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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前有只母鸡嘟

嘟，她天天抬头望着天

空，看着喜鹊、鸽子、老

鹰……从她头顶飞过，

她好想跟着他们一起天

际遨游。

可她最多也只会扑

棱翅膀，在草地上滑行

一点点的距离。于是她

不停地从谷仓屋顶往下

跳，但后果也可想而

知，反而让她对飞行越

加渴望！山羊爷爷看不

下去了，他便对嘟嘟

说：“你应该多多下蛋，

还得好好照顾小鸡，你看你的小

鸡都瘦骨如柴了。”可嘟嘟还是

执迷不悟！

有一天，她像往常那样拍打

翅膀，突然感觉身体越来越轻

盈，她发现树，房子，人，地面上

的一切，都变得越来越小，离她

越来越远…她这才发现她真的

飞起来了，而且越飞越高，云朵

像棉花一样从她身旁掠过，感觉

离太阳月亮近在咫尺。她不由得

欢呼雀跃起来，还念念有词：“会

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会飞的

感觉可真好啊！

她不由地心想：我以前总是

被那些鸟类瞧不起，现在终于

咸鱼翻身了。我成了第一只会

飞的鸡，明天肯定能登上“鸡族

日报”。

正当她暗暗自喜之时，前

方的鸽群也注意到了她的存

在。他们回过头来，惊讶地问嘟

嘟：“嘟嘟你怎么在天上了呀？

你真是古今天下第一鸡了！”嘟

嘟说：“那是当然，我肯定是最

厉害的！”鸽子急于赶路，便告

别了嘟嘟飞走了。

飞了一会儿，嘟嘟突然发现

地面上怎么有一个一模一样的

自己，她被吓坏了，翅膀突然像

灌了铅一样重，还径直往下坠

去，她的心霎时提到了嗓子眼。

她真怕一摔下去，粉身碎骨，她

只好使出浑身解数去努力扇动

翅膀，可身体却还是一点点地往

下沉……

她突然撞到了地面上的自

己，羽毛翻飞，一下子被惊醒了：

“还好，我还在床上，我只是做了

一个梦！看来飞不是我的本领，

我还是要干自己力所能及的

事！”后来她再也不沉迷于飞行，

而是精心照顾好自己的小鸡，很

快变成了优秀的母鸡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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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走过的是岁月，留下的是

故事，期盼的是远方。生命中总有

一段经历让人铭记，总有一些情感

让人感动，总有一种力量催人奋

进。我曾是桐中学生，如今是桐中

老师。我的女儿女婿都从桐中毕

业，女儿还是我的学生。我与桐中

结下了不解之缘。我熟悉母校的

一草一木、一庭一院，了解母校的

名师名生、历史典故。母校熏陶着

我，温暖着我。母校不仅是我现实

的家，也是我灵魂的家。

在母校 120 周年华诞到来之

际，校友们竞展风流，深情讴歌，诉

说着各自的桐中故事。这些精彩

的故事感染着我。我与不少桐中

校友保持着联系，交往当中常常

被浓浓的校友情感动。正是这份

感动驱动着即将退休的我坚定地

向前看、往前走。

校友情像水一样执着
滴水穿石，水至柔、至韧、至

坚。我们的校友就是以水一样坚毅

的韧劲、执着的情怀，一点一滴地

助力母校教师的发展和学生的成

长。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

活水来。”校友们从自身成长中领

悟到师聪弟子明，名校靠名师。他

们致力于让教师的梦想生根发芽，

让教育的情怀落地开花。为打造

母校优质的教师队伍，他们矢志不

渝。陆大道、吴曼青、杨善林等校

友尽管科研任务繁重、时间宝贵，

仍挤出时间回到母校讲坛，或传播

新思想新理念，开阔教育视野；或

开展励志教育，激发教育斗志；或

科普前沿知识，传道授业解惑。一

位老校友说：“教育是一种慢的艺

术，慢工出细活，急不得，需要耐

得住寂寞，静待花开。”针对当下

县城高中教师现状，方复全校友提

了多条提升教师素养和业务技能

的真知灼见，可谓字字珠玑。上海

校友会反复调研，启动全员培训工

程，利用三个暑假邀请全校老师在

华东师范大学分批培训，开设专家

讲座、高端论坛等，给重返大学校

园的老师们输送教育养料。许多老

师感慨地说：“校友用心良苦，我们

只有砥砺前行，才能不负所盼。”

君子如玉，如切如磋，如琢如

磨。教书育人，亦是如此。北京等

地校友围绕新课程、新教材、新高

考开展图书捐赠活动，他们想用阅

读丰富教师的精神生活，并激发老

师对新时代教育教学的深度思考。

疫情防控给教育教学提出了新要

求。高考在即，当年的高考状元、

心理学专家许金明校友通过空中

课堂，为学弟学妹开展心理疏导，

减压排忧，与高三毕业生分享高考

经验和应试技巧。

交流是整合资源的有效途径，

合作是通往成功的必要条件。各地

校友推介搭桥，北京大学、中国科

学技术大学、北京理工大学、湖南

大学、上海财经大学等数十所高校

的优质生源基地、钱学森班相继落

户桐中，这不仅扩大了桐中的朋友

圈，还筑起了互利双赢的新格局。

一溪一石皆为景，一举一动总

关情。校友悠悠深情，恰似桐溪塥

水，永朝永夕，永不回头。崔波校

友说得好：“是母校培养了我，我

要感恩母校，愿意终身为母校服

务，当下对我来说没有比这个更有

意义的事了！”

校友情像土一样质朴
土很质朴，但滋养万物。我们

的校友把根深深扎进生于兹长于

兹的肥沃土地里汲取营养，又以土

一样朴素的方式反哺母校。

校友们认为，母校有引以为傲

的历史，也应有光辉灿烂的未来，

我们要立足桐中看桐中，跳出桐中

看桐中，更要放眼世界看桐中，推

动母校传承文脉、勉成国器，这是

时代的呼唤，也是校友的责任。从

理念引入到资金支持，从把脉问诊

到开方抓药，校友对母校的支持持

续推进。桂四海校友助学金、上海

校友东方明珠奖、南京校友国器奖

等先后设立，为品学兼优的贫困生

撑起一片爱的蓝天。彭志恩校友注

资 100 万元设奥锐特教师奖，又出

资近百万元资助教师赴澳大利亚、

新西兰培训，今年再次为母校捐资

500 万元，专项用于新校史展览馆

及校庆重点工程建设。为聚集校友

资源，开启校友回报母校新通道，

桐城中学校友会、基金会相继诞

生，首任会长刘珍贵、理事长张文

明率先垂范，引领一批校友乡友慷

慨解囊，短短几个月筹集原始基金

200 万元。李承友校友匠心独运，

注资 1000 万元设立教育发展专项

基金，为桐中高质量发展助力加

油。

拳拳校友心，浓浓母校情。一

位校友说：“母校的点点滴滴，虽未

时时想起，但从未忘记。一旦母校

有需要，尽绵薄之力义不容辞。”

2016 年桐城发生特大洪涝灾害，

校友们牵挂家乡、牵挂母校、牵挂

学弟学妹，北京、广东、合肥等地校

友纷纷捐款捐物，一份份保障物资

送到受困家庭，一份份爱心洒向莘

莘学子心田。脱贫攻坚战打响，合

肥等地校友主动加入母校的帮扶

队伍，或为当地学校更新教育装

备，或为扶贫村销售茶叶，或为“两

不愁三保障”提供资金支持。

一阁一亭皆品质，一言一行吐

心声。2021 年 4月，李承友校友携

家人访问母校时，对两位年幼的孙

子说：“这是爷爷当年读书的学校，

是最好的学校。你们无论走得多

远，还是桐城人、桐中人。”朴素、真

诚、坦率的情感像桐城富锌的土

壤，滋养着家国情怀的种子，随万

物生长，必将绽放出生命的精彩。

校友情像火一样热烈
火灵动、飘逸，是光明的象征。

当我们深深凝视火的时候，一股巨

大的力量会在心中升腾。桐中学子

正是以火一般的热情服务国家、社

会，从而照出真我。不仅如此，他们

还以一颗火热的心为母校的荣耀

增添一道道光束，让“勇当大任，志

在争先”的桐中精神熠熠生辉。

走进桐中门就是桐中人，走出

桐中门还是桐中人。吴良兴老师是

桐中的一面旗帜，爱生如子，学生

也视他为父。程和平校友隔三岔五

地向年迈的吴老师嘘寒问暖，只要

回桐城总要看望吴老师，科研上取

得成果也即时报告给吴老师。他常

说：“吴老师就是我们的父亲，父爱

如山，在任何时候都能让我们有所

依靠。”为了给在外地求学的桐中

学子有一个温暖的家，北京等地校

友坚持举办新生新年联欢会，上海

等地校友会成立了教育、医疗、创

业、金融等行业小组。为给近邻校

友提供更多智力支持和人文关怀，

粤港澳三地校友整合校友资源成

立大湾区校友会，为广大校友创业

创新创造提供了新的加油站。

母校 120 周年大庆筹备工作

有序推进，各地校友闻风而动、主

动请缨。他们说：“我为校庆，精彩

有我。”彭寿、吴曼青、毛万标、方

无、朱荣生、蒋天赐、潘健等各地

校友代表先后回访母校，对校庆工

作献智出力。300 多位校友捐赠珍

贵的艺术作品、史料物件，用独特

的方式回馈母校，表达对母校校庆

的全力支持。北京、上海、广东、合

肥、桐城等地校友乡友主动认领校

庆建设项目。北京校友会承担了“绝

对”下联征集评选项目，成立专班对

近 8000 幅下联进行遴选，定细则、

制标准，字斟句酌，一丝不苟。“我与

桐中的故事”征文，激发了广大校友

的极大热情，稿件像雪片一样发往

上海。桂飒斌校友不辞劳苦，日夜编

审，将一篇篇温情满满的美文佳作

献给读者。为了给“我与桐中的故

事”取一个优雅得体的书名，征文组

反复比选数十个候选书名，难以取

舍。2022 年 5月 11日晚召开视频

会议，大家各抒己见、交流碰撞，最

终产生“半山钟声”的火花后，大

家开怀大笑、拍案叫好。为全面、

精准地再现桐中 120 年的光荣历

程，京津沪等地校友与母校先后召

开十多次会议，群策群力，精雕细

琢新校史展览馆。

我到过北上广等繁华都市，走

过长三角等发达地区，去过黑吉辽

等老工业基地，上过青藏高原等西

部边陲。这些地方都有我们的校

友，他们视我为亲人，待我为嘉

宾，他们的热情让我自豪又激动。

我深知，这一定是源于他们对母校

最深沉的爱。

一树一藤都是画，一生一世永

相随。校友情如曲如歌，弹不完、

唱不尽。亲爱的校友，认识您，我

很快乐；认识您，我很幸运。你我

同是桐中人，我走过你们走过的母

校的路，吹过你们吹过的母校的

风，这是缘分，是情分，于我而言

更是一份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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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今年 10月 4日是安徽省桐城中学 120周年华诞。

桐中秉承“勉成国器”之校训，一百二十载风雨兼程，兴贤育

才。 原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原文化部部长黄镇，全国政协

原副主席、农工民主党首任主席章伯钧，民国时期北平市首任市

长何其巩，美学大师朱光潜，“两院”院士孙德和、慈云桂、陆大

道，著名核物理学家疏松桂、方正知，哲学家方东美，古典文学专

家马茂元，著名作家方令孺、叶丁易、舒芜，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

中央委员会委员、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原书记储波，少将曹新国、

张国威、程尚武等，都曾就读于此。

值此，桐城中学 1985届校友、现任副校长周治先生撰文《有

一种感动叫校友情》，以纪念建校双甲子之盛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