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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改变命运，学习成就未

来。”在这句话的浸染下，接送儿子

上学放学就成了我每天的必修课。

上学时，我总要亲眼望着儿子

走进校门，再随着人流拐进检测棚，

然后再经过正对门口的长廊。我就

在长廊对面的马路边，用眼睛努力

搜索着他的身影，好在他是新生，还

没有校服，家里人给他穿了大红外

套，醒目显眼，倒是不难找。

每次走过长廊，他都会向外面

张望，发现了我，就朝我挥手再见，

我也挥手回礼，目光追随着那道瘦

长的身影。他就这样一边走一边挥

手，直到消失在长廊的尽头。这个仪

式我们并没有约定，但每次我们都

会不由自主地寻找，于是我相信了

母子连心。

放学时，我会提早几分钟去等，

固定的时间地点接固定的人，简单

枯燥而又充满希望。

这天，我突然想在校门口去等

他。

校门位于东边，门口等待的家

长们组成了一个“埋伏圈”，把门从

三面包围起来。每方都在界线外整

整齐齐地列着车队，有男有女，有老

有少。乍一看，很像即将开启的电动

车赛，骑手们各就各位，只待一声令

下。

冷风又吹来了一阵儿，天慢慢

沉了下来，让人有种透不过气的感

觉。

这时，放学铃声响起，远处等待

的家长们都向这边靠近，目光不约

而同地盯着出口，翘首以待。看到自

家孩子，那激动的心情像拿了冠军，

还没走近便开始呼唤，等到面前又

一番嘘寒问暖，然后上车回家。

儿子每次出来比较慢，一是他

不愿随大流；二是他的教室离门口

比较远。但我还是不敢放松警惕，目

不转睛地盯着出口，生怕错过他的

身影。

只见，莘莘学子像即将飞出笼

的鸟儿，从各个教学楼涌了出来，流

水似地奔向门口，熙熙攘攘大人、小

孩儿挨挨挤挤，个个兴高采烈，五颜

六色的服装看得人眼花缭乱。目光

像两台扫描仪，我认真地识别着每

一个身影。

学生有的三五成群边走边讨

论；有的两两结对喜笑颜开；有的则

独善其身，两耳不闻身边事，只顾埋

头向前冲，好似前方有紧要的任务

在等待。一拨拨人群流出，依旧没搜

索到我的目标。我又往更前更显眼

的地方挪了挪，期待他能一眼就看

到。

时间这个小偷，这时也不知跑

到哪里去了，我觉得自己站立不安

地等待了许久，事实上才过了几分

钟。

这时，一个同学走过我身边，书

本掉了却毫无知觉，我喊他，他回头

朝嘈杂的人群张望了一眼，继续向

前走。我急得大喊，他终于发现。

我问：“哪个班的？”

他调皮地眨了眨眼睛：“三的三

次方减一。”然后拿着书本逃也似的

跑了。哈哈，还拿方程来考我，真是

个小可爱。

不一会儿，我的胳膊被人拉了

一把，我回头，看到儿子那焦急的模

样，好像在冷风中等了半个小时的

人是他。我正想抱怨等他那么久，他

却先道歉，说早出来了，去固定的地

方没看到我，以为我还没到，等了几

分钟就试着返回来看看。

顿时，我心中所有的抱怨都化

为了感动，孩子真的懂事了，明明

不是他的错。是我自作聪明想在近

处等他，却还是错过。接过书包，跟

他说了声对不起，就载着他往回

走。我坐在前面，他坐在车后，轮子

转动着带走了我的年华，却丰满了

他的羽翼，我渐渐变小，他却慢慢

长大……

寻常的周一下午，班会结束马上迎来晚上

的家长会，学生和我的心情一定是不一样的。

初冬时节，窗外的天迅速漫上了黑幕，还

来不及回顾这一个白天究竟做了哪些事儿，黑

夜就突如其来。为了让学生能有好心情，我突

发奇想，让学生在黑板上写下自己想对父母说

的话，并且特意强调：不必署名。

在欢呼声过后，竟无一人上台。我知道一

定是我多余了，于是微笑着退出教室，临出门

我说：“你们要抓紧写呀，我去站路队的地方等

你们，不要让我等太久。”又是一片欢呼声，这

一群正值青春的小孩似乎压抑太久，在我走下

楼梯时，还听到教室里一片喧闹声。

路灯乍亮，一明一闪的，似乎极力适应这

个夜晚，我静静地和一盏路灯相对而立。

等了10分钟左右，学生们便三五成群，边

聊边笑地走到我的面前，年轻而稚气的脸上写

满了意犹未尽，见了我第一句都是：“老师，你

等会儿看到黑板一定会大吃一惊。”我笑了笑，

表示迫不及待。孩子们陆续到达，管理员整好

路队，我们在《鱼我所欲也》的背诵声中浩浩荡

荡地前行了。

把学生送出校门，我折回教室，想看看这

群孩子究竟写了些什么。哇！色彩斑斓的黑

板上，歪歪扭扭或整齐有序写满了控诉：红笔

写的：“请不要将我与别人比较。”蓝笔写的：

“请不要逼我太紧。”还有白色笔写的：“请多陪

陪我。”还有黄颜色警示：“不要一边说我好，又

一边打击我！”有一行小小的字：“恳求多给我

一点零花钱。”也有大大的一排字“谢谢你们，

别太累了。”……

我总结了一下高频词——“比较”“手机”

“严厉”“陪伴”，想着如何与即将到来的家长一

起面对这块黑板，加以自查自省。

家长们很守时，如约而至。没有多余的寒

暄，我们直接进入正题，无需多言，大家把目光

集中到黑板上的刹那，本来稍微喧闹的氛围瞬

间安静了，由微笑转为皱眉再到平复的表情细

微变化，在每个家长的脸上都上演了一遍。他

们有的拿出手机在拍，有的和旁边的人小声交

流，有的则面带思索不言不语……

外面的夜色越发深重了，可能冬天的夜晚

最害怕人多吧，我们的教室里却灯火通明，热

气腾腾地驱散了冬夜的凄清与寒意。

看家长都思考了一会儿，我知道他们一定

有话可说，于是抛出一个话题：“看了满黑板的

‘控诉’，下面我们作为家长，得抱团探讨一下

了，我们究竟该如何爱这群青春期的孩子，为

什么明明那么爱他们，到了他们那里全演变成

了满腹怨愤呢？”

宁宁妈妈首先勇敢地分享了自己的感想：

“学会闭嘴吧，学着用行动表示，孩子总会长大

的，他有一天就明白了我们的用心良苦。”

彤彤妈也站起来了，有些激动，眼圈红红，

声音颤颤地说：“我觉得我错了，太对不起孩子

了，总是在埋怨和否定孩子，我得改，再不改，

孩子就会越来越糟糕。”

森爸也在沉默许久后抬起头来：“我们都

做得不好，我们总是在关注自己的感受，太自

私了，不然孩子怎么会‘讨伐’咱们呢？我们的

确得改改了。”

正妈也说了：“我一看到黑板上他写的那

首诗我就知道是写给我的，因为诗歌里有我的

名字，我每天都在批评他，从来没有感觉到他

竟然这么用心。”

涵爸也说道：“唉，整天管孩子玩手机，自

己却没管住自己，简直是太失败了，孩子看得

一清二楚，不是孩子的错，是大人太不自觉

了！”

…………

就这样你一言我一语，爸爸妈妈们陆续打

开了话匣子。

时钟指针指到了夜里9点半，我不得不宣

布我们的家长会要结束了。还是有家长围拢

了过来，想个别交流。我只说了一句：“我们现

在要做的就是，少说多做，所以现在我们需要

给黑板改头换面，还孩子一份真正的爱，大家

看我这个建议怎么样？”

“好！”几乎是异口同声，说干就干，几名家

长迅速擦干净黑板，带头写下了自己的道歉与

关爱，又有人写下了对孩子的称赞和肯定，还

有人写下了对孩子和老师的祝福和祈愿……

总之，没有一个家长是以牙还牙，写下任何埋

怨和苛责。

满黑板都是“孩子，爸妈不对的地方请原

谅，我们永远爱你。”

“我最喜欢你了，宝贝你最棒！”

“我儿子最帅了，要勇敢要自信呀！”

“女儿你永远是我们的骄傲，我一定也努

力做一个让人羡慕的妈妈！”

…………

家长会之前的“吐槽黑板”，摇身一变为

“表白墙”，我忽然也有些热泪盈眶了，这就是

父母对孩子深沉的爱。不必什么豪言壮语，也

没什么华丽词藻修饰，但说出的每一个字都带

有爱的温度。

第二天早晨，我特意早早来到教室等候，

观察每一个孩子的反应。第一个来到教室的

孩子看了黑板大声惊呼；第二个孩子惊得捂住

了嘴巴；第三个孩子埋头走进教室，在同学提

示下抬头看到黑板后皱着眉头笑了；第四个、

第五个、第六个……无一人不是“不敢相信自

己眼睛”的表情。

第一节语文课，我听到学生还在意犹未尽

地讨论，哪句话是自己爸爸写的，一看语气就

是；哪个字是自己妈妈写的，因为妈妈写“的”

字就是这样的！哪一简单句子是自己妈妈写

的，妈妈就这样称呼自己的……我故意没有着

急上课，又给了他们5分钟的自由讨论时间。

然后，我笑着看他们：“嘘，保持安静，想想

昨天下午的你和黑板，再想想今天早上的父母

和黑板，你想说什么，请写下来，题目自拟，字

数不限。”

“好！”难得的一次听到作文还没有愁眉苦

脸、怨声载道。刚发下作文纸，孩子们就迫不

及待写起来，仿佛有说不完的话。

我知道写下来比说出来更有意义，因为写

作源于生活，真实情感寄托到文字上，就会变

得动人。

不出所料，学生的这次作文写得特别好，

涌现出许多非常出彩的文章：嘉宁的《黑板“情

话”》题目新颖，内容感人；洪涛的《她的爱不在

黑板上》用到了“欲扬先抑”的写作手法；甜甜

的《溢出黑板的爱》文笔一如既往地清新中透

着小幽默，一句“被风吹过的世界格外美丽，被

爱暖过的黑板特别有意义”直点主旨；小健的

《玫瑰色黑板》将母亲带有责骂的爱比作带刺

的玫瑰；文博写的《粉末里流露出的爱》时而深

沉稳重，时而幽默风趣；宇博的《磁铁黑板》充

满丰富的想象力，将“正负极”“相吸相斥”活用

于文中……

当爱流动起来，那将不再是寒冷孤单和薄

弱。当爱溢满亲情，那将永远生动精彩富有力

量。谢谢我们班的孩子，你们真实且勇敢地表

达出了自己。谢谢我们班的家长，你们宽容且

勇敢地改变了自己。

付先庆：人生平凡 但我很努力

■ 王调忍

车轮转动的
年华

1991年，从射洪师范学校毕业后，18岁的付先庆开启了自己的教育人生。这

30年间，他从乡村小学一路教到高中，当过班主任，兼任教研员，还做过教师培

训……从一位乡村教师到如今的德阳市黄许职业中专学校校长，付先庆的工作

经历就是一位基层教育工作者的成长历程。

不管在什么工作岗位上，付先庆都把教育工作当做作最心爱的事业来追

求，殚精竭虑，任劳任怨，无怨无悔。一路走来，他一步一个脚印，一步一个台阶，

印证着心中朴素的信念：“无论什么事，只要你用心去做，就会有收获。”

“吐槽板”与“表白墙”
■ 夏晓磊

1991年，刚毕业的付先庆被分配到了射洪

县最偏远的天仙区四乐乡小学。带着对未来的

惶恐与憧憬，他背着行囊走进了这所破旧的乡

村小学。教一个班语文课，当班主任，还要兼全

校的体育课、美术课、少先队总辅导员，课余时

间还要带田径队、排球队、舞蹈队……也许因

为年轻，付先庆似乎没有感受到艰苦和劳累，

而乡村孩子的淳朴和友善让他体会到了初为

人师的快乐和幸福。一年后，他带的排球队破

天荒地打进了全区决赛，学校在全区运动会上

获得了4个单项冠军，还获得了全区教工体操

比赛第一名。第二年六一儿童节，校长从县城

给他带回一张“优秀少先队辅导员”的奖状。这

是付先庆教师生涯的第一张奖状。

1994 年，付先庆调入射洪县广升初中任

教，教两个初中班的语文，任班主任、学校团支

书。从小学升到初中，他虚心地向书本学习、向

同行学习，同时积极参加各类教学技能比赛。

无论是优质课竞赛、教材教法讲座比赛还是说

课比赛，付先庆多次获得第一名。这些比赛不

仅让他得到了很好的锻炼，同时也让他在射洪

县教坛崭露头角。1999年，付先庆被调入射洪

县柳树中学。在柳树中学工作期间，付先庆先

教初中，再教高中。这期间，他先后参加了射洪

县的初中语文和高中语文的创新优质课大赛，

均获得了第一名。因此，付先庆被聘为射洪县

语文兼职教研员，参加了为期一年的送课下乡

活动。他带着几节代表课《天上的街市》《皇帝

的新装》《变色龙》《木兰诗》，走遍了射洪县的

每一个乡镇学校。

“我特别感谢当时的教研室主任覃波老

师，他对我寄予厚望，又对我要求特别严格。他

几乎听了我一年的课。尽管我很多时候在不同

的学校上的是同样一节课，但覃波老师要求我

每一堂课都要有新的变化，这对我是一个很大

的挑战，也是很好的磨炼。”回忆起这一段成长

历程，付先庆心里充满了感恩。

2002年9月，付先庆又被调入德阳中学任

教。德阳中学是国家级示范校，这里舞台更大，

压力也更大。一到德阳中学，付先庆就担任了

两个毕业班的语文教学，还是一个特殊班级的

班主任。这个班级学生都很聪明，但个性张扬，

之前的班主任都被“气”走了。学校办公室主任

对付先庆说：“把这个班交给你，既是挑战，也

是机遇。如果你把这个班带好了，你在德阳中

学就站住脚了。如果搞不好，可能比前面那个

班主任还要惨，你要做好心理准备。”但付先庆

只用了一个学期的时间，凭着真诚和付出“收

服”了调皮的学生，赢得了学生的认可和尊重，

后来，这个出名的“乱班”被评为“德阳中学优

秀班集体”，他被评为“优秀班主任”。

付先庆不仅在德阳中学站稳了脚跟，还因

为出色的教学业绩和优秀的综合素质赢得了

领导和同事的认可，他先后被推举为学校的年

级组长、党办副主任。这期间，付先庆无疑是德

阳中学工作量最大的人，他担任两个班的语文

教学，当班主任，还要兼任年级组长和党办副

主任。但他从未因为行政管理工作耽误教育教

学，所教的毕业班每一届都获得旌阳区教学质

量一等奖，连年被学校评为“优秀班主任”，先

后被评为“德阳市骨干教师”“德阳市学科带头

人”“四川省省骨干教师”“旌阳区师德标兵”。

2014年，付先庆被安排担任旌阳区教育培

训中心负责人，他的听课对象由学生变成了老

师。在全新的岗位上，付先庆带着培训中心的

老师们开始构建教师培训体系，谋划教师培训

课程，并开始尝试“区管校用”人事制度改革。

他常常鼓励人才服务中心的老师们常怀

研究之心和探究精神，以发展的、动态的眼光

看待自己的工作和岗位。以“规范化、标准化、

专业化、信息化、数据化”为工作指导思想，不

断完善“便民专业、高效优质”的教育人才服务

体系，为旌阳教育高质量发展贡献自己的力

量。几年下来，旌阳区的各类教师培训搞得有

声有色。教培中心用心地为新教师做三年培养

计划，指导新教师做职业生涯规划，带领他们

做教育叙事研究，为新教师搭建“成长叙事工

作坊”，带领新教师访名校……一批批青年教

师在人才服务中心的严格要求和精心呵护下

茁壮成长。付先庆主持的“青年教师成长叙事

工作坊”被德阳市人社局列为“专家下基层行

动服务示范站”；分管的学生资助中心年年都

是省级优秀单位；“县管校聘”改革实践被教育

部评为“全国改革示范区”；付先庆主研的课题

《县管校聘运行机制研究》被列为省级重点课

题，2020 年 6 月，该课题获省教科院中期成果

二等奖。

很多人觉得不可思议，一个人哪来这么多

的精力，哪来这么多的激情？在付先庆写给即

将踏入社会的女儿的一封家书里，或许能找到

答案：“‘每一个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

的辜负。’我很喜欢尼采的这句话。爸爸出生在

一个普通的农村家庭，18岁就出来工作。走过

边远的农村，到过繁华的城市，我教过小学、初

中、高中，当过普通教师、班主任、团支书、年级

组长、办公室主任、兼职教研员、培训中心主任

……爸爸的人生很平凡，但我可以自豪地说我

一直都很努力。”

除了做好本职工作，付先庆还用业余时

间，将自己多年来对教育的理解和感悟总结提

炼出来，形成一个又一个的教育专题讲座，与

全国各地的教育同行分享。德阳、成都、南充、

西安、广西，都留下了他为教育激情演讲的身

影。“我深知教育对我们的国家、对我们的民

族、对每一人的意义。我希望努力做一根火柴，

去点燃和唤醒更多的优秀人才投身教育，奉献

教育。”

今年9月，付先庆又奔赴到了一个新的岗

位——黄许职业中专的校长。由于种种历史原

因，这所学校的发展面临诸多困难。从上任那

天起，付先庆四处奔波、废寝忘食，全身心地投

入谋划学校的发展。

“你为什么这样拼命？”经常有人这样问付

先庆。“我曾经是一名农家子弟，现在是一位人

民教师、一名共产党员。既然选择了做教育，当

教师，就应该站在讲台上用生命歌唱！我们只

有始终保持‘赶考’的心态、奔跑的状态、实干

的姿态，才不会辜负组织的信任和群众的期

待。”他总是这样回答。

一路追梦 一路成长

“我希望努力做一根火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