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仰之弥高，钻之弥坚 
 

（2017 级博士研究生：舒淼） 

 

这几日翻阅昔日的摘抄，《师说》一文映入眼帘。又恰逢教师节将至。饮其

流者怀其源，学其成者念吾师。 

初遇导师，在二零一五年八月。我恰巧来到上海，便约好时间，拜访下未

来几年的科研领航人。司锐老师面容亲善，鼻梁上架着应有的眼镜,和我猜想的

形象相差无几。他很认真的介绍了课题组的现况、未来的发展，以及了解我的家

庭、学习、经历。三个小时的交谈，甚欢。我内心小小窃喜，遇到了一个友善的

导师，以后学习一定很轻松。然而一切只是想当然。 

初为研究生，面对纳米催化这个陌生的领域，看着“多相反应动力学”相

似不相同的方程式晦涩枯燥，看着各种“吸附等温式”的假设理论一脸惆怅，看

着“H2-TPR”、“XAFS”等催化表征词汇不明所以。那时的我，犹如刚入学的孩童，

举足无措，不知道该干什么，甚至不知道它有何用。渐渐心灰意冷，觉得自己选

错了方向，甚至有了辍学的念头。 

当研究生一年级在中科大学习时，我整日惆怅不已的时候，司老师开始展

露他细心负责的态度了。刚开学，就计划性的安排我每两周精读一篇经典文献，

从文献中延伸学习，摸索专业词汇，研学表征方法，然后将阅读成果做成 PPT。

周末通过 QQ 语音，实时同步播放 PPT，进行文献报告，报告既要有文献重点内

容，还要有自己的见解和收获，他还会提问和考察专业知识。 

于是，在司老师一步步“紧逼”中，我不得不开始规划自己每天的学习日

程，合理而充分的安排学习生活，开始由浅而深地借阅基础教材，由经典到最新

的阅读文献。渐渐地，我没有时间去焦虑，更没有时间去松懈。刚开始我觉得科

研迷茫、而导师布置的是被动的任务。但每当我开始在课堂上能听懂教授们的讲

解时，在阅读文献时看到专业词汇不晦涩时，在听报告时能判断课题创新点时，

我开始一点点地喜欢上自己科研领域，认同了它的社会价值。 

司老师的科研风格，对我影响深远。提前安排，让我有条不紊的去完成，

还能保证质量。对待细节的注重，让我明白细节决定成果的重要性。循循渐进的

引导方式，让我明白“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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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燮有诗云：新竹高于旧竹枝，全凭老杆为扶持。学高为师，德高为范。

有司老师的严谨负责，才树立了我正确的科研态度。也正因为司老师的以身示范，

使得我在生活里也精于计划。 

从懵懂无知的孩提，到个性张扬的少年，再到渐进渐稳的青年，求学的二

十载里，邂逅了诸多师者，他们或年迈，或青春，或肃穆，或温柔，或博学，或

风趣。他们虽众生模样，但却皆为我师。 

因师者的存在，才有我辈的成长和社会的发展。为学莫重于尊师，感谢这

些树人者的谆谆教诲，使我向阳而生。 

 

 

 

心育桃李，妙手著文章 

 

（2016 级硕士研究生党支部：崔勇） 

 

“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从晨曦的微光，到暮色的斜阳，再到寂静

的深夜，漫漫科研生涯里，我们驰而不息，久久为功。陪伴我们从青涩稚嫩走向

成熟稳重，随时给予我们方向与力量的，正是我们的导师。教师节到来之际，纵

使千言万语难以汇成我们对老师们的感激之情，于是寥寥几笔写下心中所想，以

为纪念。 

2015 年的春天，那还是我在大三的时候。有一天《原子核物理》答疑课，

我和德高望重的胡老师聊了起来，闲谈间我问他，我们学院为什么不建造一座反

应堆，开展核能研究呢？胡老师毕竟育人无数，没有斥责我这问题的天真。他只

是说，核能研究需要一个高精尖的技术团队引导学生钻研，持之以恒，终有突破。 

转眼间秋天到了。怀着对先进核能研究的向往，我被母校保送至上海应用

物理研究所学习，师从蔡翔舟研究员和陈金根研究员。两年来，从本科毕业设计

到在科大理论学习，到现在入所开展课题研究，点点滴滴渗透着两位老师的关爱、

鼓励与支持。老师的期许我感到压力，同时更让我充满动力，让我在未来的科研

之路上能够披荆斩棘、一往无前。 

4 
 



 

2011 年的春天，对于上海应用物理研究所，可能来的特别早。也就是在这

一年，中国科学院启动“未来先进裂变核能-TMSR”战略性先导专项。彼时，我

还在高中读书，物理老师讲到波粒二象性、氢原子光谱、核裂变的时候，我也梦

想有一天能接触这些深刻改变人类社会的知识；而在两千多公里外的上海，两位

老师作为相关课题负责人，已经带领一帮年轻人向“第二核纪元”进发。 

历史的印记总是值得回味。翻看课题组毕业的师兄师姐的学位论文，不但

可以看到学科的发展，更能看到两位老师诲人不倦、孜孜以求培养学生的历程。

在致谢部分，师兄师姐们有人怀念专项预研阶段和老师一起熬夜写本子的经历，

无论多么忙碌，无论前一天工作到多晚，两位老师在对学生进行工作指导的时候

总是精力充沛并且全身心投入；有人感恩蔡老师的温和，有人感恩陈老师的严厉，

温和与严厉，区别于方式，却统一于对学生的体贴关怀和严格要求；有人怀念被

老师派到清华核研院、西交核学院学习交流的经历，两位老师总是尽可能为学生

创造学习机会，争取学习时间。和大学不同的是，研究所的老师既要考虑培养学

生和学科建设，还有大量的工程任务需要完成。两位老师一路走来，始终如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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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所两月有余，办公室、食堂边、饭桌上……处处留下了蔡老师和我讨论

的身影。尽管刚回所的我还是白纸一张，有时候提出的问题也会很肤浅，但是蔡

老师总是语重心长地指导我挖掘创新点、整理逻辑、仔细分析。他缜密的思维、

对科学问题的深刻考虑让我在迷茫的时候有了信心，在方向偏离主线的时候及时

重新定位，在低估问题难度的时候沉淀下来，冷静思索。当我担心在组会上讲的

不好的时候，他说讲得不好没关系，关键是要有自己的思考。蔡老师平时很忙，

经常出差，同时还为复旦大学本科生教授《反应堆物理分析》课程。记得大四的

时候给他打电话，几乎每次他都是在会场上接的，尽管事情很多，但是他总是耐

心细致，循循善诱。今年春天，蔡老师还专程安排我回所讨论，为未来的工作提

前布局谋篇。 

很早的时候就听说过中科院“兰大军团”，那些在学术界响当当的名字，都

有一项共同的履历——毕业于兰州大学。陈金根老师和我同为兰州大学校友，相

处间隐约可以感受到一些兰大人的气质。他对工作一丝不苟，对学生严格要求。

我也曾起的很早，每次都可以在刚开门的食堂见到陈老师，他对工作忘我的投入，

值得我们每一位学生学习；回所后有段日子我苦于研究方向的选择，陈老师多次

和我深入交流，讨论技术细节、学位论文框架，并且耐心地鼓励我要有信心，放

眼国际和国内，继续调研，同时勉励我向已经毕业的优秀师兄学习。他常常告诫

我们，做科研要注重逻辑的严密性，要多想、多看、多算、要“取法乎上，得乎

其中”。老师的谆谆教诲和殷切鼓励我将铭记在心，在科研之路上努力践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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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其流者怀其源，学其成时念吾师”。多少次我也憧憬着完成学位论文，

和导师走过毕业典礼的红毯，那将是人生庄严而又幸福的时刻。通向胜利的道路

注定是崎岖不平的，这其中一定有哭、又笑，有失望、也有希望。我相信，有老

师们的正确引导和自身努力，最后的我也能登上无限风光的险峰！ 

核能研究的对象从中子延伸到整个反应堆，物理到工程，微观到宏观，变

的是物质层次和尺度，不变的是对物理本质的深邃理解和严谨细致的治学作风；

多年来，学生一届届培养完成，80后到 90后，核数据到钍铀燃料循环，再到物

理热工耦合分析，变的是面孔和研究方向，不变的是对学生的悉心指导和殷切希

望。 

 

《麻省理工学院科技评论》关于中国 TMSR 的报道配图 

“丹心育桃李，妙手著文章”。这既是我的两位导师的真实写照，也是整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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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应用物理研究所，乃至整个中国科学院奋战在科研与教学一线的众多老师的

真实写照。纵观国际国内诸多大科学工程的发展，都会经历漫长的研究与建设周

期，我也会跟随我的导师，与整个 TMSR 团队一道，为迎接第二核纪元的到来，

为在距离橡树岭数千公里之外的上海实现钍基核能的光荣与梦想，而继续努力奋

斗！ 

 

 

 

 

老师，我想对您说 
 

（2016 级博士研究生党支部：宋三召） 

 

人们常说：能力越大，责任越大；而能力大着，所付出的精力时间将比平常

人更多。每一次成功的背后都包含着巨大的辛苦和努力，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

更没有不经努力的成功。 

在我心中一直有一个榜样，每当自己实验不顺感到懈怠时，总是能想到一个

人忙碌的身影。他几乎每晚都是十二点以后才休息的，如果遇到出差或者有重大

事情的时候一天可能就休息三五个小时，他一直是我敬佩的人，他就是我的导师

王建强老师。 

我记得刚入所的时候，王老师带我到每个实验室转、带我熟悉实验室的仪器、

认识同课题组的老师和同学；王老师亲自制定我的研究方向，实验过程中当我有

问题的时候总是第一时间的帮助我；当我考虑进研究生会的时候，我有征求过王

老师的建议，老师认为这不但不会耽误我的科研，而且是一个锻炼的好机会，我

就欣然接受了，在学生会的几年里，自己各方面确实得到了锻炼。每当我要做什

么事情的时候，王老师在言语上，行动上一直都支持我的想法。这让我不仅科研

上有所收获，同时也提高了我从容面对各种问题。 

自从王老师当上了熔盐部的主任后，他就更忙了，几乎每周都是在出差。记

得今年六月份的时候，老师在所里的时间不到 5天。每当深夜给老师发邮件，老

师总是第一时间给回复，这让我们在感动之余又有点担心，这么累的工作他的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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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能否承受的住，周六周天还要不停的加班，我不知道是什么的信念让他有如此

的毅力。记得有一次老师凌晨三点到浦东机场，但在早上八点半的时候，他又出

现在我们的组会上，认真又热情的给我们指导工作。有时候我就想这样的老师都

不能成功，还有谁能成功，天道酬勤，愿老师越来越好。 

人，应该常常怀着一颗感恩的心，感恩是一种生活态度，是一种品德是一种

思想境界，古人说得好：“滴水之恩，应当涌泉相报。”教师节了，老师我想对您

说：希望老师身体健康，工作顺利，家庭幸福。 

 

 

致上海应用物理研究所导师们 
 

（2016 级博士研究生党支部：宋三召） 

 

您志学扬芳，教书育人，以桃李满天下为荣，以兢兢业业为己任，数十年如

一日，辛苦勤劳，不求回报，如蜜蜂般默默地付出。 

您教我们读书识字解意，以孔孟老庄、李杜王白等先贤圣人为准，使我们内

心得以有榜样、有信仰，知道交友当知心，知道致学当专心，知道不可畏惧艰难。 

您教我们数字算法，让人们的生活更加便捷，科技发展更加迅速，世界更加

有序。您教我们赏诗鉴画，让生活多了艺术，多了点缀，多了美丽。 

您教我们奋而启，方成器。只有努力过的人才会恋上勤奋后的美好，只有奋

发过的人才会知道强大后的快感。您教我们读万卷书更当行万里路。所谓踏行千

山，只有走过的人才知道沿途的风景和山水之间藏着的哲理。 

古有孔老夫子游历八方，开华夏两千年教育先河；而后更有嬴驷师卫鞅法制

强秦，奠定华夏两千年法制基础；汉武帝师董仲舒尊儒术，尊大汉帝国同时开道

德法制先河。 

而今有老师教书育人，品节如杜若兰芷，芬芳馥郁，为国家、社会创造人才，

给这个社会注入智力、创新、和新鲜的血液。 

老师，我想对您说，您是伟大的、美丽的！您值得我们所有人的尊敬，我们

也将会是您的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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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节—感恩有您 

 

（2016级博士研究生党支部） 

 

时光荏苒，光阴似箭。转眼间送走了柳绿花红的春，酷暑难耐的夏。丹桂飘

香、秋高气爽又到了收获的季节！千百年来，以渔樵耕读为代表的农耕文明让世

代炎黄子孙都熟悉着春耕夏耘秋收冬实。秋天是收获的季节，秋天也是感恩的季

节。感恩大自然的馈赠，感恩家人的付出，感恩一路上良师益友的帮扶。 

老师在一个人的成长过程中尤为重要，《师说》有云：“古之学者必有师。师

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惑而不从师，其为惑也，

终不解矣。”此外“国将兴，必贵师而重傅”，“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人有三

尊，君父师是也”等等。这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尊师”的道德观念。 

1985 年，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通过了国务院关于建立教师节



的议案。自此，中华民族自古以来的尊师重道的优秀传统被广泛传播。 

《宋史·杨时传》记载这样一个故事：说的是宋代学者杨时，有一次遇到难

题，与同学游酢一起到程颐家去请教。此时，天正下着大雪，程颐正在午睡，为

了不打扰老师，杨时、游酢两人便静静地站在门外等候。不知过了多久，程颐醒

来后，门外积雪已有尺把厚，他发现两个“雪人”毕恭毕敬地侍立着，十分感动，

立即招呼入门，这就是著名的“程门立雪”故事。 

《张良拜师》说道，张良曾经要刺杀秦始皇，失败后，潜藏在下邳。有一天，

张良见到一位老翁，老翁将鞋坠落桥下，让张良下桥去捡。张良很不情愿将鞋捡

上来并给老翁穿上。老翁让他 5天之后再到这里来。两个 5天后，张良都没有赶

到老翁之前来到此处。第 3个 5天后，张良终于在老翁来之前来到桥上。老翁交

给张良一本书。张良读了之后，当上了刘邦的高级参谋。 

鲁迅对启蒙老师寿镜吾一直很尊敬。他 18 岁到南京读书，每当放假回绍兴

时，总要抽空看望寿先生。1902年至 1909年，在东渡日本留学的 8 年间，他经

常写信向寿老师汇报自己在异国的学习情况。一次，他奉母命从日本回绍兴办婚

事，仅在家中停留了四天，但他仍在百忙中抽时间专程探望了年逾花甲的寿先生。

鲁迅在日本还拜章太炎先生为师学文字学。章太炎先生逝世后，他连续撰文两篇

纪念。 

1959 年 6 月 25 日，毛泽东同志来到阔别 32 年的故乡韶山，特意邀请自己

在私塾读书的老师毛禹珠一起吃饭。席间毛泽东热情地向老师敬酒，毛禹珠老先

生说：“主席敬酒，岂敢岂敢！”毛泽东笑着回答:“敬老敬贤，应该应该！” 

这些故事生动形象地记叙了莘莘学子不辞劳苦，虔诚拜师的历程，也展示了

师者德高望重，悉心育人，传道授业的崇高的思想境界。古人的这种“尊师重道”

精神很值得我们现代人学习。 

“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

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

球，则国雄于地球。”短短几句《少年中国说》激励了一代又一代青年学子努力

拼搏，为国争光。而这其中又有多少师者付出的艰辛。说是职责所在怕是有些牵

强，“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儒子牛”

这样的诗句可能才能略表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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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教师节又到了，在此，我代表所有的学子向所有从事教学一线的辛勤

园丁道一句：老师您辛苦了。感谢您的付出，感谢您的关怀，感谢您的帮助，感

谢您为我们所做的一切。请接受学生美好的祝愿，祝您教师节快乐！ 

 

 

 
致青春 

 
我试着回忆，也开始细数成长，但千尘尽去，杂念抛开，留下的却是您那一

副熟悉而亲切的面孔，简单、平凡、本土，但是骨子里却铭刻着严谨，血液里却

流淌着任性，偶尔愤青几笔，畅论名人，褒贬述道，评说不一，只是笑声中总有

几丝沉思，阔论里多少含些希盼。老实说，我虽并没有完全读懂您，但多少还是

明白一些，或许此篇便是致那些年您和我们共同度过的青春! 

您解释的原子模型，或许结合弦论，会提出一个不错的物理情景——就如某

个重核元素的原子核，用知识牵系着散落在各个方向的我们，而我们就如同一个

个电子，在您的牵引下翱翔驰骋，永远能找到回家的路。 

人们常说，“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可是您不仅完成了传道、授业、

解惑的重任，而且在师道又向前迈出一步，身为良师，实为益友。年年月月，日

日分分，病了，您一个人扛；烦了，您一个人藏；痛了，您一个人挡；办公桌上，

您一个人苦思冥想；您把教书当成一场暗恋，费尽心思去爱一群人，为的是感动

一群人，结果却只感动了您自己！除了感动，我尤其感激您的是您那严谨内心上

包裹着的那一份幽默。研讨会之余，白板上突然出现几个大字： 

  

“何解？”，我当时看得一愣一愣，原以为是什么诸如欧拉方程或是某个数学定

理类似的东西，结果片刻之后，您就在黑板上刷刷刷地写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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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完，同学们都会意地笑了，但您也没有多说什么，只是默默的低着头走了。

这是什么样的移花接木，耐人寻味！想想当代大学生，不乏寻捷径、造数据的诟

病，于是意味之外的深沉便就越发让人深思了！ 

曾卓说“不要向我夸耀你的才能，浅浅的溪流高声喧哗，而我爱大海——因

为它辽阔而深沉„„让你漂亮的言词，投入时间的熔炉去燃烧，看看是砂石还是真

金”。在这一点上，您或有独到认识，您把教书当成一场苦恋，费尽心神去爱那

一群人，原以为会留在你身边，结果却总会离你而去！ 

您时常教导我们，我们要保有求学的那一份纯真，学会珍惜那段青涩的人生，

现在回想，倍感荣幸。“青涩一点也不可怕，相反，却让我们活得纯真、自然而

成”，在岁月的年轮里，或许还必须经过这段朴质含蓄的人生。纵使青涩，也不

要迷信外在与形式，这方面的需求越多，改变越多，越想抄近路，越想走捷径，

最终只能将自己弄的面目全非，不好收场。形式包装外表，但形式也虚化内容，

还不如就如您所说“以青涩示人，本真见世”，在风吹雨打中历练，在岁月长河

里积淀，让青涩在没有外力和诱惑时显得更加真实纯粹，在专业修炼和提高人生

境界的过程中，让心里有底，让内心成熟，由内而外，自然成长，自然成熟，华

丽转身自然红。 

对于体育运动，您一向是比较支持的，也经常鼓励我们加强体育锻炼。还记

得您讲了一个关于世界杯的段子：说是中国、韩国和英国三国的足球教练一起来

到上帝面前。英国教练询问：“上帝，请问我们何时能够拿到世界杯冠军？”，上

帝说“100 年”。说完那位英国教练就哭了，“我看不到了！”；接着，韩国教练也

去询问上帝，“请问我们何时能够拿到世界杯冠军？”，上帝低下头说“200 年”，

听完韩国教练也哭了，“恐怕，连我的孙子也看不到了！”；后来，中国教练去问

上帝“我们何时能够拿到世界杯冠军？”，突然，上帝也哭了，哭着说“我看不

到了！”。当时您讲完，班上的学生多半都笑得人仰马翻，您也笑了笑，而后便从

讲台上退了下来，站在一旁，摘下了您那副边框有些磨损的眼镜，若有所思地默

默叹了一口气。在那逸趣幽默的背后，不知含了多少鲜为人知的一位教师最本真

的期望，浙江大学的郑强教授曾说过“中国的男子足球踢不好，不是瘦肉牛奶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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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了，而是缺乏一种精神”，一种担当与尽责的精神、一种进取与拼搏的意志，

我知道您真的是非常希望国人在体育角逐上能够团结奋进、为国争光，但是经过

多次的希望落空与失望侵袭过后，对于不争气的国足，能不怨乎？ 

还有就是您讲的关于丢手表的故事：“说是某个人，在某天晚上下班回家的路

上丢了一块手表。”然后，您停了一下，环顾了大家，略带笑容，又接着说，“如

果这个人是美国人，多半是丢了就丢了，再买一块新的(美国人就是有钱，任性)；

如果是位中国人，一般还是会去找一找，找不到多会来一句‘谁捡了给谁买药’，

然后也就回去了；但是，如果是德国人，他会好好计算路径，回家就拿出坐标纸、

尺子，画出一个一个密密麻麻的格子，然后按着格子拿着手电筒一个格子一个格

子的认真寻找„„”，故事一讲完，忽然画风一转，您就转到了学习上。您说德国

人就是这样处事的，这一点我们要好好向德国人学习，尤其是在物理方面，您一

直常说“物理是一门科学，没有什么似是而非的东西，那些都是艺术的，艺术和

科学是两种不同的学问”，在这一方面，我们确实要好好感谢您：别的物理课堂

一般都是秋后的草场，寒鸦雀静，惨淡经营，一节课下来，多半时间都是老师在

上面讲，提问和回答问题的很少；但您的课堂却是喜气的丰收，博弈着知识与智

慧，个个跃跃欲试、理直气壮，举手也是义无反顾，整堂课上，迸发出多少智慧

的光芒，闪耀着多少参与的喜悦以及收获了多少成长与充实我现在已然是数不清

了，但是像您这样快乐式的学习课堂我至今仍然怀念，或许若干年后也依旧无比

珍惜。可您早已忘了辛苦，您把教书当成一场单恋，学生虐您千百遍，您却待学

生如初恋！ 

您时常引用丁肇中的那篇《格物致知》，说在国内的文化背景下，学生大都偏

于理论而轻视实验，偏于抽象思维而不愿动手，功课考试成绩很好，但研究工作

需拿主意时，就常常不知所措，于是常常鼓励我们加强动手能力，“捡两块石头

在高处同时往草地上丢，也是当年比萨斜塔的风雅”，这句话我始终铭记在心。

当然，丁肇中前辈也指出我们的不足和需要努力的地方：“我们要自己有判断力，

在环境激变的今天，我们应该重新体会几千年经书里所说的格物致知的真正意义

——其一，寻求真理的唯一途径是对事物客观的探索；其二，探索应该具有想象

力、有计划，不能消极地袖手旁观。”尽管也会有因为我们不小心而损坏仪器的

时候，但您依旧微笑示人，善意提醒。您把教书当成一场群体恋，通过您的牵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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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桥，相恋成片，而老师您却在原地一成不变，微笑相看！ 

亲爱的老师，祝福您身体健康，事业清闲，工作顺利，微笑永存！ 

——致战斗在教育事业前线，即将过教师节的所有老师们！ 

 

 

 

 
黑板 粉笔，您 

 

（2015 级硕士研究生：陶芬） 

 

时光间隙，倏悠间，青丝到，白发。 

走在年少时漫步地昏哑路灯下。路灯一如以往地，瞌睡、惺忪。款款漫步地

老人，松垮垮的上衣，蓬松的头发，间隙见已经布满了灰色的头发，渐渐走近时，

那张熟悉的面孔，在记忆里荡开了许多很久远的，画面…… 

 

叮叮叮…… 

一阵下课铃声响起。简陋的教室，墙壁已经退了色，偶尔的一角还布满了锈

迹，从屋顶沿着墙角蔓延了下来。零零碎碎掉了些黑色漆的黑板报，像一张画花

了的脸，远远看着，那么地不好看。可是，走近了，上面工整而又稚嫩的字迹、

简单而又可爱的简笔画，看了，又让人觉得这一面旧墙儿，又那么地好看。 

教室安静地可以清晰感受到每个人的喘息声。学生都整齐地端坐着，背都挺地很

直，眼睛炯炯凝固在那个站在简单破旧的讲桌上的人。他，粗布衣衫，原本深蓝

色的中山装已经褪色地都泛了白，而眼睛却总有着光亮。他，微微抬下头，慢慢

地开了口，响亮地道别：“下课！” 

“全体起立！” 

“老师再见！”每个人齐刷刷地弯下了背，在阳光穿透了墙上玻璃的黄昏里。 

“同学们，再见！”他，深深地鞠了最后一次躬。 

就这样，我们望着那个朝夕相处的，曾经爱过、怨过、笑过、流泪过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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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背影。 

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这么郑重地彼此道别…… 

又值清秋，窗外老丫丫的梧桐落了一地金黄，刚刚收割下来黄澄澄的稻谷铺

满了校园的空地。这漫地的金黄，映着秋日的阳，随着一阵秋风乍起，这天与地，

仿佛到了人间最美丽的时候。 

夕阳，伴着秋风。落日的余晖映照在，黑色黑板的白色粉笔写下的工整字迹

上。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操

场边的秋千上…… 

感谢，一路有您，给了一个清亮的世界。 

 

 

 

 

 
导师-梦想的领航人 

 

（2015 级硕士研究生党支部：秦超） 

 

在我们每个人的人生中，都会遇到他们，他们从我们咿呀学语的时候就开始

陪伴着我们，言传身教，传授我们知识，让我们学会了做人的道理。他们的默默

辛劳换来了人类文明的勃勃生机。相信你不会忘记他们。他们曾经教我们描绘第

一笔人生的蓝图；他们曾经把我们从无知的荒漠引领到知识的绿洲；他们批评过，

表扬过，也鼓励过我们；他们伴我们走过一段容易跌倒，彷徨，迷途的道路；他

们是我们成长岁月里最可信赖的朋友；他们做过我们迷茫时的灯，通向理想彼岸

的舵手；他们辛勤耕耘，汗水浇灌，他们是世上最辛勤的园丁，他们盼望我们的

心田能开出最美的真善美的花；讲台、粉笔、黑板就是他们人生的舞台；他们批

改的不仅仅是作业，也是在修直我们的路；他们窗前燃至深夜的灯，燃亮了多少

童稚的希冀；他们的粉笔写下了多少人生的真谛；他们不求回报，对他们最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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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报就是心中的纪念，铭记谆谆教导，正直的生活。相信你此刻一定知道了他们

是谁，他们就是被称为人类灵魂工程师的，我们的恩师。 

当我们怀着失落的心面对失败时。您给我勇气与希望。您将我那颗受伤、气

馁的心重新点燃。 

当我们怀着喜悦的心对待成功时，您善意的提醒，使我谦虚。您将我那颗骄

傲、浮躁的心带进自强不息的世界里。不论我遇到了什么，您都会与我一同面对。

当实验做不下去，文章写不出来时，去找您请教，您总是认真的给我讲解，有时

候不能立刻听明白，您也会不厌其烦的一遍又一遍的讲解。老师，在我的眼里您

是无所不能的，您在专业领域的成就让我敬佩，您对专业的追求让我深受鼓舞，

您让我有了方向、有了追求。我发自内心地感谢您。 

花草感恩雨露。因为雨露滋润它成长；苍鹰感恩长空。因为长空让它飞翔；

高山感恩大地。因为大地让它高耸；而我们需要感恩老师，感恩他们的辛勤付出，

感恩他们的谆谆教诲，感谢您我的恩师。 

您用播撒的爱来滋润我们的心田，用丰富的知识来开启我们的智慧，用优秀

的人格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们的品行，用无私的奉献精神来熏陶我们的心灵。感

谢您，我梦想的领航人！我的恩师！ 

值此教师节之际，祝愿所有的老师：健康永相随，快乐永相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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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恩师 
 

（2016 级硕士研究生党支部：朱中杰） 

 

春风沐浴大地，抚慰了万物的沧桑。雨露浸润生灵，给予了感恩的馈赠。我

们行走在路上，感恩生命中遇

到的很多人，古人云：“三人

行，必有我师焉”，许是无意

中便从他人身上学到我们自

身没有做好的事情。“十年树

木，百年树人”，我们这一路

走来，最值的感恩的除了生我

养我的父母，就是教会我们如

何做人，如何学习的老师了。 

“春满江山绿满园，桃李争春露笑颜。东南西北春常在，唯有师恩留心间”，

用几近浅显易懂的几句话，无论我们身在何方，无论我们所处何况，概括了这一

生对老师们的感谢。有人说，师恩如山，层峦叠嶂，高大壮观。而我说，师恩似

海，波澜壮阔，宠辱不惊。他（她）们时而一板一眼，时而不苟言笑，时而和蔼

可亲，他（她）们的所有都是为了我们更上一层楼，更好的去学习知识，去接触

社会，去适应环境。 

“鹤发银丝映日月，丹心热血沃新花”用这句话来形容老师怕是再合适不过

了。从青春年少到白发银丝，所谓一心想的是新一代的成长。刚来所里的时候，

看到所里的老师们，或年过半百，或青春正旺。有生机勃勃的斗志的张扬，也有

稳如泰山的长者。最初之时，有些紧张，来到新的环境，有些不适应，但是这里

的老师很温和，很有耐心的讲解新生注意事项。初次见到我的导师赵红卫老师的

时候，内心忐忑不安，担心的事情有很多，但是当看到蔼然可亲的赵老师关心我

的生活以及学习情况时，一瞬间像是回到家的感觉一样。在之后的学习生活中，

无论是遇到不会的问题的讲解还是遇到实验的困惑，赵老师总是循循善诱的指导

我们。也许生活不尽如人意的时候会有，但是更多的时候是幸运的降临，你幸运

的遇上了一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幸运的遇到一个学识渊博的老师。 



 

在所里，我们遇到很多的老师，他们可以和你做朋友，帮你解决你心中的疑

问，他们可以做你的长辈，像爸爸妈妈一样给你生活上的鼓励，他们又像一个智

者，解决你学习上的困惑。没有人生来就是无所不知，他们在汲取知识的同时，

又在传播知识，穷极一生的去做一件事，如同《无题》中所言：“春蚕到死丝方

尽，蜡炬成灰泪始干”。 

 

老师，大家都说您培育了祖国的花朵、社会的栋梁、人们的希望，但我却说，

您就是祖国的栋梁，是您，支撑起了祖国的梦想，支撑起了社会的希望，支撑起

了我们一代人的脊梁。 

老师，我想对您说：您是美的耕耘者，是美的传播者。感恩您的培育，感谢

您的教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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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恩师 

 

（2016 级硕士研究生：孙天啸） 

 

清之晖兮云之寒，待夜月如洗，凌宵上墙栏。 

伏之案兮灯未熄，走笔至天明，晨露尽沾衣。 

修之齐兮躬治平，桃李自葳蕤，作诗传深情。 

谨之遥兮祝吾师，平安喜乐故，事业如鹏起！ 

 

 

 

 

 

致亲爱的您 
 

（2016 级硕士研究生党支部：朱中杰） 

 

百年霜雪染双鬓, 

三尺讲台度半生。 

莫问谁言满桃李， 

未曾虚妄度浮华。 

心如春蚕丝不尽， 

眼似明烛照一隅。 

年年不变亘古今， 

代代相传意更新。 

落红化春泥， 

护花为己任。 

不知春雨润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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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晓堂前花满园。 

任海枯石烂， 

师恩存心间。 

 

 

致恩师 
 

（2016 级硕士研究生：郭曼珊） 

 

几度春秋， 

几度风雨。 

穿越热暑的迷茫， 

重拾过去的记忆。 

只为那份爱与敬的记录， 

悄悄地她来了。 

一如久违的甘露， 

撒播在我们的心田， 

一如漂泊的小船， 

找到了停泊的港湾。 

多少次， 

科研的殿堂里走过， 

灯光中笑容的可掬。 

蓦然回首， 

你的恩，你的情！ 

在白云的天空放飞， 

神圣的时刻终于来临了， 

我站在岁月的边缘。 

大声呼喊： 

老师，您辛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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