉

悟、没有以工地为家的信念怎敌骄阳似火、岁月悠长？

以企为家，踔厉奋发，趁青春我们定当携同心聚力前行！

用纸擦了擦额头上的汗珠，想着

终是回到成都了，这扑面而来的湿

热，让我突然有些想念西昌那干燥清

新的天气了。在忙完文件交接和差

费报销之后，我终是闲了下来，有机

会来讲一讲这次有些不平凡的旅途

了。

2020年8月23日，一个本该属于

熟睡的假日清晨，我乘车离开成都，

踏上了去往西昌的路途。这是作为

见习生的我第一次跟着师父去出差，

心里还有些许激动。本以为此次去

往西昌恒大滨河左岸项目只是一次

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出差任务，想着

工作之余还能去看看西昌的风土人

情，却没想到此去山路万重，烈阳万

丈，荆天棘地，困难重重。

因为前段时间四川境内连续暴

雨的缘故，成都去往西昌的高速公路

被封了，我们迫不得已只能走以前的

老路。听说老路上到处都是塌方和

山体滑坡所留下的痕迹。

不出所料，在石棉去往西昌的山

路上，我们遇到了许多处还未清理完

的塌方现场，路旁堆积着无数碎石，

道路也被冲得有些坑坑洼洼，连路边

的护栏也失去了踪迹，没法再保护来

往车辆的安全，两边的车辆通过时只

得小心翼翼，不然就会跌落山崖万劫

不复。

在山崖上摇摇晃晃了几个小时

之后，来到一段又窄又陡的破碎路

面，短短几百米的山路堵了一个小时

左右，我也因此得到了些许喘息的机

会——领略到与成都截然不同的风

景。那是湛蓝、雪白与墨绿的艺术，

它们在热烈的太阳与娇弱的风的作

用下，相互融合，相互交织，犹如一幅

文艺复兴时期的美丽油画。

在经历了无数次上山与下山、加

速与减速的双重折磨后，我们终于是

重新回到了去往西昌的高速路上。

而这次的风景相较于在山间，就更加

迷幻了。天空宛若一条湛蓝大河，云

在山间聚集，犹如浪花的白沫。这幅

景色使我忘掉了在山间行驶所积攒

的劳累，转向了对于西昌的向往。

毕竟此次来西昌的目的是工作

而不是旅游，故而未能看见西昌最美

丽的邛海，虽说有些许失望，但忙碌

之后这些失望也随着西昌夜晚的清

凉慢慢消逝。

说到忙碌，此次西昌项目塔吊的

安装也是一波三折。本以为前期工

作已经完成得差不多了，就只剩下文

件签署和安装场地的检查，然而事实

并不是这样一帆风顺。因为一些意

外的因素，项目上的一些手续一直都

没有办好，我们无法安装塔吊，只能

在项目部、安监站与监理单位之间来

回协调，询问要求，打听情况。无数

次的修改方案，终是找到了解决办

法，到现场后又与施工人员交流、沟

通，甚至亲自开起了装载机，终于解

决了塔吊进场所需临时用道的问题。

西昌的天空万里无云，万丈烈阳

照射在大地上，每个人都被犹如火焰

的阳光所灼烧着，皮肤发出阵阵刺痛

感，在这样艰难的环境下，塔吊的安

装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安装前一天

为 20吨吊车所修的路面，又临时使

用 50吨吊车，显然不能承受其重，现

场所堆积的杂物也影响着塔吊的安

装，于是又花了半天的时间去和现场

沟通解决问题。所幸安装师傅们凭

借丰富的经验，沉着应对现场复杂的

安装环境，顺利地完成了安装作业。

此时，虽然我们每个人的皮肤都被川

西高原热情的阳光所晒伤，但望着那

慢慢升高的塔吊，听着塔吊转臂、提

升发出的嗡鸣声，心中的自豪感油然

而生。

在回成都的路上，脑子里突然冒

出不知是谁说过的一句话：“做工作

就是要去解决问题，而不是嘴里抱

怨，手上不行动。”这次的西昌之行我

算是真正理解了这句话。望着渐渐

远去的群山，我想，或许这一路上收

获的不只是美景，也是战胜困难之后

的成就感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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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昌行
□刘 超

今天, 您送来了金风飒爽

今天,您迎来了桃李纷芳

是您,将我们无知的心灵点亮

是您,升起了我们高远的梦想

是您，用心血浇灌用生命乳养

是您，常披星而来常戴月而去

您是大桥

让我们走向收获的峰巅

您是青藤

指引我们采撷到崖顶的灵芝

您是火种

点燃了我们的心灵之火

您是石阶

承受着学生步步向上攀登

一面黑板

写下的是殷切的期望

一间教室

做的是教书育人

一支粉笔三尺讲台

呕心沥血育花苗

清清淡淡无悔无怨

皱纹记录了桃李芬芳

那一个个奔跑的身影

是您用双手托起的太阳

致敬教师
□周云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