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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

本报记者陆波岸

黄若珍老师退休了。望着他渐渐远
去的背影，最后消失在树木苍森的坳口，
蓝巧春老师恋恋不舍转身，走进琅琅书
声的教室。

黄若珍退休前是广西都安瑶族自治
县龙湾乡琴棋小学老师。位于桂西北的
都安瑶族自治县，属于典型的喀斯特溶
岩地貌，总面积 4095 平方公里，其中石
山面积占 89%，有“石山王国”之称。

琴棋小学位于“石山王国”巍巍群山
之中。这所学校老师最多时曾超过 20
人，学生最多时也有 500 多人。近年来，
学生数量逐年减少，到黄若珍老师退休
前学校只有 8 名学生，成为大山里典型
的“麻雀学校”。

为了这 8名学生，站了 40年讲台的黄
若珍每天除了给孩子们上课，还给他们做
饭，照顾他们午休晚睡。只有周末，他才能
步行一个半小时，沿着崎岖的山路回到深
山里的家。有时候，因为路途遥远，他一个
月都不能回一趟家。

2017年 8月，眼看黄若珍老师快要退
休了，刚刚考入教师队伍的蓝巧春老师被
派到琴棋小学，准备接黄若珍老师的班。

1988 年出生的蓝巧春，毕业后曾在
南宁市工作。听到家乡招聘教师后，她回
到了大山，无怨无悔接替了黄若珍的岗
位，现在成了仅有 5名学生的琴棋小学唯
一的老师。由于学生在学校寄宿，她每天
除了上课，还要给他们做饭，照顾他们的
起居，既当老师又做厨师，还要当爹当娘。

2012 年以来，记者走进广西部分大
石山区、边境地区、贫困地区和少数民族
地区，用镜头陆陆续续记录了 250 多名
大山教学点老师的工作生活。许许多多
的大山老师，就像黄若珍和蓝巧春这样，
接力坚守，薪火相传，连成层层育人天
梯，在巍巍大山中诠释那份教书育人的
初心，在共和国教育事业色彩斑斓的画
卷上，默默添加自己毫不显眼、又不可或
缺的精彩一笔。

残缺的身躯 完整的师爱

耸起右肩，左手将三角板放到右肩
头，脖子往右一歪，紧紧夹住三角板，身
体斜靠把三角板按在黑板上，一笔接着
一笔，工工整整地画着几何图形……

“独臂教师”唐广芳，画的每一个图
形，写的每一个字，上的每一堂课，都这
么一丝不苟，他努力撑起自己残疾的身
躯，教给孩子们完整的知识。

唐广芳是广西全州县白宝乡北山村
小学老师。1995 年，还是代课教师的他，
暑假外出打工补贴家用，不幸触电。昏迷
三天三夜醒来后，他发现自己右臂已被
齐肩截掉。

一阵绝望痛哭后，唐广芳决心振作
起来，不能让孩子们看到一个萎靡不振
的老师。身体渐渐康复后，他左手拿着树
枝，像小孩刚学写字一样，在地上一笔一
画练写字，简单的一横一竖，他要上千遍
练习才能练出个样子。每次咬牙练习写
字时，他都紧紧咬定一个信念：一定要把
左手练成右手，把字写出以前的模样。

半年后，唐广芳回到熟悉的讲台。当他
用左手在黑板上写下第一个字时，总感觉
很别扭。没想到，当他满脸歉意转过身来那
瞬间，讲台下的孩子们为他热烈鼓掌。

唐广芳眼角湿润了。他在心里对自
己说：命运欠了自己一条右臂，但自己无
论如何都不能欠孩子们知识，哪怕半个
标点符号都不行。

唐广芳的家到学校有 5 里地，无法
骑车开车，所以每天要早早起来，步行 40
多分钟来到位于山脚下的北山村小学。
“冬天的话，天还没亮就要起床赶路。”

唐广芳的坚守获得了肯定。2014
年，他被评为全州县“模范乡村教师”。单
手接过奖杯时，他双眼泪花闪烁，全场掌
声如雷。

被称为“轮椅教师”的阮文凭，是一
个双腿无法站立的残疾老师。一部轮椅、
一颗炽热的心、一片琅琅书声……他在
轮椅上坚守广西百色革命老区大山讲台
已经是第 25 个年头了。

阮文凭是广西凌云县下甲镇河洲村
念恩小学老师，因患小儿麻痹症导致双
腿萎缩。1994 年，自强不息的他成为一
名人民教师。1995 年，他被调到离家 4
公里外的念恩小学。

4公里路，对常人而言，不算什么。但
对阮文凭来讲，实在遥远。刚开始，他的双
腿还没有严重萎缩，拄着拐杖可以慢慢行
走，从家到学校，要走 4个多小时。

后来，他的双腿萎缩越来越严重，连
拄拐杖都无法站立起来，出行更加艰难。
“那时候，这里不通公路，我出去办事，要
么自己一点一点地爬出去，要么靠群众
背出去。”阮文凭说。

24 年来，由于出行不方便，阮文凭
基本上都住在学校，哪里都去不了。每
天，太阳初升，他坐着轮椅把校门打开，
等待孩子们欢呼雀跃来到学校；夕阳西
下，他坐在轮椅上，目送着孩子们唱唱跳
跳走在回家的路上；万家灯火，他一个人
一盏灯，埋头批改当天的作业，准备第二
天的教案。

念恩小学的学生都是瑶族。已经在
这里坚守了 24 年的汉族老师阮文凭，希
望继续守候这片大山。他的理由只有一
个：不能让这里的孩子没有梦想，不能让
这里有梦想的孩子没有未来。

很难走出大山的阮文凭，事迹却传
遍山里山外。2010 年，他获得第十四届
“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荣誉称号。

中越边境的覃诚老师，患有严重的
眼疾。但是，这位在讲台上已经站了整整
28 个年头的老师，依然在自己日益模糊
的视界里，指点孩子光明的未来。

覃诚是广西大新县宝圩乡那排教学
点的老师，这所学校距离中越边境不到
3 公里。2006 年 2 月，他突然感到视力
明显下降，到医院就医检查被确诊为视
网膜血管炎。为了治疗眼疾，他先后跑到
南宁、广州和北京多家医院寻医问药。可
是，至今还是没有找到良方。

“2016 年，我专门跑到北京去看，医
生让我在北京打针观察一个月，然后每
个月还要到医院去复查。”覃诚说，“我每
天都要上课，根本没有时间反复去北京
看病治疗，只好靠吃药控制病情。”

现在，他左眼视力为 0 . 3，右眼视力
仅为 0 .01，右眼基本上看不到任何东西，
左眼视力下降严重，眼前一片模糊。但是，
患眼疾 13年来，只要上课铃一响，他都准
时站到讲台上，不给学生落下半节课。

“单腿教师”李祖清是广西灌阳县洞
井瑶族乡野猪殿村小学老师，19 岁起就
一直在大山深处教书育人。1981 年，他
在一次家访途中被毒蛇咬伤右脚，造成
小腿肌肉萎缩、骨骼坏死，成了残疾人。

但是，残疾并没有影响他对教育事
业的满腔热血。在几十年的教学生涯中，
他用一条腿几乎走遍了野猪殿村所有教
学点，将一批批孩子送出大山。

2015 年 11 月，李祖清老师光荣退
休。因为没有新老师愿意到大山里来接
替他的岗位，他拿着返聘书，重返讲台。
“只要我还能站起来，只要这个讲台还需
要我，我就会竭尽全力干下去。”他说。

现在，李祖清老师已经离开讲台，过
上真正的退休生活，他对教育事业的奉
献，大山没有忘记，人们还是一声接着一
声用“李老师”称呼他。

流逝的岁月 不老的师情

由于自然环境相对恶劣，生活工作
条件相对艰苦，很难吸引外面的老师到
大山工作，特别是年轻老师。山里的很多
老师，只能一辈子痴心坚守，有的老师甚
至到了退休年龄，像李祖清那样，还拿着
返聘书，顶着满头苍苍白发，回到自己已

经站了大半辈子的讲台。
周宏军就是这样的老师。这位大苗

山老师，退休后因为没有老师来接替他
的岗位，又拿起教鞭，回到已经站了整整
46 年的讲台。
周宏军是广西融水苗族自治县汪洞

乡新合村达佑教学点唯一的老师。1973
年，刚刚 16 岁的他，在这里开启了教书
育人的生涯，直到 2018 年 2 月退休，他
一直坚守在这所大山深处的教学点，教
学点附近 50 岁以下的村民基本上都是
他的学生。

这是一所非常偏僻的教学点。现在，
公路修到学校了，从融水县城驱车到教
学点单程还需要 5 个小时，就是从汪洞
乡驱车到教学点也要两个小时。2010 年
以前，这里不通公路，条件更加艰苦，出
行更加艰难。

没有通公路之前，学校教学用品和
学生学习用品，都是周宏军老师一根扁
担从 40 公里外的乡里挑进大山来的。因
此，他被亲切地称为“扁担教师”。公路修
通后，这些用品和学生营养餐食材，还是
他用摩托车从山外拉回来，一周一个来
回，风雨无阻。

一个老师一辈子 46 年教龄，始终坚
守一所学校，周宏军心心念念都是为了学
生：“这里太偏远了，条件又这么差，这么
艰苦，没有谁愿意来这里教书，如果我离
开这里，没人愿意来这里教书，孩子们怎
么办？”

2018 年 2 月，周宏军老师退休了。
左等右等，没有等到来接替他的老师，他
拿着一纸返聘书，二话不说，又回到讲台
上。

记者来到达佑教学点时，正值午休。
学生在教室里完成课堂作业，周宏军在
学校厨房里烧水切肉，给学生做午餐。午
餐后，孩子们围着他一起玩各种游戏，阵
阵欢笑荡漾山间，这个年过六旬当了大
半辈子“孩子王”的老教师，笑得像个小
孩一样。

期间，他发现有几个学生指甲长了，
赶紧起身拿来指甲剪一边帮他们剪，一
边唠叨要他们经常剪指甲讲卫生，那细
致认真的样子，慈母般细心温暖。

什么时候有老师来接替自己，周宏
军老师心中也没底。“今后，如果还没有
老师愿意进来，我还要继续在这里给孩
子们上课，就是不给一分钱报酬我也要
坚持下去，这个偏僻大山里的孩子不能
没有人教啊！”他说。

坚守大山讲台四十多年的周宏军，
先后被评为柳州市优秀乡村教师和广西
优秀乡村教师，并于 2014 年荣登“中国
好人榜”。面对这些艰辛和荣誉，他淡然

一笑，这片大山的孩子和这片大山的教
育事业才是他一生的眷恋。

瑶族教师陶凤英也是大山教育事业
的“守山人”。35 年前，她给乡亲们丢了
一句话：“把娃给我，我会把他们教好
的！”为了这句话，她守望大瑶山讲台已
经整整 35 个年头。

陶凤英是广西金秀瑶族自治县忠良
乡山界教学点教师。1984 年，她走上了
这片大山讲台。开始，她所在的学校周边
村屯学生辍学严重，很多家长认为，“读
书有什么用，读完了还是山里人。”“家里
农活那么忙，孩子哪有空去读书？”

当时，陶凤英是那片大山为数不多
的高中毕业生，“很多地方，连续好几个
村都没有一个初中毕业生。”深知知识重
要的她，走上讲台后，挨家挨户做乡亲们
的思想工作，把一个个适龄孩子带到学
校，“把娃给我，我会把他们教好！”

为了这句诺言，她守望大山讲台已
经整整 35 年。35 年来，她先后在 9 个教
学点工作过，每一次工作调动，都是“从
这个山头调到另外一个山头”，离家最远
的教学点要走 3 个小时的山路。在这些
教学点，她既是老师，又是炊事员和保
姆。

山界教学点距离县城开车单程需要
3 个小时。记者到访时，一身瑶族服饰装
扮的陶凤英正在校园里忙碌。她把刚买
来的新鲜肉拿进厨房，洗锅烧水淘米插
电煮饭，然后转身走进办公室，拿着一把
铁哨子哔哔吹响，催促学生进入教室，自
己抱着教材紧跟后面，声情并茂地给孩
子们上课，脸颊上豆粒大的汗珠颗颗往
下流淌，她都顾不上擦一擦。

35 年走过 9 个“山头”的陶凤英，
2019 年 5 月登上“中国好人榜”。她说，
她 2020 年 2 月就要退休了，回望在讲台
上走过这 35 个春夏秋冬，时光流逝，真
情不变，她始终无怨无悔，没有忘记当初
给乡亲们许下的诺言，没有忘记自己那
片教书育人的初心。

绚烂的青春 可贵的师心

记者曾经对广西一个县 110 名山区
教师进行调查采访。发现这 110 名老师
中，上世纪 50 年代至 70 年代出生的老
师有 94 名，1980 年代至 1990 年代出生
的老师只有 16 名，山区教育面临师资青
黄不接的困境，令人忧虑。

这个县教育主管部门有关负责人告
诉记者，县里招聘教师曾发生连续多年
无法招满额的情况，“有一年，要招 230
名老师，结果只招到 150 个人”，但每年
有一大批老师要退休，如何补充山区教

师缺口，让他们感到压力不小。
“很多老师不愿意到山区学校工作，

主要是这些地方山高路远条件差。”另一
个县教育主管部门有关负责人说，当地
曾遭遇一件非常尴尬的事——— 他们用车
将新招聘来的老师送往山区学校时，这
些老师看到学校所处的环境，连车都不
下，叫司机调转车头，转身走了。

难能可贵的是，在记者走访的 250
多名山区老师中，也有“80 后”甚至“90
后”，他们选择大山，从老一代山区教师
手中接过接力棒，让自己绚烂青春在大
山讲台上绽放，让大山教书育人的天梯
不断层，他们的精神令人感动，值得敬
仰。

龙洁华就是一个守望大山讲台的
“90 后”。

1990 年出生的龙洁华，家在广西藤
县。2012 年，她成为一名特岗教师，被安
排到离家几百公里外的广西天等县把荷
乡上贝教学点工作。从她老家到学校，从
桂东辗转到桂南，几乎要走整整一天的
时间：从藤县坐车到南宁市要差不多 5
个小时，从南宁市转车到天等县城要 3
个多小时，从天等县城再转车到学校要
1 个多小时，“早上 8 点从家里出发，要
晚上 8 点才能到学校。”她说。

上贝教学点给龙洁华的第一印象是
“好简陋，学校连围墙都没有”。但是，她
没有选择离开这个遥远而人生地不熟的
地方。“这里的学生很可爱，很纯朴，他们
很喜欢我，我也很喜欢他们，学校老师和
家长对我都很好。”她说，特岗教师工作
满 3 年后，她可以选择调离这所学校，但
她还是留了下来，直到今天。

每天，她给孩子们上课、做饭。晚上，
学生都回去了，她一个人住在学校里。
“现在，学校修建得好一点了，围墙也有
了，晚上一个人在学校睡觉，没有那么怕
了。”她说，刚开始，一个人晚上住在学校
里，很孤单，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随便
一声鸟叫，或者风吹树枝掉落，她都被吓
得毛骨悚然，久久无法入睡。

一所教学点、一名壮族老师、10 名
瑶族学生……“80 后”的卢秀芬也把自
己的事业梦想深深扎根在大瑶山之中。

1989 年出生的卢秀芬，是广西金秀
瑶族自治县忠良乡更范教学点唯一的老
师。大学毕业后，她曾在金秀一所公办医
院办公室工作。2018 年，她参加教师招
聘考试，成了更范教学点的老师。

更范教学点位于大山之中，是金秀
瑶族自治县一所很偏远的学校。记者到
这所学校去的时候，从金秀县城出发跨
过三个市三个县才能到那里，一个来回
需要一天的时间。县里的朋友说，还有一

条路比较近，单程 4 个多小时的车程，
但那条路路况不好，经常遇到塌方，
“碰到塌方的话，有时候一天都到不
了。”所以，“我们走远路比较近。”

卢秀芬被派到更范教学点，是因
为坚守这里几十年的黄佩珍老师退休
了，如果没有老师来，这里的孩子将没
有人教。2018 年 9 月，一纸调令，卢秀
芬服从组织安排，背起行囊一头扎进
了大山。

刚开始，当地教育部门很担心卢
秀芬适应不了这所教学点的环境，无
法留在这里安心教书。主要理由是：其
一，教学点很偏远，卢秀芬从家到学校
要坐 3 个小时的车，她此前所工作的
医院离家只有 10 分钟的车程。其二，
卢秀芬是壮族，教学点附近村民和学
校学生都是瑶族，生活习惯和语言都
不太相同。其三，教师待遇不高，卢秀
芬又刚当妈妈，小孩才 8 个多月。

没想到，这些问题在卢秀芬面前
都不是问题。她说，她热爱教育事业，
一到更范教学点就喜欢上这个地方，
喜欢上当地的民族风情，喜欢上学校
的孩子们，决心在这里好好教书。

在更范教学点一个学年里，除了
放小长假和寒暑假，她几乎都住在学
校里，周末基本上也不回家。因为路途
太远，她每次回家都需要爱人开车到
山里来接，回学校又要爱人开车送进
山里，一个往返开车就要 6 个小时。目
前，更范教学点只有她一名教师和 10
名瑶族学生。每天，她除了要给学生上
课，还要给他们做饭。

我们交谈时，她掏出手机打开相
册告诉我，她小孩还不到两岁，留在家
里给外公、外婆和爱人照顾。每天放晚
学后，学生们欢呼雀跃回家了，她就一
个人待在学校里，忙着批改当天的作
业、准备第二天的教学。

夜深人静，是最想家的时候。她
说，想家了，想孩子了，就通过电话或
视频和他们聊聊天，或者翻看保存在
手机里的家人照片。有时候，挂断家人
电话那瞬间，不知不觉自己双眼已经
满含泪花。

是什么让自己这么坚守大山？她
说，因为对教育事业的热爱，对这片大
山渴望知识孩子的不舍。

是的，正因为这份热爱，这份执
着，教书育人的薪火才得以在莽莽大
山代代相传；正因为这份坚守，这份奉
献，才使得成千上万的大山教师，坚守
在我国教育最基层、最基础、最艰辛、
最不可或缺的大山讲台上，甘为人梯，
搭起大山孩子走向梦想的通途。

编者按：从 1985 年确
立 9 月 10 日作为教师节
后 ，即将迎来第 35 次欢
庆。尊师重教是我国的优
良传统，早在公元前 11 世
纪的西周时期就提出了
“弟子事师，敬同于父”。

有这么一批教师，他
们默默地坚守在贫困山
区，用一肩扛起一座山的
娃娃，用青春和热血书写
着比“师者，所以传道授业
解惑”更宽阔的胸怀，给娃
娃们打开通往山外的广阔
世界

▲在广西大新县宝圩乡，覃诚老师(左二)放午学后和同事陪同学生走山路回家(2017 年 11 月 24 日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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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广西全州县白宝乡北山村小学，唐广芳老师用肩头夹着三角板
给学生上课(2016 年 4 月 26 日摄)。

▲在广西金秀瑶族自治县忠良乡山界教学点，陶凤英老师吹哨子催
促学生进教室准备上课(6 月 4 日摄)。 本版摄影：陆波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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