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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袁汝婷、谢樱

无论战乱时期还是和平年代，无论清贫还是富足，是方
家人，就想当老师。从教育家方克刚开始，百年来，方家一
门四代 20 人从教。“非学无以立身，非教无以立国。”传
承，让这句话更隽永。

他倾其所有、毁家兴学，一生任 20 余

所学校校长、校董

“我们要在危难中，以大无畏的精神，做到‘先生教
好、学生学好’……将来好去雪耻报国，驱逐日本鬼子，收
复我们的失地！”

抗战时期，湘北会战等战事失利，在妙高峰中学操场
上，一位校长坚定地对慌乱奔走的学生们呐喊，人群安静下
来。

校长名叫方克刚，在学校经费锐减时，他曾四处奔走筹
募，并将其父经商的积蓄捐出，留下“毁家兴学”的佳话。
他筹划建立了对外开放、全国闻名的南轩图书馆。抗战期
间，南轩图书馆随校辗转迁徙，但仍对外开放，借阅不辍。

除妙高峰中学外，方克刚一生曾出任明德中学、湘雅医
学院、枫林中学、幼幼小学等 20 多所学校的校董。

如今，前身为妙高峰中学的长沙市第十一中学，校园里
仍有一块巨大的石碑，篆刻着方克刚的名言，也是方家家
训———

“非学无以立身，非教无以立国。”

她和哥哥资助了上百学生，却说与父亲

比“我们做得还不够”

84 岁的老党员方骥姝，直到去年还在为学生答疑解惑。
她是方克刚最小的女儿。父亲去世时，她才 10 岁，可家训

牢牢记在她心里。1957 年，方骥姝进入长沙农业学校任教。
方骥姝和丈夫罗海亮育有一子一女。几年前，罗海亮去

世了。她有个微信群，里面 12 名学生，年龄最大的 81 岁，
最小的 29 岁，“老头子走后，这 12 个学生说，他们要‘管
着我’，每个星期都来看我，买米买油，送药送菜。”

这些学生，大多在求学时受到方骥姝夫妇的资助，为他
们贴补学费、伙食费、回家的路费……当年，一些家境困难
的学生在食堂只买米饭，端到方老师家，老两口就炒一大盘
自己种的菜，和学生一起吃。“我和老头子吃饭都站后面，
前面围了一圈学生。”方骥姝笑着回忆。

这样的“师生饭”持续了 20 多年。有学生统计，曾有
百余名家境困难的孩子接受过他们的帮助。“我二哥资助的
学生比我多。可与父亲比，我们做得还不够。”方骥姝说。

方骥姝的二哥方龙伯，生前是湖南师大附中的中学英语
特级教师，曾获评全国教育系统优秀教师，是部级劳模。

“方老从来没有真正退休过。直到生命的最后，他还心心
念念着学生。”湖南师大附中高中英语教师李江平回忆，方龙
伯会搬一把椅子坐在教室后面听课，再把教学经验向当时年
轻的她倾囊相授。“学生都爱他，他更爱学生。”李江平说，“我
们应当学习方老，全身心地投入到教育事业中。”

方克刚与夫人共育三子两女，除一位女儿 17 岁参加革
命外，三子一女从教，其中二子方龙伯、三子方麟侣及配
偶、五女方骥姝及配偶，一生从教。

他弃工从教， 23 年后，儿子与他做了

同样的选择

“父亲对我最深刻的影响，就是要读好书，教好书。”

70 岁的方叔衡，父亲是方克刚的长子方罗山，方罗山也曾
在妙高峰中学任教。

1975 年，在钢铁厂生产车间担任技术工人的方叔衡，
听说厂里建了子弟学校，主动报名成为一名物理老师。

“当时工人职业比较吃香。但祖父倾家荡产都要把学校
办好，我们一家都有这个情结。”方叔衡还有一些同辈人多
年从教，“我们从祖父和父亲身上学到，教育来不得半点虚
假。”

23 年后，二十出头的方汞和父亲做了同样的选择，从
轧钢一线投身到教育事业中。在学校，他结识了同为教师的
妻子何思佳。多年来，夫妻俩数次获优秀党员、先进个人和
教学业务荣誉。

“父亲对我们只有两个要求，一是不要误人子弟；二是
不给学生添任何麻烦。”方汞和妻子分别在湖南娄底市第六
小学和第八小学任教。

被问起当教师什么时候最幸福？夫妻俩不约而同说出自

己的“小确幸”——— 走在路上，有学生走上来热情地喊“老师好”。
方汞家的书房堆满了备课本、参考书，墙上挂着一幅

字，写着“非学无以立身，非教无以立国”。
12 岁的方人可站在这幅字下，和父母一起翻开了满是黑

白老照片的相册。方汞指着一张照片告诉她：“墙上这句
话，是爸爸的太爷爷说的。”

方人可看着老照片，轻声而坚定地说：“我的理想，就
是长大后和你们一样，当老师。” 新华社长沙 9 月 9 日电

“非学无以立身，非教无以立国”

一门四代 20 人从教：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 20 世纪 80 年代初，方龙伯在湖南师大附中教英语课（资料照片）。 新华社发

▲方汞和妻子何思佳从教多年，获得众多荣誉证书（ 9 月 3 日摄）。

新华社记者袁汝婷摄
▲ 9 月 3 日，在湖南娄底市方家书房，方汞（左）和妻子何思佳（右）带着女儿

方人可翻阅家中相册，讲述先辈故事。 新华社记者袁汝婷摄

新华社记者王烁

在河南省南阳市镇平县伏牛山区，有一位普通的小学校
长，坚守大山深处 17 年，只为干好一件事——— 挑起山村孩子
走出大山的希望。他就是镇平县高丘镇黑虎庙小学 80 后教师
张玉滚。

“都走了，孩子们咋办？”

从镇平县城出发，向西北沿着蜿蜒的盘山公路到达海拔
1600 多米的尖顶山头，向下望去，山谷里的一片平地上，一面
五星红旗高高飘扬，那里就是张玉滚所在的黑虎庙小学。

一座破旧的两层教学楼，一栋两层的宿舍，三间平房，就
是学校的全部家当。

作为一名“80 后”，张玉滚显得沧桑许多。一米六几的个
头，穿着一件皱巴巴的黑色西装，里面套着发黄的白衬衣和手
工编织的黄色毛衣，风华正茂的年纪鬓角却已斑白。尽管眼角
布满皱纹，可只要提起孩子，提起学校，他的眼中总是充满了
光亮。

黑虎庙村是镇平县的深度贫困村，位置偏僻，直到 2017
年冬天才通了不定时的公交车，许多老师都不愿到这里任教。

“外面的老师进不来，咱自己培养的学生留不下，都走了，
山里的孩子咋办？”老校长吴龙奇的一番话让张玉滚陷入了深
思。于是，从南阳第二师范学校毕业后，他说服了父母，留在了
黑虎庙小学，留在了孩子们中间。

面对微薄的工资、艰苦的环境，张玉滚也曾犹豫过。“前半夜
想想自己，后半夜想想孩子。都走了，孩子们咋办？”如今，家长们
提起他，总会激动地说：“玉滚来了，我们的孩子就有希望了。”

“看着自己教的学生走出大山，我就觉得值”

挑书本教材、学具教具，挑油盐酱醋、蔬菜大米，2001 年

到 2006 年的 5 年间，靠着一根从老校长手中接过的扁担，张
玉滚从大山外为孩子们挑来学习生活用品，也挑起了孩子们
走出大山的希望。

有年冬天，山路湿滑难行。眼看就要开学了，孩子们的
书本还在高丘镇。于是，张玉滚和另一名老师扛上扁担凌晨
出发，一步一滑地赶到镇上。稍做休息，他俩又赶紧挑着几
十公斤重的教材、作业本往回走。到学校时，两人几乎成了
“泥人”，书本却被保护得干干净净。

2006 年，山里通了水泥路，孩子们的课本、生活用品便由
张玉滚骑摩托车带回来，少则几十斤，多则百余斤。多年来，他
骑坏了 4 辆摩托车，轮胎更换的次数更是数不清。

山里的孩子，父母外出打工者居多，张玉滚把学生的情
况摸得一清二楚，接送留守学生也成了家常便饭。“多年来，
我们村没有一个学生因贫困而失学。家距学校较远的学生，
他就说服学生家长，让学生和他同吃同住；和妻子一起为留
守学生洗衣缝补，料理日常生活。并用自己微薄的收入，资助
了 300 余名学生，使他们能继续求知之路。”黑虎庙村党支部
书记韩新焕说。

“我是山里人，知道山里的苦。看着自己教的学生走出

大山，我就觉得值。”这是支撑张玉滚坚持下来的信念，张
玉滚任教前，黑虎庙村只有一个大学生，如今已有 16 名
大学生。

“只要孩子在，学校就在”

“同学们，我手里拿的是大理岩和花岗岩。”张玉滚带着
五年级学生在野外上科学课，孩子们兴高采烈地在小溪边、
山坡上找不同类型的岩石，拿在手里认真比对着。

由于学校师资力量不足，张玉滚便把自己磨炼成了“全
能型”教师。学校现有 75 名学生，张玉滚既是校长，同时还
担任着数学、英语、品德社会、科学四门学科的教学工作。

“千方百计上好每一节课。”这是张玉滚给自己定下的
铁的纪律。数学课上，他运用直观教学法，和孩子们一起制
作教具；语文教学中，优化教学环节，力争把每节课的讲课
时间控制在 15 分钟内，把更多的时间留给学生思考和练
习；英语课上，他不断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消除他们对英
语的恐惧感。科学课上，他带领孩子们去野外上课或是自己
动手做实验，培养他们好奇、探究和充满想象力的心……

“给学生一瓢水，老师要有一桶水。”无论再忙再累，张
玉滚都不忘学习。如今，他已完成大专课程，正在自学本科
课程。

黑虎庙村小学辐射半径达 20 多公里，为了让中午不回
家的孩子吃好饭，张玉滚又担起了孩子们的后勤保障任务，
还说服在外打工的妻子回来帮忙。

17 年的艰苦磨炼，练就了张玉滚“过硬”的技能：手持
教鞭能上课，拿起勺子能做饭，握起剪刀能裁缝，打开药箱
能治病……

大山外面的世界虽然很大很精彩，然而，受张玉滚
的影响和感召，4 名退休教师决定返回山里继续教书，张
玉滚曾经的学生张磊也在外出上学毕业后回到黑虎庙小
学，并选择留了下来。

“只要孩子在，学校就在。”这是采访中，老师们说得最
多的一句话。

在偏远的山村，每一所学校、每一个老师，都像星星之
火。记者回程途中，在山顶俯瞰，山谷中那面鲜艳的五星红
旗，仿佛跳动的火焰，在风中永不熄灭…… 新华社郑州电

他 17 年坚守只为干好一件事：看着学生走出大山

▲张玉滚在与学生们一起吃午饭（ 3 月 20 日摄）。

新华社记者李嘉南摄

时 代 先 锋

新华社合肥 9 月 9 日电(记者王正忠、王立武)参加工作 35
年来一直在一人一校村小教学点任教，安徽黄山市黄山区乌石
镇茶儿垅村教学点教师蒋秀兰说，每年迎送一批批可爱的孩子，
“作为启蒙老师和班主任，深感欣慰与自豪。”

9 月 7 日下午，从皖南太平湖湖区的乌石镇政府所在地出
发，乘车、坐船、再乘车，记者辗转来到位于湖心半岛茶儿垅村的
教学点时，蒋秀兰正给总共 5 个学生的复式班上课。在这个一人
一校的教学点，蒋秀兰既是各学科的科任老师，又是班主任。

茶儿垅村三面环水，对外通道基本被水阻隔。唯一一条可以
通向山外的陆路，需要翻山越岭 50 多公里。由于交通不便等原
因，很少有教师愿意安心在这里工作。2003 年，在另一个一人一
校教学点王村河工作了近 20 年的蒋秀兰，主动请缨来到比王村
河更艰苦的茶儿垅任教，一干又是 15 年。

蒋秀兰跟记者介绍，茶儿垅教学点从学前班到二年级跨三
个年级的复式教学，最多的时候有 26 个学生，有语文、数学、音
乐、美术、安全教育等 8 门课程。单是备课一项任务，就是一般中
心学校老师 3 倍的工作量。复式教学的课堂上，一个年级做作
业，另一个年级上课，交替反复。她摸索出一套课堂教学“纵向衔
接恰当连贯、横向动静交替自然”的复式教学法，学生的文化课
考试成绩每年都排在学区前列。

大多数时候，一人一校的蒋秀兰既是老师又是保姆。学生大
多是留守儿童，有一些还没到学龄，就因父母外出打工无人照应
被提前送到教学点，哭闹、逃学、上课无心听课、不与人交流，老
师要对他们加倍关心、加强心理疏导，为他们洗头、擦脸、剪指甲
也是平常事。

35 年如一日，只要学生上课，蒋秀兰清晨起来最重要的一
件事就是备一钵火种，放进火桶里，为学生加热中午的饭菜做好
准备。

“全村的年轻人都是我的学生，这是我最骄傲的事。”蒋秀兰
说，她刚到茶儿垅时，教室是土墙屋，桌椅板凳不全，一张课桌前
要挤 3 个学生，教具只有一盒粉笔、一杆教鞭、一块黑板。现在，
教学点的条件彻底改善了，崭新的教室就设在村部的一楼，教学
点 2011 年还配备了“班班通”“在线课堂”等多媒体网络教学设
备，老师可以通过平板电脑教学。

1983 年参加工作，如今还差 2 年就要退休了。蒋秀兰告诉
记者，茶儿垅教学点今年秋季开学只有 5 个学生，留下来继续在
教学点上学的，基本是相对贫困家庭的儿童。不能让一个孩子没
有书读，是教学点多年的初心，也是一份带着温度的坚守。

一人一校任教 35 年

为学生点亮求知心灯

▲ 2017 年教师节，方骥姝(中)与学生合影(2017 年 9 月 10 日摄)。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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