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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陈弘毅

长屿岛不长，从这一头走到那一头不过
15 分钟。这座不起眼、面积约 0 . 65 平方公里
的小岛位于福建东海之滨的海坛海峡上，是
一个著名的“风口”，狂风巨浪时不时阻碍交
通，造成停水停电，“与世隔绝”。

王开佺和林珠金夫妇是长屿岛小学仅有
的两位老师。20 多年的时间里，他们一直在
岛上坚守，甘与碧海蓝天为伴，将人生最美好
的岁月献给了海岛教育事业。

坚守

“我们在这里”，王开佺摊开了一张福建
省地图，手指定在了一个不起眼的地方。这个
小岛在地图上还不到一粒米大，如果不认真
看，很难注意到“长屿”两个字。岛上到处绿草
茵茵，海风推起波涛打在礁石上，激起阵阵浪
花。就地取材的条石砌就的房子呈现出一片
青色，远处的海面上点缀着几条渔船。

在岛上一两天，是充满诗意的“面朝大
海、春暖花开”；但如果是十天半月、一年半
载，那就根本谈不上什么“浪漫”，而需要执着
的信念与情怀。

“长屿岛就是我们生活范围的全部。”40
多岁的王开佺说，自己从小在长屿岛生，在长
屿岛长大，毕业后又回到长屿小学教书，从此
再也没有离开。哪怕闭着眼，他都知道这个
0 . 65 平方公里的海岛上有几条石板路、哪里
有拐弯和上坡、哪里有几户人家、哪里的孩子
到适龄年龄要上学了。

“我们一年 365 天的生活都是一个‘点’，
也就是长屿小学校园。”学校的另一位老师、
王开佺的妻子林珠金说，因为担心放学后学
校没人值守，孩子们安全没人照看，王开佺夫
妇索性住进了学校的宿舍，平时又是老师、又
是保安。

走进夫妻俩的宿舍，一张简易的平板床、
两张用了 20 年的旧课桌、一个塞满家用的衣
柜，便是他们的全部“家当”。记者注意到，房
间里的电视上已经落满了灰，许久未用。

“岛上只能保证最基本的水电，至于网络
和电视信号只能是‘奢望’，天气好的时候能
看到几台电视节目，遇到冬春季雾锁海峡，不
仅电视收不到节目，手机还时常没信号，对外
通信都成了问题。”林珠金说。

新的学年，长屿小学只剩下 7 个孩子。
“两个二年级，3 个三年级，3 个四年级。”王
开佺说：“今年没有一年级的新生。孩子留不
住，有条件的都出去读书了，留在这里的孩子
多半是家境比较困难的，或者父母在外打工、
由爷爷奶奶抚养的。”

曾经，长屿小学是个“人满为患”的学校。
上世纪 90 年代末，这里还有将近 200 个学
生，每个年级四五十个孩子，一个教室满满都
是人。2000 年以后，学生数就开始逐年下滑，
每年的新生越来越少。到了 2013 年，小学取
消了五六年级，只剩下了十几个孩子。

在福建这个海洋大省，长屿小学的故事

不是“个案”。除了屈指可数的几个产业较为
发达、人口较多的海岛外，大多数海岛小学都
面临着学生和老师外流的问题。一些海岛小
学因为没有生源而撤销，结果加剧了海岛人
口的外流。

纠结

去留之间，王开佺夫妻也纠结过，但纠结
的结果，是继续留。

“寒窗十年，就是要离开这里到大地方生
活，你怎么还回来了呢？”1995 年，王开佺高
中毕业后，在邻居家人不解的眼光中，回到了
家乡长屿小学代课。谈起当初的选择，王开佺
淡淡地说：“这里艰苦，岛外的人肯定都不愿
意来，如果我们本岛人再不留下来，还有谁会
来呢？”

没想到，这一守，就守了 23 年。
一湾 4 . 5 公里宽的浅浅海峡，隔开了大

陆和长屿岛。天气好的时候，站在海岸边，用
肉眼就能看到不远处大陆上的房屋。但是，海
坛海峡地处世界三大风口，一年半数以上日
子的风浪、雨雾天气，时常让海岛上的人们

“望陆兴叹”。
到长屿岛唯一的交通方式，就是乘坐一

天一班的小渡轮。每到王开佺外出开会的时
候，“要命的交通”就让他连连摇头。早上出发
赶渡轮到对岸的镇上，开完会下午 4 点前必
须回到渡口，否则就赶不上当天返回长屿岛
的渡轮，得在大陆上住一晚上。一旦遇到恶劣
天气比如台风、大雾，渡轮停航两三天，王开
佺就得“望岛兴叹”。

每到王开佺外出，林珠金就成了学校里
唯一的老师。她把几个年级的孩子都聚拢到
一个教室里，维持着学校正常的教学。

“要说我不想离开这里都是假的。前些

年，我都不知道在晚上抹了多少眼泪。”林珠
金说，她从临近的一个海岛嫁到了这里，一辈
子住在岛上的她其实很爱美，每次到城里看
到琳琅满目的商店都羡慕不已，可每次要推
开店门时，看到里面衣着时髦靓丽的顾客，再
看看自己身上“土气”的衣服，心里不是滋味。

2010 年的一件事，让林珠金一度下定决
心要离开长屿岛。那年冬天的一个晚上，风大
浪急，四下里漆黑一片，她因药物过敏而突发
休克，生命垂危。王开佺慌了神，跌跌撞撞地
挨家挨户敲门求救，苦苦哀求之下，好不容易
有一个热心肠的渔民愿意冒险将她送出岛抢
救。

航行过程中，船长因为着急慌乱，在海中
触礁搁浅，在最绝望的关头，一个巨浪打来，
一船人以为将要命丧大海，没想到巨浪却将
船从搁浅的暗礁上推入海水中，船长赶紧开
足马力驶向岸边。在船上，丈夫与热心村民轮
流为林珠金进行心肺复苏，经过医院连夜抢
救，林珠金终于幸运地从鬼门关里捡回了一
条命。

出院后，林珠金几乎是哭着和丈夫说：
“我们的孩子从初中开始就在岛外上学，我实
在不忍心看着孩子一个人在外面，要不我辞
职，在外头租个房子一边打工一边陪孩子上
学吧，咱们这些年亏欠孩子太多。”

王开佺想了很久，一字一句地说：“你调
走了，岛上孩子怎么办？如果没有这个小学，
很多孩子可能就求学无门了。如果当初我们
住的岛上没有小学，我们又能有今天吗？”
林珠金听了，慢慢地收起了眼泪，又起身

开始准备第二天的教案。
回忆至此，王开佺这个皮肤黝黑的汉子

突然泪如雨下：“这些年，我最对不起的就是
我爱人，她比我付出的多得多，没有她的支
持，我还不知道能支撑多久……”

芬芳

四点半放学后，孩子们嬉闹着散去，校
园里只剩下王开佺夫妇两人。

王开佺站在操场上，一边和记者散步，
一边聊起了长屿小学 23 年的变与不变。王
开佺初到学校时，这里是一所完小，校舍陈
旧，“连粉笔都要省着用”。后来由他主持学
校工作后，他积极争取到改薄资金 15 万
元，后来又拿到了 252 万元工程建设款，办
学条件极大改善。

从递交各种申请报告，到审批手续，再
到工程建设，竣工验收，反反复复、来来回
回，王开佺坐船进出岛上百次，现在校园面
貌焕然一新。但由于海岛偏僻，没有维修
工，学校日常的校舍、水电维护，小修小补，
都由他们夫妻俩共同完成。

不变的，是对岛上每一个的孩子的关
爱。

岛上基本是留守儿童，缺少亲情是最
大的问题。有次王开佺批改学生作文时，发
现一个孩子作文题目是《爸爸我恨你》，立
刻察觉到这个孩子家庭有问题，第二天就
进行了家访，并向左邻右舍了解情况。后来
才知道，原来是孩子的妈妈去世，爸爸又找
了一个后妈。由于家长和孩子缺乏沟通交
流，孩子产生了厌世情绪。王开佺用了一年
多的时间反复耐心开导这名学生，帮助她
树立生活的信心。终于有一天，孩子在一篇
作文里写道：“王老师给了我爸爸一样的关
心，也给了我开心生活的信心”。看到这句
话，王开佺开心得跑到渔村码头上买了点
海鲜“打牙祭”。

一分耕耘，便有一分收获。王开佺夫妇
的留下，换来了无数孩子的“走出去”。“每
年，岛上都有若干人被大学高校录取，现在
他们一个个都走上工作岗位：他们有公务
员、有教师、有事业单位干部、有企业家，还
有王长银、陈文、陈敢等学生被评为见义勇
为模范和积极分子……”王开佺如数家珍
地说着。

长屿小学历年的教学成绩在福州市长
乐区百人以下的同类学校中一直位居前
列。2007 年以来的 11 年中，我校先后送走
了 300 多名毕业生，有 230 多名经初中后
被高中一二类校录取。

采访临结束，王开佺突然反复说：“我
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海岛教师，没有什么
感人的故事，我做的都是最普通的事，记者
同志你不要把我拔高啊。”

这时候，浮现在脑海里的，是王开佺日
记本里的一句话：“学生不离，我就不弃，谁
说孤岛上的花朵，不能茁壮成长。”

守岛教师夫妻：“学生不离，我就不弃”

▲ 9 月 4 日，王开佺、林珠金在带孩子们升国旗，仪式简单肃穆。本报记者宋为伟摄

一根拐杖
一生奉献

本报记者王俊禄

他是全国赛场上的“金牌专业户”，
是司法系统和安保领域的“实战专家”，
更是学生们眼中可亲可敬的“侠义教
头”。郏孙勇，浙江警官职业学院(以下简
称浙江警院)教授，近年来带领团队多次
斩获全国大学生跆拳道冠军，并把国际
先进训练体系和专家引入到国内，在全
国警务执法领域产生了广泛影响。与辉
煌战绩同样耀眼的是，从教 20 来年的郏
孙勇始终古道热肠，其师德人品感染和
影响了一大批人。

近日，浙江省教育工会等主办的第
三届浙江省“最美教师”评选活动中，郏
孙勇教授获得“最美教师”荣誉称号。知
名演员刘劲、吴京等闻讯点赞：“崇文尚
武，教书育警，祝贺郏孙勇教授！”

狭路相逢勇者胜

拳如电、脚生风，闪转腾挪、一招制
敌…… 7 月底，2018 年中国大学生武术
散打锦标赛鹤岗赛区比赛正式落幕，浙
江警院共夺得 6 金 2 银 2 铜，再次刷新
了历史最好战绩。

但对浙江警官职业学院安防系教授、
教练郏孙勇来说，这只是他教练生涯中的
一笔“锦上添花”：11次带队 10次夺冠。

熟悉浙江警院的人知道，这是一所
以培养监狱警察、司法警察等专业人才
为主的全日制普通高等职业学院。近年来，该院注重实战训练，
跆拳道、散打等技能型竞赛项目训练水平出众。

浙江省跆拳道锦标赛总裁判长、全国跆拳道锦标赛裁判长周
文伟说，初识郏教授是在 2008 年 11 月第一次浙江省大学生跆拳
道锦标赛上。他带领浙江警院跆拳道队的运动员在比赛场上所向
披靡，几乎囊括了所有金牌。此后几年，他带领队员征战全国，夺
得一个又一个冠军，在司法系统内赢得了很高的知名度。

战绩是汗水累积的丰碑，教练则是一个战队的灵魂人物。
2007 年起，郏孙勇担任学院跆拳道队主教练，全身心地投入到
训练工作中，每年平均超过 1000 个学时的教学量，除每天下午、
晚上带训，经常牺牲寒暑假和休息时间带队训练和比赛。

侠骨仁心师友情

既有精益求精的严师之道，又有古道热肠的侠义之心，待学
生亦师亦友的郏孙勇，用赤诚赢得了同事和学生的敬重。

“拿金牌是为了什么，为了这帮孩子能有个好的前途！”郏孙
勇说，警官学院除了提前批招录的，还有一部分第五批次招录的
学生，这些孩子们多数文化课底子比较薄，不少还是寒门学子，
有些人还是调皮捣蛋成性的“刺头”。但经过“走心”调教，他们成
了特警、空少、教官……

新疆籍学生韩贺入校之初感觉失落，觉得已经输在了起跑
线上。当时郏孙勇对他这名外省的学生给予了更多的关心和帮
助，尤其在警务实战方面严加训练。韩贺毕业后，在 3000 多名竞
争者中脱颖而出，加入新疆公安厅特警总队，在一线维稳工作表
现优异，成为新疆公安厅警务实战的教官。

山东冠县学生孙华涛不会忘记，在毕业初无着落的那几年，
郏教授把自家新房腾出来给学生住的经历。2002 年 9 月，孙华
涛离开鲁西北的一个小村庄，只身来到杭州就读浙江警院司法
警务专业，郏孙勇是他们的警务技能老师。

“我们专业的学生来自全国 5 个省市，都是经济落后家庭
贫穷的孩子，郏教授很心疼我们，有的同学生活费不够，他会在
他当年微薄的工资里拿出钱来资助我们。”孙华涛说。

孙华涛毕业后，由于外省生源没有杭州户口，考不了杭州的
公务员，加上家庭经济困难，他和几个同学在杭州的生活立刻陷
入困境。郏孙勇知道后，把外省生源想留在杭州的 8 名同学叫到
一起，说了一句话至今都让他们泪奔的话：你们留下来，我有工
资，住宿、吃饭我来解决！

他把自己的新房留给 8 个学生住，自己住学校的宿舍。这一
住就是 3 年多。在他的精神与经济帮助下，几名同学奋发图强，
大部分人考上了浙江省的公务员。“在我们最需要帮助的时候，
感恩郏老师。是他改变了我们的一生。”孙华涛含着泪说。

然而，困难学生帮一个或几个不难，难的是为这些学生开辟
一个畅通的就业渠道。把学生输送到各大航空公司，就是郏孙勇
和同事们开创的一条黄金大道。

“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在郏教授及其团队的努力和影
响下，2014级共有十名毕业生被东方航空公司录取为安全员，
2015级有 14 名同学通过长龙航空安全初试，实现了历史性突
破。就在近期，东方航空公司与长龙航空公司又来学院校招。为
今后与东航，长龙等航空公司的深度合作奠定了良好基础。

“都言武者痴，谁解其中味”

“业精于勤、精益求精、天道酬勤”，这是“战友”楼凌峰送给
郏孙勇的三个成语。楼凌峰是浙江省乔司监狱指挥中心副主任
兼监狱防暴队长，长期从事警体训练、罪犯押解、狱内突发事件
处置等工作。

他说，认识郏孙勇教授是在 2004 年的一次全省防暴骨干集
训班上，郏教授作为教官为他们上了一堂警察防卫与控制课。

“这堂课彻底改变了我对警察武力使用的认知”，楼凌峰说，“一
直以来，监所单位的警体训练无外乎跑步练耐力、俯卧撑练力
量、擒敌拳练套路、一招制敌练配套，郏教授的课让我眼前一亮，
我看到了今后警体训练的发展方向。”

在郏教授的帮助下，乔司指挥中心防暴队建设工作特别是
防暴实战技能，始终走在全省甚至全国的前列。很多学员像楼凌
峰一样受影响走上实战教学岗位，有效推动了全省监所警察训
练的科学化、实战化水平。

业精于勤。“在与郏教授相处的十几年里，我看到的是一个
谦虚谨慎、刻苦钻研的郏孙勇。”楼凌峰说，为了解决一个实战技
术困惑，他会废寝忘食地琢磨，自费遍访名家，为研究不计成本。

郏教授不断向国外先进训练体系借鉴和学习，并先后将以色
列马伽术、菲律宾棍术、美国 ISR 警务技术、欧洲安保学院境外安
保技能等国际先进训练体系和专家引入到国内警队，让国内警务
教官有机会了解和借鉴当前国际最先进实用的技能和训练体系。

当教官的台上十分钟，靠的是台下十年功的磨砺。郏教授所
付出的艰辛却从不对人倾诉，他只偶尔自嘲一下“都言武者痴，
谁解其中味……”

对于工作，郏孙勇可以用“狂热”来形容。多年来，除了立足
司法行政系统、也为公安、武警等政法机关及航空公司、阿里巴
巴等企业提供了大量的行业服务。

在年轻教师苏奕敏心中，慷慨大度、乐于助人的郏教授影响
着身边一大批青年教师和学生。学院散打队组建以来，器材、场
地、医疗、交通等开销巨大，郏孙勇承担了大部分的经费支出，参
赛期间所有的交通食宿费用也由其垫付，保障了散打队的正常训
练和比赛。

郏孙勇的妻子也是一名教育工作者，深深理解丈夫所有付
出的意义。令郏孙勇感觉内疚的是，由于工作的缘故，出差频繁，
对家庭也难免疏于照顾。“希望每年都能留出一些时间，带着孩
子家人到外面的世界看看，接触一些不同的人群，经历一些有趣
的事情。”在自己的微信中，郏孙勇写下了自己的“微心愿”。

地处江西省南昌市湾里区梅岭大山
深处的立新村是一个典型的偏远山村，
从这里前往最近的梅岭镇上的学校也要
走近两个小时的山路，为了让村里低年
级的孩子能够就近读书，身患残疾的高
自仁在山区的讲台上一站就是 41 年，成
了当地的“拐杖”老师。他的这根拐杖，支
起了他的身体，也撑起了大山孩子们的
求学梦。

高自仁因小儿麻痹左腿行动不便，走
路需拄拐杖。1977 年，刚刚高中毕业的高
自仁选择回到山区老家，接过教鞭，在大山
深处做了一名普通语文教师。山路崎岖，而
对于腿脚不便的高自仁来说，更是一个难
题。以前，高自仁拄着拐杖，每天都要走近
6 里的山路，历经一个小时赶到学校为孩
子们上课，碰上下雨下雪，山路湿滑，一不
小心就容易摔跤，他自己都记不清在这条
路上摔过多少次。随着年龄增大，近两年他
才购置了助力车，每天不仅可以采购一些
学校午饭用的新鲜菜，遇到天气恶劣时还
可以送学生放学回家。

山区条件艰苦，为了更好地生活，近
年来，当地大批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务工，
高自仁所在的梅岭镇立新村立新学校学
生和教师数量越来越少，如今，学校里只
有高自仁一名教师和一、二年级的四名学
生，但即便如此，高自仁对待孩子们从不
马虎。很多学生因父母不在身边，性格变
得内向，成绩不理想。看到这点，高自仁会
经常去家访，了解他们的情况，在学校里
更多关心这些孩子。

今年教师节前夕，高自仁当年教过的
几个学生来到学校看望他，“我后来选择
当老师也是因为想像高老师那样，为孩子
们撑起一片天。”梅岭镇梅岭学校校长高
小梅告诉记者，她和另外几位老师都是高
自仁教过的学生。

今年，是高自仁执教工作的最后一年，
高自仁有些不舍，“只要孩子们需要，我还会
坚守下去，直到我做不动为止。”高自仁说。

本报记者万象、彭昭之摄影报道

▲高自仁正在办公室的黑板前记录下本学期的课程安排（ 5 月 15 日摄）。本报记者彭昭之摄

▲高小梅（左一）拿手机给老师高自仁翻开其他同学们
的照片。今年是高自仁退休前的最后一个学年，高自仁教过
的学生们相约来小学看望自己的启蒙老师，他们现在都从
事教育工作（9 月 3 日摄）。 本报记者万象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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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自仁给二年级的孩子们上语文课（ 9 月 3
日摄）。 本报记者万象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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