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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了一整夜雨，塘里的莲藕喝

足了水分，细脖子一个接一个，窜出

了水面。这是父亲的原话，缕缕欣喜

从他沙哑的嗓音里流淌出来，仿佛

昨夜那场雨的气息尚未走远，一直

缱绻在他皮肤和衣裳上。电话那头

很静，只有星星闪烁般，偶尔响起几

声忽远忽近的犬吠，属于乡村夜晚

的安宁祥和。

家住半山，几间瓦屋，做过几年

教书先生的父亲，曾戏称我们的居

室为“半山阁”，言语间流淌着几分

自嘲和自得其乐。父亲一辈子守着

村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用粗糙

的双手，向脚下的土地，掘取蔬菜、

粮食，和一家人的生计。

后来，我和弟弟先后如大雁般

飞离“半山阁”，在城里安居乐业。回

去次数渐渐少了，近几年，我们开始

动员年迈的父母搬离乡村，到城里

和我们住一起，但父亲总拿“空气

好”“菜蔬新鲜”等一箩筐的理由，谢

绝我们。去年孟秋，父亲不惜花钱请

匠人修筑了院墙，68岁生日那天，他

竟然雄心勃勃对我们宣称，他要为

“半山阁”造一座美丽宜人的花园。

他说这些话时，是在一段夜幕

下发白的曲折山路上，凉风擦着我

们的脸庞缓缓移动，星子稀疏，虫鸣

低小。父亲一开口，我便明白劝他进

城的计划又落空了一半。那段山路，

细密地铺排着父亲激昂的声音。夜

色昏沉，父亲双眼却光点闪烁，那座

他梦想里的花园，仿佛近在咫尺，伸

手可及。走在父亲身畔，我和弟弟谁

也不忍心去戳破他的不切实际。我

们只是默默听着，紧紧地跟随着他

轻盈的脚步。

然而，我们都低估了一个老人

依然年轻的梦想。父亲用一方池塘

明晃晃地拉开了他的花园梦。那方

盛着蓝天白云的池塘并不大，却足

以将我的瞳孔扩张至惊吓状。寥寥

数日，父亲如何将塘里的泥一点点

掏出来，搬运、堆积至百米之外？面

对我们七嘴八舌的讨论与疑问，父

亲脸上洋溢着孩子般的自豪与满

足，但他只用了三言两语，把挖塘的

过程说得轻描淡写，仿佛一只鸟儿，

衔着一枚空灵的草茎，乘着清风，飘

飘忽忽，从这里到那里。

接下来的日子，葡萄架搭好了，

鱼苗放进塘了，莲藕发苞了，一块长

相新奇的石头从山梁上搬了回来，

几枝怒放的腊梅从湾里剪回来扦插

上了……父亲的电话里，他的花园

在一天天长大，一天天有筋骨、有血

肉地丰满起来。

我最近一次返乡，是因为一棵

树，确切地说，是一棵枝繁叶茂却岌

岌可危的樱桃。坝上建水厂，父亲赶

在挖掘机巨臂挥起之前，抢下了那

棵树。一路扛着上山，不知在哪儿结

结实实跌了一跤。“那些花花草草，

都是他打电话给你们的借口，他嘴

上不说，其实他就是想你们了，想你

们回来！”母亲偷偷向我们告父亲的

状时，父亲已经将脚脖上膏药的痕

迹剔除干净，什么也没发生似的，兴

高采烈地把他的儿孙领出屋，去逛

他的花园。

此时，以“半山阁”为圆心，百

步以内，池塘、鲜花、流水、葛藤、翠

竹，错落有致；各种父亲眼里“宝贝”

的苗木、物什，按照他的旨意，比邻

而居。父亲兴奋地告诉我们，等太阳

下山了，池塘里那些躲在莲叶下的

蛙，就会一只只争先恐后跳出来，高

一声低一声，在宁静的夜幕下唱成

一片。

讲完了蛙，父亲又开始向我们

描绘花园的未来蓝图，还将有哪些

花木、设施，或者物件，作为新的成

员，陆续进驻他的花园。微风轻拂，

栀子浓郁，白发闪闪的父亲笼在层

层叠叠的光线里，脸红得像天边的

晚霞，快要烧起来。

有股莫名的酸涩在心底泛动，

我真想走过去，拉起他的手，向他承

诺，今后我们会尽可能多地回来。即

使这里没有蛙声，没有花园。但我不

知如何开口，我只把发潮的目光使

劲往上望，越过父亲的脸，越过他身

后那片一点点模糊的花园。

劝返——

“这书必须读”

2018年12月28日晚上9点，夜

色浓重，但昭觉县民族中学的阶梯

教室里灯火通明。学校正在召开控

辍保学会议，分派校级领导和行政

人员赴各乡镇开展辍学学生劝返工

作，学校团委副书记贾巴云杂领到

了 5 名辍学生的劝返任务，在离县

城40多公里的三岔河乡。

第二天，贾巴云杂起了个大早，

她租了辆车，早晨8：40到达了三岔

河乡政府，乡长派了乡中心校的一

位老师作为她的向导。两人结伴，经

过一个小时的车程后，来到第一名

学生家，却发现家门紧闭。向邻居打

听后，贾巴云杂又徒步上山，走了近

半个小时，才找到正在放羊的孩子

母亲。还没开口，这位母亲就先气势

汹汹地喊，说并不是他们不愿意让

孩子读书，而是孩子自己跑出去打

工的。等她情绪平复后，贾巴云杂耐

心沟通，讲国家的教育政策，讲女孩

子读书的重要性……这才要到辍学

学生的电话。拨通学生电话后，贾巴

云杂又与她在电话里交流了很久，

最后学生答应第二天就买票返回昭

觉，回学校上课。挂了电话，贾巴云

杂心里暖洋洋的，吹在耳边寒冷的

风似乎也变暖了。

第二名辍学学生的劝返工作顺

利得多，听了贾巴云杂的耐心劝导

后，这位父亲很感动：“你一个女老

师跑那么远来劝我们，真是辛苦你

啦，不瞒你，孩子定了娃娃亲，是男

方家带她出去打工了。现在，我明白

了，这书必须读，我会让她回来的！”

带着前两次成功的好心情，贾

巴云杂继续上路。去第三名辍学生

家时，山路更加崎岖。原本就晕车的

她开始晕头转向，就在这时，司机突

然一个急刹车！前方山体上好几块

大石头滚滚而下，车上一行人的脸

都被吓青了。“现在想想还是很后

怕，如果早一步……”贾巴云杂回忆

说。冷静下来后，他们下车使劲搬开

石头，又继续前行。

找到第三个辍学学生时，他正

在山上放羊。“一个稚嫩的孩子，身

上穿着一件破旧的军大衣，袖口上

破了好几个洞。”看着这个本该在校

园里读书的孩子，贾巴云杂心里十

分不忍，动情地劝他回到学校，学生

十分感动，答应下午就返回学校。

最后两名学生也出去打工了，

在劝导过后，其父母都表态会让孩

子回到学校。下午5:30，贾巴云杂正

准备返回县城，车却抛锚在了三岔

河乡最高的山顶上，打电话叫拖车，

拖车师傅又迷了路，很晚才赶到。当

天夜里11：46，贾巴云杂回到县城。

后来，这5名学生有3个返回了

教室，另外两个参加了乡政府组织

的学业补偿班，兑现了他们继续读

书的承诺。

安心——

“今后，我就是你的‘妈妈’”

2018年春季学期，昭觉县民族

中学教师高维荣发现班上的小年

（化名）有些不对劲，原本勤学好问

的他竟然开始在课堂上走神，性格

也逐渐孤僻起来。为了帮助小年，高

维荣特意把学习委员调到他旁边，

但他拒绝同学的帮助。

再三追问下，高维荣才得知小

年因家庭变故，成了没人管的留守

儿童。“妈妈已经不管我了，我不知

道接下来该怎么办？我连吃饭的钱

都没有，不想读书了！”说到这里，小

年伤心地哭了起来。高维荣对小年

说：“目前你没有能力改变家里的状

况，但是，你可以改变自己未来的命

运，必须得读书！今后，我就是你的

‘妈妈’，我来供你上学！”从那之后，

每次高维荣给自己儿子买衣服，也

会给小年买一套，并主动承担了小

年生活、学习上的费用。去年 6月，

小年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昭觉中

学。

2019年，从小就有一个军人梦

的马海日吉报名入伍，通过了地方

上的初检，如愿到了部队后，却没能

通过终检。马海日吉十分沮丧，觉得

没法面对同学，决定辍学到深圳打

工。

听到这个消息，高维荣赶紧联

系上他，“跟他聊天，听他倾诉，想的

是先把他劝回来。”说动马海日吉回

昭觉后，高维荣又立马约他见面，从

下午两点半谈到晚上八点半，高维

荣终于做通了他的思想工作，并为

他出了个主意：换班就读。马海日吉

同意了，现在是学校高一（7）班的学

生。

从教 20余年，这样的学生高维

荣遇到过不少，她就见招拆招，解决

学生的问题，给他们带来了切实的

变化。

虽然没能如愿入伍，马海日吉

还是按照军人的习惯要求自己。“我

们还请他去给住校的同学示范怎么

把被子叠成豆腐块。”老师告诉记

者，“他现在不仅是班上的纪律委

员，而且数学单科成绩在全班排第

一呢！”

讲座——

“我的亲身经历是最好的讲稿”

吉克古日，昭觉县民族中学高

三（3）班学生。他有 5 个弟弟妹妹，

“小时候帮着父母带弟弟妹妹，一到

四年级都没读。”直接从五年级开始

读的吉克古日可以口算两位数的加

减，却不会动手写，也听不懂汉语，

“小学老师对我很关心，从拼音开始

教我。”上初中后，每当学业跟不上

时，他就想出去打工，但他父亲不同

意。后来，吉克古日静下心，上课认

真听老师讲，到初三的时候，他发现

学习能跟上了，考上了高中。

进了高中，学业压力增大，吉克

古日打工的念头又“死灰复燃”。高

二时，吉克古日选择辍学，前往东莞

打工。原本以为“外面的世界很精

彩”，但吉克古日却因文化水平低，

只能做些耗体力的工作，而且因为

他普通话不标准，常常被人误解

……那段时间所遭受到的冷眼，让

吉克古日尝到了生活的滋味。

2019 年 3 月，昭觉县民族中学

校的控辍保学大讲堂开讲，时任校

长勒勒曲尔用自己的成长经历劝导

同学们安心读书，让劝返复学的同

学们深受鼓舞。讲了两期后，曲尔

想：“每次这样说教，次数多了学生

就会烦，起到的作用也就不大了。”

就在这时，吉克古日进入了他的视

野。

曲尔找到吉克古日，说明来意，

“下一期控辍保学大讲堂就交给你

吧。”吉克古日一口答应，准备了一

天后，他告诉学校老师：“我可以给

同学们讲了。”学校老师问：“那你的

讲稿呢？”“我没有讲稿，我的亲身经

历就是最好的讲稿。”

当天，吉克古日用彝语为同学

们开讲座，在一个半小时的时间里，

被劝返复学回来的学生听得专心致

志。听到他外出务工时由于文化水

平低而闹的笑话时，学生哄堂大笑；

听到他在外所遭受到的种种冷眼，

学生感同身受，跟着掉眼泪。

“同学们，今天的汗水就是明天

的笑脸。”吉克古日最后说。高考迫

近，吉克古日的目标是考上西南民

族大学，从事彝文化的学习和研究。

这一学期，受新冠肺炎疫情影

响，昭觉县民族中学的控辍保学大

讲堂暂时还没有开讲。学校老师告

诉记者，马海日吉将是下一个邀请

对象。

结对——

“车呷，给你布置一项任务”

吉木阿呷现在读初二了，学习

认真刻苦，成绩有了明显提高。她曾

辍学多次，初一被劝返回学校后，她

的情况仍不稳定，甚至跟老师吵闹

说：“我死也不会读书的！”在多次做

工作仍收效甚微后，班主任向学校

反映，看是否还有别的办法。

一天，高维荣正想着如何做吉

木阿呷的工作。突然，她的目光落在

了办公桌孩子们交来的作业本上，

最上面的那本是吉尔车呷的，高老

师突然想起车呷小学毕业时，就有

差点辍学的经历。“如果让她去做吉

木阿呷的工作，说不定会有意想不

到的效果。”高维荣迅速从教室里找

来了车呷，对车呷说：“车呷同学，给

你布置一项任务……”车呷欣然同

意。

“我小学毕业后，家里人想让我

一起到新疆摘棉花，可是你想啊，小

学毕业就不读了，以后什么都不会

……”车呷把自己的经历讲给吉木

阿呷，劝说她，鼓励她。车呷只比阿

呷高两个年级，就像一个姐姐。随着

车呷经常来找自己，一起聊天谈心，

吉木阿呷渐渐敞开了心扉。两人成

了无所不谈的好朋友，吉木阿呷也

不再有辍学的念头。

看见这个变化，老师们十分高

兴，学校随即决定把这个经验推广

开来，高维荣回到自己班上，鼓励表

现优异的同学出来帮助低年级的劝

返学生。目前，在学生自愿的基础

上，学校共有 15 对学生结成对子，

帮扶效果明显。

“每个人都出一份微小的力，聚

集起来，就能做成大事。”在凉山，控

辍保学的故事时时刻刻都在发生。

一次前往辍学生家里的探访，一通

打给务工学生的电话，一句劝返学

生的话语，一个鼓励性质的微笑

……这些细节也许并不起眼，但千

千万万遍的努力汇聚起来，就是一

股巨大的教育力量。

采访中，吉木阿呷话不多，但当

记者问到以后想干什么的时候，她

脱口而出：“以后想当老师，回到这

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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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力以赴打赢教育脱贫攻坚收官战全力以赴打赢教育脱贫攻坚收官战

控辍保学，作为

“义务教育有保障”

的重要内容，直接关

系着脱贫攻坚战的

质量。在凉山地区，

家庭经济贫困、学习

基础差、外出务工潮

……这些都有可能

导致义务教育阶段

学生辍学，与此同

时，有这样一批人，

他们或四处奔走，或

耐心劝导，或出谋划

策，用自己的实际行

动为控辍保学贡献

力量，兑现着义务教

育阶段“一个都不能

少”的承诺。

（图片由包图网提供）

父亲的花父亲的花园园
■ 皮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