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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老五”是谁呢？十多年前，

伟清小学还叫徐家小学，徐家镇片

区一共有5所学校，每次考试，徐家

小学的成绩都是最后一名，久而久

之，就被称作“徐老五”。

2007 年 9 月，刘先余调到徐家

小学任校长。此前，他在另外3所乡

村小学当过校长，“徐老五”的名号

他早有耳闻。来到学校后，他发现

这里的情况跟大多数乡村学校一

样，伴随着农村的“老去”而失去活

力。“当时学校老教师多，老师的平

均年龄有 51 岁。”刘先余说，“都不

谈教育理念、方法落后了，一些教

师连上课的热情、激情都没有。”

2008 年，汶川大地震发生了。

震后，满目疮痍的教学楼已经不能

使用，停课半个月后，刘先余带着

老师们搭起了帐篷，在帐篷里给学

生们上课。副校长胡宗林回忆：“那

年暑假搭建救灾板房，搬建材、课

桌、凳子，刘校长都亲力亲为，带头

干又苦又累的活。”

不久后，绵阳市教育局通知，

清华大学及其校友企业伟新公司

将在徐家小学和另一所学校选择

一所作为援建对象。“两所学校受

灾程度差不多，要争取到这次援

建，我们就必须更主动，做更多的

事。”接连两个月，刘先余每天往市

里跑，在发改委、住建局、教育局等

各个部门办理手续。等到清华大学

作决定时，发现徐家小学已经办理

好了灾后重建手续，自然而然就选

择了徐家小学。

2010 年，新校园建成，为作纪

念，学校改名为“伟清小学”。硬件

改善了，软件如何提升呢？如何改

变学校落后的现状呢？刘先余想：

“如果继续抓教学质量，学校老教

师多，教学水平有限，想要有所突

破，必须出奇制胜。”他作了一个大

胆的决定：开发特色活动，通过活

动激发老师和学生们的热情。

他发动年轻的体育教师廖孝

银和张波给学生上排球课和花式

跳绳。当时，许多老教师质疑刘先

余的做法，以自身没有特长为理

由，拒绝配合学校的相关活动。在

伟清小学教了 20 多年书的龙运国

说：“搞排球、花式跳绳，肯定会占

用学生学习的时间和精力呀。”因

此，他不但自己不参加活动，学校

选拔排球和跳绳的选手时，也不让

班上的学生报名。

“其实，我当时心里也没底，常

常连夜睡不着觉。”刘先余坦言，“但

以前没搞兴趣活动，教学质量也不

行，干脆放手一搏。”他还常常去做

龙运国的思想工作，告诉他活动和

训练都在课余时间开展，教学时间

有保障。龙运国却说：“学生满脑子

都是跳绳、耍，哪里还能想着学习。”

刘先余又劝他：“你们总说自己没有

特长，就是因为我们也是应试教育

读出来的。你文章写得那么好，有次

春游让你吟诵一首诗，你却不敢。我

们吃过亏了，一定要让学生多才多

艺。”但龙运国依旧不为所动。不过，

很快他就发现自己错了。

2012-2014 年，学校的排球队

在游仙区的比赛中连续三年夺得

冠军，在整个绵阳市也名列前茅。

2012 年，在绵阳市的“为生活而设

计”的比赛中，伟清小学的花式跳

绳获得体育组特等奖，在游仙区掀

起了一股花式跳绳的风潮。一位学

生在作文中写道：“通过花式跳绳

我学会了团结和创新，学习上遇到

问题我不再逃避，而是想办法解

决，或者寻求老师同学的帮助。”

“不得不承认，许多通过活动

和比赛走出去的学生，变得更加自

信了，课堂内外的表现也更优秀

了，成绩不但没有下降，反而进步

了。”龙运国说，“那么多年在外提

起我们学校，别人的第一反应也不

再是‘徐老五’，而是更多的赞誉。

我久违地为学校感到自豪，也看到

了新的希望。”后来，他发挥自己在

写作方面的长处，开办了一个习作

兴趣班。

办一所让城里孩子羡慕的乡村学校

“这是舞狮，那边还在踩高跷。”

“你看还有娃娃在竹竿上跳舞！”

绵阳市游仙区徐家镇伟清小学的校门外，几个

村民伸长了脖子，张望着校园里学生们开展的各种

活动，耳边时而传来悠扬的丝竹管弦之声，时而传来

雄浑的锣鼓声。此时此刻，除了村民耳目之所及的

舞狮、高跷、竹竿舞、打鼓、唢呐等民间民俗活动，教

学楼后面的操场上，还有学生在踢足球、打排球、花

式跳绳，教室里有的学生在学习竹编、草编，还有的

学生在练习水墨画……每个周二和周四的下午，伟

清小学都是这样热闹。

伟清小学不仅有生机勃勃的动态美，还有宁静

的环境美。校园内种满了竹子，品种多达20余个，

长成了一片苍翠的竹林，竹林里还有水池、凉亭，捧

一本书坐在亭子里，闭上眼睛深呼吸，书香夹杂着竹

香，沁人心脾，一阵风吹过，读书声和着竹叶的沙沙

声，萦绕耳畔久久不散。

望着眼前的一切，校长刘先余笑着告诉记者，又

似乎是在对自己说：“十年前的艰难抉择是对的！”

今年11月，57岁的退休教师贾永翠被返

聘回伟清小学教四（2）班的语文课。这个班原

来的语文老师是张丽蓉，她怀孕后一直坚持

教学，距离预产期只有两周了，刘先余看她顶

着个大肚子还在坚持上课，这才把去年退休

的贾永翠请回学校。

“答应回学校，一方面是因为张老师情况

这么紧急了还顶在教学一线，确实不容易。”

贾永翠说，“另一方面，在刘校长他们的带领

下，学校的老师们都干劲十足，年轻老师个个

都很努力，下课了主动找学生辅导功课，还自

掏腰包买礼物奖励进步大的学生，每个人都

还承担了活动项目，这种敬业、积极、上进的

氛围让我感到又年轻了。”

自 1983 年起，贾永翠就在伟清小学任

教，30 多年来，她见证了学校一路从“徐老

五”到今天艺术教育特色学校的巨大转变。她

说：“刘校长刚开始搞排球、花式跳绳等兴趣

活动时，我跟龙运国老师一样不看好，可是事

实证明，通过活动激发师生的活力反哺教学，

这条路是可行的，学校教学质量不断提升。而

且学生和老师都变得多才多艺，尤其是给年

轻老师提供了成长、进步的机会和空间。”

最开始在刘先余动员下教花式跳绳的体

育老师张波，因为教学成绩出众，2016 年被

调到了游仙区富乐小学。后来，富乐小学又通

过借调的形式，“挖”走了教学生画竹子的美

术教师陈雪峰。对此，刘先余并不难过，他说：

“人往高处走，教师们有更好的出路，我真心

为他们感到高兴。”他从来不阻拦老师们另谋

高就，而对于留下来的老师，他也想方设法让

老师们有更大的进步。

十多年来，刘先余都坚持每周听课 3-4
节，发现老师们存在的问题后，耐心地指出

来。张丽蓉说：“课堂上一些非常细微的毛病，

刘校长都能给我们指出来，下一次听课会格

外留意我们是否改正。他在工作上严格要求，

但是言语很温和，尊重每一位教师，每个学期

还会组织集体生日会，一起吃蛋糕，玩得很开

心。”

近几年来，随着国家对乡村教育越来越

重视，以及学校自身品质的提升，越来越多的

年轻教师选择到伟清小学任教，学校的教师

平均年龄从51岁变成了30岁。为了促进青年

教师和中老年教师间的沟通交流、共同进步，

除了学校常规的听课、评课，每个学期刘先余

都要求老师们写下自己的教育心得、学习心

得，然后集中朗读分享。

“加入乡村教育振兴联盟后，青年教师们

有了更多的成长空间。”刘先余说。在乡村教

育振兴联盟的撮合下，伟清小学与成都市玉

林中学附属小学结成了对子，两个学校常常

互派教师交流学习。今年5月，双方正式签订

合作协议，在校园文化建设、师资队伍、优化

课堂教学等方面深入交流合作。

不仅是教师，从伟清小学毕业的学生也

后劲十足。富乐中学的教师王勇说：“我们班

的班长、文艺委员、体育委员都是伟清小学毕

业的，初一竞选班委，他们个个都是毛遂自

荐，不像其他农村学校出来的学生那么不自

信，有的比城里的孩子更能吃苦。”

刘先余自己也鼓足了干劲儿，从1991年

踏上讲台，他就一直在为乡村教育挥洒汗水。

按照绵阳市游仙区的常规要求，每所学校的

校长任职时间不超过 9 年，而刘先余已经在

伟清小学呆了13个年头，游仙区教育局几次

想把他调到城区的学校，但他都拒绝了，坚持

留在乡村，留在伟清小学。加入乡村教育振兴

联盟后，刘先余扎根乡村教育的信念更加坚

定。

目前，他正遵照联盟专家的建议，进一步

挖掘农村文化的魅力，着手开展农耕文化体

验活动。

今年，伟清小学又租用了 6 亩紧邻学校

右侧和后面的农户土地，建设“农耕文化生活

体验发展中心”，其中包含了农作物种植区、

花果种植区、农耕文化生活体验区。在农作物

种植区、花果种植区，每个班有一块地，学生

自己播种的花果蔬菜正在茁壮成长。农耕文

化生活体验区正在建造中。刘先余指着地上

大小不一的从农家收购的 19 个石磨说：“以

后学生的作物收获了，就可以过来磨面、磨豆

腐，前边还会修一个厨房，学生们可以在里面

加工食物，将来，我们还要开丰收大会、自制

农家饭品鉴会。”他一边说着，一边指向前方，

眼中充满了希望的光。

“办一所让城里的孩子羡慕的乡村学

校。”刘先余告诉记者，“这是我的教育理想，

为了实现它，还有很多事要做，很长的路要

走。”

2010年，面对崭新的校园，刘先

余除了思考如何突破落后的状况，

还在思索应该打造怎样的校园文

化。农村常见的竹子给了刘先余灵

感。他说：“一看见竹子，就让人想到

它不畏艰难、拔节生长的品性，以及

中通外直、宁折不屈的品格，以竹子

作为校园文化的载体实在太合适

了！”这个想法得到了全校其他干部

和老师们的支持。

说干就干，刘先余先是带着老

师和学生把周围常见的毛竹、慈竹、

斑竹等栽种到校园中，后来又专门

组织教师到青神县竹文化中心、宜

宾蜀南竹海等地考察，寻找不同品

种的竹子，了解每种竹子背后的文

化故事。如今，整个校园已经翠竹环

绕，金竹、琴丝竹、佛肚竹、熊猫竹、

凤尾竹等 20 多个品种的竹子遍布

校园，竹林间杂树生花，老石突兀，

流水潺潺。

“栽竹只是第一步，让师生深刻

领悟竹文化的魅力，让竹文化植根

到学校发展、教育教学、学生成长的

各个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刘

先余说。龙运国开设习作兴趣班后，

就带领学生观察竹子、写竹子，欣赏

关于竹子的文学作品；美术教师陈

雪峰等则带着学生画竹子；学校还

请来民间艺术大师教学生竹编、刻

竹、跳竹竿舞。除了笛子等乐器，老

师和学生还创新自制了许多竹子乐

器进行演奏。

五年级学生李俊杰说：“我家周

围都是竹子，到了学校后才发现，原

来竹子的品种那么多，竹子的用途

也有很多，竹子还有坚韧不屈、谦虚

上进等精神，有许许多多值得我们

学习的地方。”他学习竹编已经有 3
年了，一只只栩栩如生的竹龙、竹

鸟、竹虫从他的小手里跳脱出来。

“竹编、竹竿舞这些民间传统活

动，娃娃们都非常喜欢。”受此启发，

刘先余开始在学校开展更加丰富的

传统文化活动，锣鼓、舞狮、高跷、唢

呐、戏剧、剪纸等活动项目在学校遍

地开花。伟清小学先后被评为“绵阳

市乡土文化传承实践基地”“四川省

艺术教育特色学校”“中华优秀传承

示范学校”。

“跟城里的孩子比起来，乡下的

孩子学不了钢琴，但我们的学生可

以吹唢呐，跳不了芭蕾，但可以踩高

跷。”刘先余的语气中满是自豪。

随后，刘先余尝试着带领学校

中层干部和骨干教师把各项特色活

动编订为校本课程。“无奈活动太多

太杂，我们反而不知道从何下手，摸

不着头绪。”直到 2018年，伟清小学

加入四川省乡村教育振兴联盟。乡

村教育振兴联盟为每一个乡村学校

安排了一位教育界专家进行指导。

伟清小学的结对专家是成都高新区

教育总督学唐方剑，他说：“我在伟

清小学看见了乡村学校发展的一种

范式，它把中国的、乡土的、传统的、

精粹的文化艺术，融入到了学生的

教育之中，学生在这里不仅可以学

习科学知识，还能体会传统文化的

魅力，学会做人、学得开心。”

多次实地考察后，结合学校实

际，唐方剑建议学校将各类活动分

为几大类别，特色竹文化和花式跳

绳单独分为两个类别，高跷、舞狮、

戏剧等则统一规划为民间民俗文

化，另外，学校地处农村，还可以再

发展一个农耕文化体验的课程。

有了科学的指导和分类，伟清

小学的校本课程建设进行得有条不

紊，两年多的时间里，学校就编订了

《竹渐成长》《艺术三原色》等多本校

本课程教材。每周二和周四下午的

两节课，就成了伟清小学开展校本

课程和各项特色活动的时间。刘先

余说：“这个时间段是学生们最开

心，也是我最开心的时间，学生从课

本中走了出来，踢足球、跳绳、打鼓、

编竹龙草龙……尽情地释放自己的

天性和创造力。”他也常常加入到

学生的活动中。

厚积薄发

走出去和留下来的人都后劲十足

厚积薄发

走出去和留下来的人都后劲十足

出奇制胜

改变“徐老五”的命运

因地制宜

打造“接地气”的校园文化

■ 本报记者 钟兴茂（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记绵阳市游仙区伟清小学校长刘先余

学生在跳竹竿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