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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赵叶苹、王军锋

　　这几天，颜业岸教出来的又一批
村 里 娃 ，陆 续 在 大 城 市 迎 来 了 新
学期。
　　今年高考，海南省琼海市嘉积中
学舞蹈团全团 16 名高三学子，全部
通过艺考进入中央戏剧学院、北京舞
蹈学院、中央民族大学等国内知名
高校。
　　对于校艺术中心主任、男子舞蹈
团团长颜业岸来说，这属于“再创佳
绩”——— 自 2000 年组建嘉积中学男
子舞蹈团以来，他通过舞蹈美育，带领
300 多名农村学子“舞”进国内各大知
名艺术院校。
　　当年那个带着孩子们在阳台上
赤脚跳舞的高考落榜生没想到：有朝
一日，他和他教出来的学生，会成为
海南基层舞蹈教育领域的一段“传
奇”。

  一份初心，为农村孩子打

开艺术之门

　　 30 年前，颜业岸与舞蹈名师“不
沾边”。
　　他 1991 年高考落榜，次年到琼
海市上埇中学担任美术代课老师。那
是一所农村初级中学，全校学生不足
150 人。有舞蹈基础的颜业岸，常利用
课余时间教孩子们跳舞。孩子们光着
脚，在教学楼的阳台压腿，排练的地方
是晒得发烫的楼顶……

　　一年后，颜业岸一举成名：1993
年底的全市中学生文艺汇演，上埇中
学的舞蹈《难忘的历程》竟然拿了一
等奖。
　　取得了成绩，颜业岸却“老是感觉
自己这点水准不够教学”。1995 年，他
靠自学通过成人高考，考取了北京舞
蹈学院舞蹈史论专业。之后通过函授
学习，拿到了大专文凭。1999 年，颜业
岸进入嘉积中学，不久转为公办教师。
　　 2000 年，嘉积中学男子舞蹈团
成立，老师只有他一人，学校每年也只
给他一个招生名额。
　　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们的排练厅
就是一个铁皮棚，不遮阳不避雨。白天
太阳暴晒之后，连地板都是热的，学生
在这种环境下训练，几分钟衣服就会
湿透。下雨天屋顶哗哗漏水，训练把杆
是废弃水管加工的，地板也不符合标
准，播放音乐用的是老掉牙的卡式录
音机……
　　可是再艰苦的环境，也没能阻挡
颜业岸的热情。他深知，农村学校因为
长期师资不足，音乐、美术等美育类学
科的教学一直是短板，但孩子们对于
这些科目其实是十分渴望的。
　　不仅如此，他更惊喜地发现，舞蹈
除了能带给学生快乐，还能帮一些孩
子实现大学梦。因此，他更是一心扑在
舞蹈教学上，常常训练到深夜；他对每
个学生的特点了如指掌，精心为他们
选定艺考剧目，最大程度挖潜，以期学
生们在高考中获得最佳表现……
　　“能够用舞蹈帮助越来越多的农

村孩子改变命运，点燃他们的梦想，让
他们有人生出彩的机会，我觉得这是
一件很光荣和幸福的事情。”颜业
岸说。

一种热爱，舞出人生最美风采

　　今年，嘉积中学艺术中心门口摆
上了两块展板，一块是 16 名学子考
上大学的喜报，另一块是参演“庆祝中
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文艺演出《伟
大征程》”的海报。
　　他们是受邀参演的唯一一个县
级中学舞蹈团。一见到记者，颜业岸
就指着《伟大征程》海报说：“这次经
历，最是让我自豪和难忘，舞蹈团全
员 登 台 ，这 是 一 名 舞 者 的 至 高 荣
誉。”
　　“我们不仅仅是在绽放自己，更是
在用肢体语言诠释共产党的初心和使
命，这是值得终身自豪的经历。”舞蹈
团成员周以职说。
　　“教育贵在育人、育心，舞蹈教育
同样如此，需要启发和引领，需要思考
和创新，老师所教的技术若干年后会
过时，但怎么学习，怎么做人，才是永
远的。”颜业岸说。
　　这些年，他编排并指导学生们表
演的《边关沉月》《一片羽毛》《南海
潮》《甲午海魂》等舞蹈作品，70 多次
荣获国内外舞蹈比赛一等奖或金奖。
来自农村的孩子跳着舞，登上央视春
晚的舞台，也一路“舞”进了人民大会
堂 、联 合 国 总 部 、维 也 纳 金 色 大

厅……
　　颜业岸的起点不高，是个非专
业舞蹈老师；他的世界也很小，近
30 年坚守县中教学一线，为 300
多名农村娃浇灌出灿烂的梦想
之花。
　　总结近 30 年的教学经历，他
认为自己是“始于热爱，终于付出”。
从业前 10 年，他没有机会去专业
院校学习，就买来各种舞蹈书籍、录
像带，反复观看、琢磨、领悟，再将一
个个舞蹈动作分解并画出图样，根
据初中生的身体特点重新改编、设
计动作……
　　慢慢地，自学成为他的习惯。

“时代在发展，人们对美的需求也在
不断地提高、改变，只有不断学习，
才能满足时代和观众的需求。”颜业
岸说。
　　多年来，颜业岸坚持在教中学、
学中教，他没有节假日，没时间也不
敢考驾照，害怕开车时脑子里还想
着舞蹈动作。
　　舞蹈教育早已成为颜业岸生命
的一部分。随着国家越来越重视美
育，颜业岸又给自己增加了新任务。
他开始将教学对象延伸到基层舞蹈
教师，力争培养更多优秀人才，让更
多中小学生接受高水平的舞蹈艺术
教育。
　　有人说他是传奇，他却说传奇
背后，是一日复一日的心血与付出。

“几十年就专心干一件事情，要是还
干不好的话，就对不起自己了。”

“高考落榜生”带 300 多个农村娃“舞”进大学

本报记者王菲菲、王劲玉

　　走出东里村的那一刻，原国虎再
也忍不住了，眼泪夺眶而出。远处是
连绵的太岳山脉，身边是缓缓流淌的
沁河水，6 年来的点点滴滴在他脑海
中不断浮现：
　　“这毛头小子能干成啥？”村里人
上上下下打量着他。在猪圈里睡觉、
吃方便面，那“酸爽”味道一辈子都忘
不了；为了储存大棚菜，他突发奇想
用真空袋装新鲜蔬菜，结果全蔫了；
站在县城闹市区，高声推销着村里的
绿色农产品，兴奋得差点蹦起来……
　　他是山西省临汾市安泽县东里村
第一书记，这个身份已伴随他 6 年。如
今，三届任期已满，他要走了。
　　“以后不管走到哪儿，永远都是咱
东里人！”村民们舍不得这个名字里带
虎字、看起来有些虎气、做了一番“虎”
事的年轻人。
　　原国虎也舍不得，舍不得那山那
水那人，舍不得这 6 年：村民人均收
入从 2015 年的 5000 元左右提高到
如今的 9000 元左右，乡村振兴有了
生猪养殖、杂粮种植等产业支撑。
　　他用 6 年的奋斗青春谱写了最美
丽的诗篇。

初来乍到的毛头小子

　　“这个毛头小子能干啥？”看着眼前
这个身材瘦小、有些怯生生的小伙子，
山西省临汾市安泽县东里村党支部书
记陈卫祥心里犯起了嘀咕。
　　 54 岁的陈卫祥当了 30 多年村党
支部书记。有着 120 多户人家的小村
子多少年来平静如水，人们种点玉米、
高粱，“好光景和咱无缘”。
　　 2015 年 8 月，28 岁的安泽县人
社局工作人员原国虎作为第一书记来
到这里。别看他年龄不大，心却不小。
　　“我要帮着大伙儿脱贫致富！”他
不是个安于坐办公室的人，他想干一
番事业，广阔农村就是最好的舞台！
　　原国虎有备而来，早在来之前，他
就向相关部门申请了 30 万元资金，要
在村里发展产业。
　　一听“产业”两个字，陈卫祥就头
大。东里村交通不便、资源匮乏，前几
年新农村建设时，村集体欠了几万元
外债。村里在 2013 年时也建过蔬菜
大棚，菜长出来了，却卖不出去，差价
都让中间商给赚了，承包大棚的村民们
都哭了。
　　但原国虎初生牛犊不怕虎，挨家
挨户走访调研，琢磨适宜的产业：种苹
果、养鸡种葱、养兔子……也曾小试牛
刀，但均以失败告终。
　　一个偶然机会，原国虎了解到一
家专业养猪企业的“代养”模式，企业
提供猪苗、饲料、防疫、技术指导，并
且有固定回收价，养殖风险被降到
最低。
　　“资金压力小，销路不发愁，太适
合我们村了！”原国虎像捡到宝贝一
样，陈卫祥和其他村干部们却隐隐
担心。

　　根据规划，原国虎最初申请的资
金不足以支撑项目，难道就此作罢吗？
陈卫祥没想到，从那之后，只要村里有
领导来检查，原国虎就推介这个项目，
请求资金支持。“看上去文文弱弱的，
胆子倒挺大！”
　　靠着“厚脸皮”，原国虎拉来了资金。
为了省钱，他们自己当小工，用时数月，终
于把猪场建好了。

吃住在猪圈的猪倌

　　面前的方便面已失去香味，只有一
股猪粪味直钻鼻孔，这“酸爽”滋味，原国
虎本以为自己一辈子都忘不掉，但如今
早已久闻而不知其臭了。
　　 2017 年，猪场建好之后，本以为
一切将步入正轨，但新的问题来了。承
包方案公示了两周，硬是没有一个人
来报名。
　　“张嘴的东西不好养”“家财万贯
带毛的不算”，这些老话深深地刻在村
民们的思想里。承包猪场要交 15 万元
押金和 4 万元承包费，没人愿意冒险。
　　而此时，也正是原国虎第一届任
期到期之时，妻子已怀了二胎，大女儿
刚上小学，家人明确表示要他回来照
顾。但这边，猪场刚建好，如果他走了，
一切可能就撂下了。
　　原国虎最终选择了留下，还和陈卫
祥等 3 人一起凑了 19 万元，承包了养
猪场。这些钱，几乎是原国虎所有的
家底。

　　原国虎清楚地记得，7 月 2 日，猪
场迎来了第一茬 500 头猪崽。但原国
虎的恐惧也随之而来，为了给猪崽打
疫苗，他需要抱起它们。“张着嘴巴嗷
嗷叫的样子怪吓人。”但他不能流露出
胆怯，只能硬着头皮去抱，猪崽在怀里
扑腾挣扎，摸上去毛茸茸的。
　　抱的次数多了，他开始觉得十分
可爱，只盼着它们能快快长大。
　　然而，没过几天，这些猪崽却开始
陆续死亡。
　　“我们不敢养，你一个毛头小子敢
养。”一些村民说起了风凉话。
　　有一天一下死了 3 头猪，看着白
花花的猪，原国虎背过身子，圪蹴在
地上，眼泪吧嗒吧嗒掉了下来。
　　“养猪不死猪，难道死羊吗？”陈
卫祥打趣着说，想给他减轻点压力。
　　为了找到猪死亡的原因，原国虎
决定吃住在猪圈进行观察。累了，他就
在躺椅上歇一会；饿了，就吃饼、泡方
便面；猪崽们还时常伸出头来拱他的
腿、舔他的鞋。夏天猪棚温度高，混着猪
粪臭气熏天，为了减少进出猪棚的人
数，原国虎常常一个人一天不出猪棚，
以至于很长一段时间，他浑身都散发着
一股猪粪味。
　　专门负责养猪的村民王平安说：

“咱觉得不要紧，没想到一个白白净净
的年轻孩儿竟能吃得了这种苦。”
　　也是从这次，陈卫祥对这个毛头小
伙子彻底服气了。“他确实是个想干事，
也能干成事的人。”陈卫祥暗自决定，以

后不论他干啥，自己都会尽全力帮忙。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死了 27 头猪
之后，原国虎总算找到了症结，小猪崽们
得以健康成长。6 个月后，第一茬猪总算
出栏了，承包人每人分了 5000 元，养猪
人王平安分了 15000 元。
　　万事开头难，在经历了第一茬试
水之后，猪场在之后的养殖中取得了
成功，每一茬的死亡都控制在 10 头左
右，也实现了一茬保本、二茬微利、三
茬盈利的目标。
　　在猪场取得成功后，原国虎再次争
取资金，在东里村建起了 2 号猪场，这
次村里人争相承包。不仅如此，几个在
外打拼的年轻人也看到了养猪的机遇，
在村里建了两个规模更大的养猪场，现
在东里村的养殖规模达到了年出栏
6000 头，成了远近闻名的养殖大村。
　　当初的那个原国虎坚决不放弃、
曾吃住在里面的 1 号养猪场像颗种子
一样，给东里村带来了希望。

“蹦跶”起来的推销员

　　“我们东里村绿色农产品，用 4 个
字来概括，那就是‘好！好！好！好！’”站在
安泽县城商业街上，看着越来越多的人
流，原国虎激动地喊了起来。用陈卫祥的
话说，是“蹦跶”起来了。
　　他说的绿色农产品，是继养猪之
后，在村里开辟的又一产业。
　　养殖成功后，原国虎脑子又活泛
起来，“这么多猪粪为啥不搞种植呢？”

说干就干，2018 年 3 月，原国虎带领
3 户贫困户租赁 7 亩土地，利用养猪
场提供的便利条件，建起绿色农作物
种植示范基地，其中一半是蔬菜，一半
是杂粮。这些农作物，全都不打农药、
不施化肥。
　　然而，蔬菜长出来了，销售仍是个
难题，并且蔬菜难以保存。他们异想天
开，竟然将新鲜蔬菜装进真空包装里，
试验了一下，结果全都蔫了。说到这
里，原国虎有些不好意思，露出一副哭
笑不得的表情。
　　必须打出品牌，才能占领市场。他
又一次脑洞大开，要在县城里开一场
推介会，一个小村子在县里开推介会，
这在安泽是从未有过的事情。
　　但原国虎就是敢打破常规。他选
了县城里最繁华的地段，给县里领导
们都发了一遍邀请函，还在线上线下
发布《致安泽县人的一封信》……
　　陈卫祥等村干部看不懂年轻人
的这番操作，自然也插不上话，但都在
默默帮着忙。
　　推介会那天，原国虎凌晨 4 点多
就起床了，穿上头一天买的白衬衣，去
现场布置场地，新鲜的豆角、西红柿、
辣椒摆得整整齐齐，到了 8 点多，商业
街上的人慢慢多了起来。
　　看着越来越多的人了解询问购买
东里村的蔬菜，原国虎太激动了。“不
亚于第一次当爸爸。”他说。
　　东里村一炮而红！
　　推介会后，订单唰唰来了，甚至供
不应求。他又奇思妙想做起了订单农业，
像 QQ 农场一样，人们可以认养一块地，
通过安装的摄像头，能够看到蔬菜生长
全过程，由村民们负责种植、配送。
　　不仅如此，他还通过视频直播线
上线下销售小杂粮，提供种子、农家肥
等给愿意种植的农户，同时以市场价
的 1.5 倍进行回收。过去只种高粱、玉
米的村民们，靠种小杂粮实现户均增
收 1900 元左右。
　　这下人们的思维彻底扭转了。如
今东里村的蔬菜、杂粮都是叫得响的
品牌，成了紧俏货。

“自私”的儿子、丈夫和爸爸

　　对于东里村人来说，原国虎是个好
干部。但他 70 多岁的老母亲梁小香却
说，原国虎太“自私”了！
　　老人是在心疼自己的儿媳妇。原国
虎在东里村奋斗的 6 年，妻子党欣怀孕
生二胎，一个人照顾两个孩子。“最开始
一个星期还能回来一次，后来基本上就
不见面了。”党欣说，家里完全靠不上他，
最初也有怨气、也吵架，但慢慢都习
惯了。
　　不仅如此，原国虎有一段时间建
猪场焦虑、忙碌，导致腰椎间盘突出，
连床也下不了，党欣挺着大肚子，带
着大女儿，坐着客车去村里照顾他。
　　党欣是个温柔的女人，把两个女
儿照顾得乖巧懂事。但越是如此，原
国虎越觉得亏欠。有一次大女儿吃坏
肚子，他自己带着女儿去输液。从此
以后，为了让爸爸能一直陪着自己，

女儿总喊着要“输液”。
　　尽管嘴上说“自私”，但原国虎
的母亲心里却无比心疼儿子。知道
他工作忙，没事尽量不给他打电话，
有个头疼脑热，老两口瞒着儿子自
己去输液，“但心里总想着他能多回
来，可想多见他几回哩。”
　　承包猪场那年，原国虎有一次
回到家，给母亲讲自己在东里村干
的事，说自己没有钱了。母亲当时
没当回事，后来在电视上看到儿子
带着村民建猪场养猪的事，偷偷跑
到地里大哭一场，“他干那么多事，
多难啊，当时应该给他钱，帮帮他
的！”
　　但看到村子如今欣欣向荣，年
轻人都回来了，乡村振兴有了可持
续发展的产业，原国虎觉得，一切付
出都是值得的。

  聊不完的“养猪经”，放

不下的“猪崽子”

　　“今年，我们东里村 1 号养猪场
已成功出栏了 6 茬生猪，总收益达
85 万余元，村集体经济年增收 4 万
元，入股脱贫户户均年增收 1200
元。”马上要离开了，原国虎还是忍不
住跟记者聊他的“养猪经”。
　　走在东里村的山坡田垄上，满
眼的翠绿让人看着心里欢喜，两个
养猪场排成几排，占了不小一块地，
离得老远就能闻到一股猪粪味。快
要走了，原国虎又一次来到养猪场，
看看他关心的“猪崽子”们。
　　“叔，新来的猪崽都打疫苗了
没？”“叔，可不能让人随随便便进
猪圈啊！”在猪圈看到养猪人王平
安，原国虎拉着他不住地叮嘱。
　　在原国虎心中，6 年驻村，最骄傲
的是东里村产业逐渐兴旺，最放不下
的也是村里方兴未艾的产业。“村里人
养猪吃了大苦，好不容易才干到这番
光景，产业来之不易，更要守好。”
他说。
　　不光养猪发展势头好，从 2020
年开始，东里村绿色杂粮规模达到
160 余亩，同时吸纳 23 户脱贫户入
股合作社。今年以来，东里村的芦笋
基地后续田间管理也陆续开展，确
保芦笋正常生长的同时，稳步提高
芦笋的产量和销售收入。
　　“党员带头发展，养殖有借鉴模
式，种植有特色品牌，打工足不出
户。村里有了好光景，才能放心离开
啊。”原国虎说。
　　“不是原书记来，咱怎么可能
这么好。”脱贫户王平安靠养猪 3
年挣了 20 多万，去年给儿子娶了
媳妇。
　　现任村主任王鹏是个 80 后，在
原国虎的感召下，回村发展苹果、
养猪等产业，带动村民一起致富。

“原书记做下了榜样，大伙儿的思
想有了很大转变。从能要就要，能
等就等，到现在又养猪，又种蔬
菜、杂粮，一起向着乡村振兴、向
着更好的日子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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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国虎正在喂猪，因为患有腰椎间盘突出，他的腰间绑着护具。 （视频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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