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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年 ，
一位教师的 5000 余幅粉笔画
“教师无小节，处处是楷模”
——
— 在偏城中学教师办公
室黑板上，张举文写着这两句话。这既是他对自己 42 年教
学生涯的总结，也是对年轻教师的勉励。
“要求学生做到的我首先必须做到。比如组织学生大扫
除，我人不离现场手不离锨；要求学生不迟到不早退不旷
课，我从未迟到或早退旷课；要求学生写好作文，我自己先
张举文说。
‘
下水’
……尽可能做到为人师表。”
好老师让人惦记，很多离开家乡的学生给张举文写信、
发短信、打电话，在他保存的 40 多封信中，每封都长达三四
页，书写工整。有的学生在信中说“不把字写好，都不好意思
给张老师写信”
。
偏城中学八年级学生苏金兰是张举文教的最后一批学
生，上的是写字课。
“张老师让我喜欢上了写钢笔字、毛笔
她说。
字，我们特别想念他。”

新华社记者艾福梅 、
曹江涛 、
孙天朗

“在苍茫的大海上，狂风卷集着乌云。”
中学语文老师张举
文利用学生们读课文的时间，
横着粉笔画出了一幅惊涛拍岸、
海燕翱翔的黑板画。
从前，
在宁夏西海固，乡村课堂上几乎没有学生能够想象
出这样的画面。42 年来 ，
张举文用 5000 余幅粉笔画 ，
在山里
娃心中播下了求知的种子。

语文课上的粉笔画
1976 年 9 月，
高中毕业、年仅 18 岁的张举文站上宁夏固
原市西吉县偏城乡一所村小学的讲台。在教村里娃学字学词
时，他发现因为方言和普通话的区别，孩子们记起来很吃力。
“比如蝴蝶、蜻蜓，我们方言里都叫‘蛾蛾子’
，怎么让孩子们区
分呢？我就简单画出蝴蝶和蜻蜓的形象，再在旁边写上字，娃
娃们就印象深刻了。
”
其实，
这时的张举文并不擅长画画，自从发现粉笔画能吸
引学生注意力、增强语文课趣味性后，
他就开始提升自己的绘
画能力。
慢慢地，
他的粉笔画画得越来越好。
1986 年，张举文被调整到偏城中学任教。当时的语文课
本印刷水平低，插图很少，加之西吉比较偏远，孩子们见识有
限，导致一些课文内容难以理解。
于是，张举文又在课堂上画起了粉笔画，帮助孩子们理
解、记忆课文。
在教朱自清的《背影》时，他把努力爬上月台的父亲的背
影画到了黑板上；在教周敦颐的《爱莲说》
和鲁迅的《故乡》
时，
少不了画莲、画“细脚伶仃”
的杨二嫂……
据不完全统计，在从教的 42 年里，张举文画过的粉笔画
超过 5000 幅。这些画深深印刻在山里娃的心中。
50 岁的苏有福从偏城中学毕业 30 年了，如今在离学校
不远的地方开了一家超市。提到老师张举文，他还清楚地记得
一幅粉笔画：
“把一杯水一股脑儿倒进碗里，水有一半洒出来；
细水长流地倒进碗里，碗才能装满。
”
“倒水是这样，学知识也是这样。张老师特别会用粉笔画
启发学生，我们都爱上他的课，感觉一节课还没听够就下课
了。”
苏有福说。

“放不下的粉笔 ，
上不完的课”

▲张举文重返课堂 ，
为学生们讲授《爱莲说》
（5
月 16 日摄）。
新华社记者孙天朗摄

“教师无小节 ，
处处是楷模”
在偏城中学，张举文当过副校长，教过音乐、美术、书法，
还当过图书室管理员。无论在哪个岗位上，他都深受学生喜
爱。
“张老师就是自带的多媒体，上去能画能唱能演，这样的
课堂是活生生的。”
教师李冬红评价说。
“我们都佩服张老师，
他教学生确实有自己独特的方法。”
偏城乡中学教务主任赵虎
说。
除了粉笔画，
张举文粉笔字、毛笔字、钢笔字都写得好，
还
会拉二胡、
吹笛子、
唱歌。
只要有助于激发孩子们兴趣的方式，
他都愿意去学习、
去尝试。
“再好的视频 、
照片都不如老师自己露一手 ，
这样学生会
”
张举文说。
尊重你 、
听你的话 ，
课也就好教了 。

今年 3 月，张举文正式退休了。然而，离开了讲台的他，
依然没有离开黑板和粉笔。
无论在四川小儿子家里，还是在固原自己家中，张举文
都备有黑板和粉笔。脱离了 45 分钟课堂时间的限制，他不
再画简笔画，可以画得更细致，题材也从课文内容扩展到一
些有教育意义的生活现象。
“退休应该说是从面对一班两班孩子的小课堂，走向面
对需要再教育的成人孩子的大课堂。”
张举文说。
随地吐痰、乱闯红灯、家长边玩手机边教导孩子不要玩
手机、爷爷奶奶呵斥孩子观察蚂蚁耽误回家做饭……一幅
幅栩栩如生的粉笔画让人惊叹的同时更受到教育。
“很多家长不懂‘
因势利导’
的教育理念，
看蚂蚁正体现了
也应满足孩子的好奇心，
孩子的求知欲。
哪怕这顿饭晚点吃，
”
张举文说。
好奇心丢了 ，
多少次教育都难以挽回 。
这些年来，
张举文把自己在教育教学中的经验和体会写
成了文章。未来，他想出一本教育感悟集，与同行共勉。他还
想用粉笔画出宁夏 60 年来的教育变化和生活变迁。
”张举文说 ，
“教书育人是一堂上不完的课 。
“只要身体
，
，
好 我还要继续我的教育事业 利用退休后有限的时间做些
”
有益于他人的事 。
据新华社银川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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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19 日，
宁波，瓢泼大雨，奉化萧王
庙街道青云村千余百姓为他们的杨书记送
最后一程，队伍绵延 1 . 5 公里。村民们说，
老天都在为杨书记哭泣。
两天前，55 岁的村党总支书记杨海定
积劳成疾，猝然离世。

8 年，
留下 20 多块荣誉奖牌
国家级美丽乡村示范村、中国第三批
传统村落、市历史文化名村……走进青云
村委会议事厅，墙上悬挂的 22 块荣誉牌跃
入眼帘 。
”
“海定哥上任前 ，
村
这面墙一片空白 。
委会主任孙勇其说。
杨海定是 2010 年被街道和村里请回
来的。那时，青 云 村 是 奉 化 有 名 的“麻 烦
村”，
上访不断。
早在 2007 年，村里党员就集体联名要
。但办着年收入百万
求杨海定回来“治村”
元企业的他，不愿意回来。
这回，推脱不了的杨海定回村了。上任
第一天，他在笔记本上写下：要么不干，要
干就一定要干好。
“杨书记啃的第一块‘硬骨头’
，就是村
里门前河、外婆溪河整治及村道拓宽。”
村
党总支副书记孙志伟说，两条村河昔日垃
圾遍布，沿河老宅破旧不堪，河旁主村道连
一辆汽车也进不来。因为涉及 75 户人家拆
迁，没人敢下决心。
“有 5 间楼房最为棘手，房屋所属的 4
个堂兄弟有 3 个在外地居住，
剩下一个意见
较大，让海定哥吃了闭门羹。”
孙勇其说，杨
最后，
该村民的子
海定 50 多次上门做工作。
女被打动了，
帮杨海定一起劝服了家人。
作为一村的“掌舵人”
，必须眼光长远。
2014 年青云村获评市历史文化名村，
杨海
定借机启动全村 6 . 5 万平方米的古建筑
修缮工程。
“修破房子干啥，不如拆了建新
房……”
面对村民的质疑，杨海定带着 60
名村民代表，到慈溪方家河头村考察。看着
人家一幢幢修旧如旧的古建筑重焕青春，
大家的心弦被拨动了。
为当好古村修复“设计师”
，杨海定远
赴安徽西递、宏村等地取经。如今，青云村
古村落修复工程已完成 70% 。

群 众 疾 苦 放 心 上 ，自 身 病

“听陈老师的课就像是刚上课就下课了”
新华社记者黄浩苑

不先预习，而是让学生以视、听、诵体验文字的美感和力
量，这是记者日前突访听到的陈铿讲授宗璞的《紫藤萝瀑布》
。
陈铿是广东实验中学知名语文教师，学生形容：
“听陈老
师的课就像是刚上课就下课了，
意犹未尽。
”
“教师应该是一个点拨者，启发和引导学生自主学习，而
不应该定义为设计者，
否则学生还是局限在框框中。
”
陈铿说。
那天，
陈铿从文章结构特点、写作手法等方面解析了课文
《紫藤萝瀑布》，并不时提问，对每个学生的答案都给予鼓励。
“你们觉得这篇文章美吗？
”
他最后问了一个问题：

不在文法、知识点上打转，而是回归初心，用心感受语文
的美和力量，这正是陈铿让学生喜欢语文教育的根源。
“语文学科有多种功能，不仅是文学熏陶、语言美育、思想
引领，它还包括德育、价值观、
人生观的培养和树立。
我用语文
和学生沟通交流，就像宗璞通过《紫藤萝瀑布》
传达面对生活、
面对生死的态度一样。
”
、
陈铿一如既往，
每一节课都重新备课。
“必须根
从教 14 年，
据每个班学生的不同特点和学习程度来调整教学方法。
”
他说。
除了语文教师，陈铿还担任学生处副主任、初一年级主
任，肩负学校的德育工作，引导学生明是非、
正言行，为他们的
健康成长护航。他坚持认为，作为教师，即便面对“晚熟生”
，也

要肯定他们的努力，更要坚定地和他们一起寻找出路。
德育工作需要讲究方法。陈铿坚持活动育人，让学生们
通过爱心扶贫、青年礼等活动，学习感恩、坚毅、承担等优良
品质，勇于追求人生理想。
为了让学生在实践中实现自我成长，陈铿带领学生们
上井冈山，进行为期 6 天的重走红军路，和学生们一起编草
鞋，重温革命史，
“这样做，是为了在实践中启发学生继承弘
扬长征精神，培养坚毅品质，合作能力和团队精神。”
坚持正面管教，态度和善坚定，是陈铿的教育理念。为
此，他获得第四届广东省中小学班主任专业能力大赛初中
组综合一等奖、
“情景答辩”
项目一等奖。 新华社广州电

一部小说“融化”了一对母女 30 多年的恩怨
本报记者张典标

今年春节，杨炳英终于同意女儿陈之秀住进老家的房子。
陈之秀老家位于四川渠县贵福镇东山村。这是她婚后第
一次住进自己娘家。
实际上，从 1994 年离开家乡后，陈之秀只回过 6 次家。每
次，她在家待不到两三天。
“以前她回来连家里的开水都不喝
一口。”
母亲杨炳英回忆。这次，她带着先生和儿子特地在家待
了一周多。
陈之秀早已是村里的名人。初中就辍学的她 ，
如今是中国
先
报告文学学会 、
中国传记文学学会和四川省作家协会会员，
后出版了 4 部长篇小说。
陈之秀这次可以说是“衣锦还乡”
。可尽管 30 多年过去
了，提起小时候的遭遇，爱笑的陈之秀仍不禁潸然泪下。

“多余的人”
1994 年 11 月的一天，
天灰蒙蒙的，
陈之秀坐上了前往兰
州的大巴车。
看着两边的山越来越快地向后飞，她心里没有一丝留
恋。对她来说，
“逃离家乡就是逃离母亲，而逃离母亲就是天
堂。”
自从 4 岁的那次遭遇之后，陈之
那年，
陈之秀 18 岁不到。
秀就有这样的念头：自己是家里多余的人，
“要抓住一切机会
逃离”
。
1981 年 5 月的一个下午，
像往常一样在院子里玩耍的陈
之秀听到邻居对她说，
“细秀(陈之秀乳名)，你还不快跑，你家
来人了，他要把你抱走。
”
原来，养了两个女儿的杨炳英盘算着用陈之秀换表叔家
一个男孩。这一天表叔真的来了。躲在角落的陈之秀吓坏了，
没命地往外逃，
最后蜷缩在自家的猪圈里。
“爸爸不会把你抱走的。”
父亲陈渠良找到陈之秀，想抱她
出来，
“你妈给你炒了你最爱吃的豌豆”
。陈之秀最终被父亲哄
着走出猪圈。到了厨房，陈之秀个子太矮，想抓起灶台上盛豌
豆的搪瓷杯时，不小心碰倒了水壶，里面的开水把手臂烫了个
大水泡。
冷冷地坐在一旁的表叔面露难色，自个抽起烟来。这一烫
要留下伤疤的，表叔不大愿意要她了。
陈之秀留下了，但强烈的不安全感，让她连着一周不敢
睡，
“怕醒来发现被抱到别人家去了”
。
不久，妈妈还是抱回来一个一岁多的男孩。
陈之秀发现新
来的这个男孩吃的是奶粉、鸡蛋，还有白糖，而她从没享受过
这种待遇。
初中辍学后，母亲安排陈之秀在镇上学理发。不久，来串
门的堂哥愿意带她去兰州打工，陈之秀可“逮着”
机会，终于逃
离了母亲。
后来，
她又辗转到成都打工。

▲陈之秀（中）与父母的合影 。
受访者提供

爱读爱写的理发师
2002 年初，
在成都开理发店的陈之秀发现，
常有文学爱好
者跑来和她聊文学，
还有人向她约稿，
甚至有人给她推荐书商。
原来此前不久，
《天府早报》的一位记者偶然发现陈之秀
店里堆着很多书，
还有一台当时还不普及的电脑。陈之秀在没
有生意的时候，
就学着用电脑写作。不久，一篇题为《女理发师
激情作诗》
的报道登上了《天府早报》
，
一些文学爱好者就是据
此寻上门的。
其实，
陈之秀从小就有读书和写作的习惯。
“如果没有看书
和写作，
我可能扛不过来。
”
看，她经常在乡镇街
陈之秀小时候就爱读书。为了“蹭书”
边书摊帮别人卖书。
她发现，父亲
爱读书的陈之秀 ，
也养成了写日记的习惯。
偷看自己的日记，就把对母亲的埋怨写在日记里，希望父亲替
她转达给母亲，
让母亲能够听到她的心声。
母亲似乎没有多大的改变，而陈之秀读书写作的习惯一
直保留了下来。
成都的理发店成了陈之秀人生的转折点。

从埋怨到心疼
2010 年底，
在丈夫王一兵的鼓励下，陈之秀开始以自己
的经历为题材创作小说。翻阅日记寻找素材时，往事一股脑涌
上来，她索性将这些伤心玩意儿都剪碎了。
2016 年 11 月 ，
这本 30 多万字的小说
《 走向都市的女人》
。这几乎就是陈之秀的自传。”
丈夫王一兵记得，有一阵
出版 “
陈之秀几乎是写一会儿哭一会儿。
在这本书里，
陈之秀写出了
自己对母亲从埋怨到理解、原谅，再到心疼的心路历程。

这种变化不是一蹴而就的。
陈之秀记得在刚外出打工的那几年，经常收到母亲的
来信。
“不用打开就知道是来要钱的。”
在来信里，
“我妈每次
总是说家里困难，粮食收成不好，猪卖不了钱。”
陈之秀怎么
也找不到来自母亲的关心，尽管这样，自己依然每个月给母
“证明自己能比村里的所有
亲汇钱。她想得到母亲的认可，
男孩都要优秀”
。
就在“一边逃离母亲，一边向母亲证明自己”
的过程中，
唤起了陈之秀对母亲的另一种记忆。
陈之秀记得，就在自己手臂烫伤之后的那天下午，父亲
抱着她往村里赤脚医生家里赶，母亲也跟着，一直用嘴吹着
陈之秀的烫伤。父亲也说起，陈之秀跟表哥去兰州打工的那
天，母亲跟在大巴车后，一段路接一段路地丢了 7 根红线。
按当地风俗，这是在祝福陈之秀。
在王一兵看来 ，
杨炳英也是爱女儿的 ，
只是这种爱被压
。可能因为当时心
力扭曲了 ，
只能透过一些细节流露出来 “
里更多的是埋怨，就看不到母亲表达爱的另外一面。”
陈之秀写下了这些细节。
“写这本书也是释放自己负面
情绪，理解、接纳母亲的过程。”
在现在的陈之秀看来，母亲也是“受害者”
。当年自己家
不仅在村里是数一数二的穷，杨炳英只生了两个女娃，常有
人在背后议论。正是迫于这种压力，杨炳英想拿陈之秀换个
男孩。
不过，
陈之秀强调，
虽然理解母亲，
但是依然要批判那种
“视子女为自己财产，
丝毫不关心孩子心理感受”
的教育方式。

“融化”
2017 年，
没上过一天学的杨炳英也成为陈之秀这本小
说的“读者”
。原来，在《走向都市的女人》出版后，陈之秀让
父亲读给母亲听。
慢慢地，杨炳英发现这本书很多情节讲的是自己。
父亲陈渠良回忆，刚开始杨炳英还抱怨女儿在“黑”
自
己，但是听到后面就不说话了，很久才挤出一句话：
“没想到
当初那件事对她伤害这么大！”
听完小说，杨炳英才知道，女儿从小到大吃了好多苦，
而自己以前却没留意，也不知道。
“听书”之后 ，
要强的杨炳英主动给陈之秀打来这么多
年来的第一个问候电话 。
再后来，杨炳英甚至帮女儿卖起了这本“黑”
自己的书。
遇上村里赶集，她逢人就告诉人家女儿出了新书。别人每买
一本，她都打来电话告诉女儿一声。
2018 年春节，
在团聚的饭桌上，杨炳英说，
“这些年，最
对不起的就是二女儿(陈之秀)。”
陈之秀
“没想到这本书最终‘融化’
了母亲‘顽固’
的心。”
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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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庄变美了，如何让村集体和村民的
“荷包”
鼓起来？杨海定一直在思索。
“海定哥上任时，村集体经济年收入不
孙勇其
足 12 万元，还有 250 多万欠款。”
说，青云村有 1600 多亩村集体所有的山林地，部分山地虽然承
包出去，但一些村民拖欠租金，还有些未承包山地被人圈为己
用。村里收回后，划出 300 亩经济林，采用公开招投标方式承包
给肯干活、懂技术的村民。
“3 年承包款 100 多万元，每年村集体
随后，杨海定又以出租方式盘活粮仓、村
收入增加 30 多万元。”
服务中心等资源，助村集体收入去年首次突破 70 万元。
在杨海定指导下，不少村民拓宽了增收路。孙梦华曾以干农
活为生，全家年收入不足万元。2012 年，在杨书记建议下承包了
4 亩半山地种水蜜桃。孙梦华说，杨海定经常就种植、销售帮他
出点子，
“去年净利润 4 万多元，盖了新房，还给儿子办了婚事。”
村民孙常尧至今记得，2014 年 12 月 1 日杨书记开车送他
去上班。此前，他没有固定工作，闲来爱打麻将。
“日子不能这样
浑浑噩噩过，不干活怎么行？”
为改变孙常尧的生活状态，杨海定
几次奔波，介绍他去保安公司工作，还花 2000 元为他买了一辆
电动车代步。回想起杨海定生前的叮嘱，孙常尧眼眶有些湿润。
“杨书记真正把群众视为家人。”
参与村史编撰的孙小明说，
“他帮很多村民解决了就业问题，但自己儿子还在宁波一家私营
企业打工，女儿至今待业在家。”
几年前，他被查
群众疾苦放在心上 ，
自身病痛却不愿多提 。
出患有糖尿病，后又引发了肾病等多种并发症，有时脚肿得连布
鞋都穿不进。
“每次住院做腹透，他总是说外出开会，或去宁波儿
子家住几天，以免大家担心。”
村妇女主任孙春萍说，
“大家提醒
不要紧’
。”
他注意身体，他总是轻描淡写回一句‘

5000 万工程 ，
他没有插手一分钱
“管好自己再管别人！”
杨海定任书记后，这句话在笔记本上
工工整整记了多遍。
“越是亲近的人，杨书记‘
打’
得越重！”
村会计孙孟炎说，村里
的晒谷场曾搭满违章建筑，杨海定小舅子赖以谋生的小店就是
其中之一。几年前，村里决定拆违改建公共停车场。消息传出，村
民们炸开了锅：
“要拆我们的房子？杨海定你先拆自己小舅子
的！”
杨海定以身作则 ，
做通老婆工作 ，
拆了小舅子的店 ，
让大家
心服口服 ，
工程得以顺利推进。
“杨书记外出考察、采购、接待客人的路费、住宿费、餐费等，
从没报销过一分钱，每年还要倒贴二三十万元给村里。”
联村干
部、街道纪工委书记潘飞英说，受杨海定的感染，8 年来全村干
部相关费用“零报销”
。
对村里慷慨，对自己却吝啬。儿子杨城杰说，父亲经常穿一
件红格子衬衣、一双老北京布鞋，代步的汽车开了 10 多年。
”
为了让村
“当村干部不是来发财的 ，
班子不正 ，
做事不顺 。
班子劲往一处使，杨海定上任后制订了村党员干部廉洁自律“十
不准”
，其中最重要一条就是村干部及亲友不准承包承建村里任
何项目。他还主动把自己作为书记的财务审批权从 2000 元降到
500 元，
超过 500 元须经村两委会讨论同意。
潘飞英说，杨海定引导全村坚持一事一议制，村里大事要事
邀请全体党员、村民代表共同商议，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这几
年，青云村建设总投入超过 5000 多万，但杨书记从没插手过一
分钱，反而每年倒贴二三十万。”
有人问，这样做值不值？杨海定生前没有回答过，但百姓的
(裘立华 、
口碑会回答。
黄成峰)

▲宁波奉化萧王庙街道青云村村民在大雨中送别村党
总支书记杨海定 。
本报记者裘立华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