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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老

这是一座有故事的小镇。
建置初始叫“关上村”，明朝末年朝廷

在这里平乱得胜，改名得胜关，后人以谐音
“德胜关”一直沿用至今。上世纪 50年代
末，近千名来自省内外的干部群众奔赴黎
川，参与创建省直管国营德胜关林农牧综
合垦殖场，开启了一段光辉岁月。到了上
世纪 90年代初，随着时代变迁，企业或搬
迁或停产，职工们或返回原籍或外出创业
务工，德胜关繁华不再。

若是在小镇起起伏伏的纷繁往事里耐
心寻找，我们会惊喜地发现，有一个群体，
从建场到现在，无论时光怎样流转、岁月如
何不居，始终在小镇默默坚守，一代接一
代。

他们就如山区的烛光，虽然微小，星星
点点，却足以照亮无数德胜关人前行的路，
足以温暖他们的心。

他们有一个普通的称谓：老师。

师道
从学生到老师，并且在同一所学校完

成身份转变，是一种怎样的体验？
“上学期还是学生，过不多久，曾经的

老师就成了同事，起初还真有点不习惯。
其实，高中毕业那阵我并不想当老师，学生
时代成绩不错也调皮，经常被老师严管着，
所以看见老师就‘烦’。”兰小春今年46岁，
从 6岁进入小学算起，不想当老师的她在
这个校园学习和工作时间加起来，整整 40
年。这期间，校名从江西省德胜垦殖场职
工子弟学校改为德胜中学，管理从省管企
业划归地方政府，学生换了一茬又一茬,英
语老师兰小春也成了学生眼里有名的“严”
老师，终于活成了曾经一见就“烦”的样子。

“不严怎么行呢。我经常对学生说，要
想对得起你们（听之任之），就对不起你们
的家长，要对得起你们的家长，那就只能对
不起你们（严管）。”长期在垦殖场生活和工
作，几乎所有的学生家长都熟悉得不能再
熟悉，把学生当成自己的孩子来管，兰小春
并不是学校里的“少数派”。

刘岩老师，1988年从原抚州师专毕业
后分配到学校，在这里结婚生子，无论节假
日还是寒暑假都在学校，再未离开；魏建
华、鲁俊华夫妻，在学校里相识相爱几十
年，大部分学生家长的名字他们都能叫得
上来，不少学生的家长也曾是他们的学
生。为孩子负责，在他们眼里都是理所当
然。

2019 年，兰小春生了一场大病，开学
不久去了北京医治，她有时会对照自己学
生时期的想法，一直严管的老师不在身边，
学生们会不会因此而高兴？班上同学的学
习成绩会不会因此而一落千丈？

那天，病床上的兰小春接到学校一位
老师弹出的微信视频电话，微信那一端是
班上的学生们。孩子们你一句我一句地问
候，神情和话语中流露出掩不住的关切。
视频中忽然出现了几个平常最调皮的孩
子，他们挤上前来不自然地笑着，并没有说
话。这几个孩子平日里被管得最严，有时
候脾气上来，凶着对他们说话也是有的，总
觉得这几个孩子应该是最讨厌自己的学
生，但他们此时的神情分明是一种牵挂。
兰小春把摄像头移开片刻，擦拭悄悄淌下
来的泪。

回到学校后，兰小春明显能够感觉到
孩子们的变化。主动参与班级事务的同学
多了，破坏课堂纪律的现象少了，学生们似
乎在用这种方式表达着对老师的感恩。那
一年中考，全班英语平均分位列全县第一。

“能让这些农村的孩子多一个选择的
机会，这就是我的为师之道。”说这话时，兰
小春望着窗外正在课间活动的学生，一个
个脸上洋溢着天真的笑，像一朵朵迎风绽
放的花儿。

“德良花”
2022 年 3 月 19 日。芦金浪牢牢记着

这个于他有着特殊意义的日子，那是他退
休的日子。随着这个日子一日日迫近，他
心里那种不舍愈来愈强烈。从17岁开始，
芦金浪在学校里为学生讲了一辈子的政
治，前几天他主动向学校提出，退休后能不
能再延迟几个月离开讲台，他想把这一个
学年的课上完，免得中途换老师，影响学生
们的学习。

“芦老师觉悟就是高！”校领导自然是
满口答应。

“政治老师，思想觉悟当然要高，要不
怎么教学生？”芦金浪这话并不是随口说说
而已。在他看来，政治不仅是教课本上的
内容，更重要的是如何通过教育，提高学生
的思想品德。

芦金浪是一位“垦二代”。当初他的父
母从浙江来到德胜关垦殖场，与大多数有
文化有技术的“垦一代”不同的是，他们干
着最基础的体力活：上山伐木、开垦荒地，
是最贴切的“垦荒者”。高中毕业那年，场
里有三类岗位要人：教师、厨师、理发师，他
瞄准了教师岗之外的两个岗位。教师岗他
不敢想。

命运却给了他一个惊喜。
芦金浪是一位感恩的人，从走上讲台

的那一刻起，他就告诉自己，要更加注重学
生的思想教育和道德品质建设，努力让更
多的孩子改变命运。欣喜的是，几十年过
去，一拨拨的垦殖场职工子弟、农家孩子从
这里走出去，其中不乏成就斐然热心公益

事业者。
芦金浪印象最深的是一位名叫德良的

学生。在校不守规矩，跟社会上一群行为
不端的人混在一处，这样的学生，哪个老师
都不愿收，芦金浪把他要到了自己班上。
那孩子不好接近，软硬不吃，芦金浪想了很
多办法。

把老师当敌人的学生哪里是那么好接
近呢？孩子仍逃课“混社会”，芦金浪使出

“杀手锏”，硬是说服了孩子的父亲来学校
陪读一周。这一招有了一定效果，孩子不
再跟社会上的混混来往，却并没有与芦金
浪亲近，毕竟让父亲陪读，在孩子看来是一
件丢脸的事。孩子的父亲有一阵子也不怎
么搭理这位政治老师。直到几个月后，当
地发生一起命案，参与者就是德良的那伙
玩伴。庆幸逃过一劫，德良的父亲千恩万
谢，孩子也有了明显的变化。

有一天，德良找到芦金浪，说自己在山
上挖到了一棵好看的植物，能不能种在校
园里。芦金浪和老师们一合计，决定种在
学校大门口的路边，并给那棵开满了红花
的植物命名为“德良花”。

如今，“德良花”已经长成两米有余，繁
茂的树冠舒展成生机勃勃的模样，似一颗
绿色的明珠，镶嵌在这座山区小镇，见证一
代代拓荒者的坚守和奉献。

微光的力量
这所普通的乡镇中学，有一个由普通

老师命名的专项助学教育基金。2003年，
退休老师马明珠将多年积攒的退休金 12
万元捐给学校，用于资助在读学生。学校
将这笔基金命名为：马明珠奖学金。

“虽然奖学金数额不高，却是德胜关特
有的拓荒精神的延续，影响着一届接一届
的老师和学生。18年来，先后有近 400人
得到资助。”在校长杨振辉眼中，在生命的
最后时刻还牵挂着教育事业的马明珠老师
是学校的一座灯塔，正是有着马明珠这样
的老师群体，位于小山区的德胜中学共计
40余次受到省、市、县授予的包括“全省教
育系统先进集体”在内的先进荣誉，在艰苦
条件下取得了非凡的成绩，成为黎川县农
村教育的一面旗帜。

马明珠、芦金浪、兰小春……他们只是
一个个普通的老师，他们终其一生散发出
来的只是微小的光。但他们的身后，有着
全国 290余万乡村教师的坚守，有着 4000
余万乡村儿童梦想和希望的寄托。

这所有的微光聚集在一起，便形成了
一道智慧的光芒，熠熠生辉，每一个人都会
为之感动。因为，这是我们寻找的精神力
量。

若有光芒，必有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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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温 凡凡

下在黑板上的雪
——记一位退休老教师

风起，山崖下的宁州中学
树影摇动，你走过又回头张望

你看到一个个你走进教室
少年的你，中年的你，昨天的你……
你突然手足无措

雪飘下的场景不会重现了
这是陷入的方式，你在一阵凉风中回过神
最后一课，粉笔在颤抖的手中折断

雪从天上来，闪着微光。这飞扬
像极了你的青春，除了不曾冷却的犀焰
时间不会冻结。你用手捧起一朵雪花
是的，一朵就足够

去吧，去代替花开，去覆盖一切
包括如今暗重的步履、迟滞的眼神
三十多年了，下在黑板上的雪花
继续下着，挂在你的鬓角

泪光中的迎春花

窗外，嫩黄的迎春花停止了摇摆
讲台上，着鹅黄衣裙的女老师停止了讲课

坐在教室后排的小男孩，眼睛盯着窗外
又不时低头在纸上画着什么

老师走过去，男孩惊慌地垂下头
捂着画纸的手指缝间，现出半朵迎春花

男孩的母亲叫迎春，去年因病去世
老师摸摸他的脸，拭去他眼角的泪水

男孩移开小手，露出几个歪歪扭扭的字
老师，妈妈，迎春花

老师在画上添了几笔春风
小男孩眼里，满是羞涩的迎春花

站在空荡荡的教室

他站在空荡荡的教室
一手拿着课本，一手拿着电子笔

“张祥，你二模少了十多分，找找原因”
“科代表，课后把错题本收上来”
“李昂，别一直写写写，下课后运动运动”

窗台落下一只麻雀，又瞬间飞去
平时热烈的讨论沉默在课桌上

送走又一届毕业生，固执的片段延续
熟悉的声音在教室的四壁不断碰撞

透过眼镜片，某些情节总试图卡住他
他大步迈出教室门，不敢回头

坚信那是一种照耀

我想描述一束光，它诞生于瘦小身体的内部
操场上，你领着孩子们在做课间操
樱花树站立在墙角，像一树自上而下的晨光

——我坚信那是一种照耀
身体内细小的光线，运抵眉眼、指尖
举手投足，都是一次闪耀
蜡炬燃烧的火，春蚕吐出的光华
在每一粒种子体内，生成与众不同的解析

你本不属于大山，从新闻里爱上这群山里娃
你欣喜于自己的选择，孩子们发自内心的笑颜
多像一朵朵山茶花打开的过程

这些年，你拒绝了多次返城的机会
相比熟悉的繁华，你更爱这些孩子眼中的幸福
守着自己当初的信仰，它和烛火一般高
粉笔磨短，灵魂磨亮，一些东西变轻了
而另一些东西更有重量

（四首）

坚信
那是一种照耀

□□ 钱轩毅钱轩毅

孩子们升学了，我给两位吴老师发
微信，告知他们这个喜讯。这两位吴老
师都是我的小学老师，我们同村，一直
保持联系。他们都 70 多岁了，与我读
小学时我们村小的其他老师一样，他们
年轻时都过着耕读持家的日子。

我们村地处偏远，村小是一所典型
的农村基层小学。我在那里读书的时
候，校舍只是几幢民房，没有封闭的校
园，条件相当简陋。但那里师资较为整
齐，因此学生不少，人气很旺。附近四里
八乡的村民，都把孩子送到那里读书。

一所学校，吸引、留住学生最根本
的因素是好的师资，而不是硬件设施。
这个道理，无论对小学还是大学，都适
用。那时的农村老师与现在有些不同，
我觉得他们身上多多少少还带着过去

“先生”的遗风。“遗风”的意思是说，他
们不全是过去的先生模样，但在某种意
义上又值得尊称一声“先生”。

上世纪 70年代末 80年代初，改革
开放大幕初启，农村普遍贫穷，农民生
活困苦，农村的老师也不例外。据说，
公办老师的工资一个月不过二十几块，
民办老师则更低，这点钱完全不够供养
一大家人。

包产到户之后，农村生产热情高
涨，家家户户开荒种地，都想尽早脱贫

致富。老师除了教书育人之外，下地干
农活也是必不可少。他们家在农村，配
偶是农民，子女也是农村子弟，家里有
不少田地。作为主要劳动力，干农活是
他们对家庭的责任，就像教书育人是他
们对国家的责任，这两者一样重要。

老师下到田地，先生就成了地道的
农民。放下粉笔，走出教室，老师与农
民无异，一样黑里透红的肤色，一样撸
袖子挽裤腿的架势，一样吆喝着粗话驱
使牲口，一样熬夜赶工抢收抢种。课余
时间，老师往往都要去自家的田间地头
转一圈，如果太阳还高，那肯定要干上
一阵农活。他们也起早贪黑，经常是一
副汗流浃背的样子。因为不能耽误学
校的教学任务，他们在田地里经常要赶
工，所以比其他村民要更勤劳、更辛苦。

这群有着丰富的农村阅历和农事
经验的老师，一手拿教鞭，一手扶农具，
过着耕读持家的生活，没有人“四体不
勤，五谷不分”。我想，如果有学生像樊
迟向孔子“请学稼”或“请学圃”那样，来
向这些老师请教关于耕种的知识，这些
老师一定不会像孔子说“吾不如老农”

“吾不如老圃”之类的话，更不会认为读
书人不学种地理所当然。

台上老师，台下农民，上得了讲台，
下得了田地。他们出身农村，有的本来

就是农民，后来恢复高考迎来了读书或
进修的机会，学成后又回到农村扎根，
成为老师，所以个个是农业生产的好
手。按现在的话来说，他们是“双师型”
师资。那时，大的学校有农场，小的学
校有农田。农忙时节，学生要在学校的
田地里干农活，参加农业生产劳动。从
播种到收割的所有农事环节，学生要完
整经历一遍又一遍，这里面自然少不了
老师手把手地帮教，老师的农业生产技
能派上了大用场。

积极从事农业生产，但干农活也不
耽误他们成为好老师。在他们身上，农
业生产的责任和教书育人的责任是相
辅相成的，很难想象一个懒于下地干活
的农村老师，教学上能做到吃苦耐劳、
诲人不倦。

那时还没有实行九年义务教育制
度，小学升初中要通过升学考试，上了
分数线才有进一步学习的机会。为了
提高升学率，老师们加班加点。上五年
级时，老师利用晚自习的时间给我们辅
导作业。小升初考试前夕正值夏初时
节，天气闷热，昏黄的煤油灯芯上火苗
跳跃，灯光明灭，灯花点点，油烟缕缕，
黑板上的字模模糊糊。条件再简陋，也
不影响老师挥汗如雨地讲解，学生聚精
会神地听课。时间久了，人累了，口渴

了，师生就一起到外面喝一口井水。
课外辅导是义务劳动，不存在交辅

导费一说。要说对金钱的渴求，那时的
人可能比现在的人要强烈得多。但与
其他人一样，老师们在物质上比较恬淡
寡欲。老百姓生活普遍较为贫困，为他
们的孩子辅导，不收取辅导费，这是有
悲悯之心的义举。对农民艰辛感同身
受，把学生前程看得比自身名利更重，
勤恳无私、兢兢业业做好本职工作，我
说的先生遗风就集中体现在这里。

正是师生一起勤奋向上，成就了我
们村小的辉煌历史，也形成了我们村的
读书风气。打我开头，我们村每年都有
人金榜题名。我们村小的毕业生中，涌
现过很多大学生，读到最高学位的有好
几个。农村的习俗是，孩子考取了大
学，要向小学老师报喜，请他们喝喜酒，
而且他们要在酒席主位上就座。这是
村民们对不计名利、潜心育才的先生的
敬重。

时光流逝，一晃几十年过去了。当
时正值盛年、耕读持家的老师们，而今
都已步入了老年，有的已经过世。在今
天，“耕”“读”似乎也成为一对矛盾，耕
者不读，读者不耕。再也没有一个群
体，能像我的小学老师们那样，把“耕”
和“读”完美地结合在一起了。

乡村先生
□□ 吴吴 辉辉

师师
好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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