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钢琴对我来讲，不是乐器，不是音符，不

是黑白琴键，它是我生活的光亮，是我感知世

界的频率，是我音乐灵魂的共鸣，只要双手放

在钢琴上就能创造无限可能。”

这是泸州市天立学校初三（14）班学生李

镇川的心声。这位清秀少年天资聪慧，在音乐

方面早早显示出了过人天赋，也先后获得了

多项钢琴比赛大奖，如第十届校园时代全国

青少年赴韩交流展演活动少儿组声乐类金

奖、“新时代 蜀少年”四川省青少年文化艺术

展演声乐第一名，多次获得第十一届至十五

届“未来之星”全国优秀特长生专业测评系列

活动及省市级声乐、钢琴大赛特等奖、金奖。

但李镇川学习钢琴的道路并没有因为天

赋一帆风顺，反而有着普通孩子没有的艰辛。

李镇川的家庭情况十分特殊，父母均为

盲人，家境拮据。幼时起，李镇川就显示出了

对音乐的超常敏感性。6岁那年，他无意间路

过泸州市青少年宫，被教室里传来的歌声深

深吸引。他站在校门口，望着歌声传来的方向

挪不动脚步。

这一幕恰巧被泸州市青少年宫活动部部

长罗林虎看见，罗林虎走到李镇川面前，问

他：“小朋友，你是不是很想学唱歌啊，可以到

教室里去听。”从此，李镇川便跟随罗林虎一

路走进了声乐世界。

几节课下来，罗林虎发现李镇川在乐感、

节奏方面有着异常的天赋，对音乐的领悟能

力非常强。所有的歌曲，只要听过一遍，他就

会唱。经过一年的专业学习，李镇川便被选派

前往韩国参加亚洲“未来之星”少儿才艺大

赛，在与异国同龄人的 PK 中脱颖而出，斩获

金奖第一名。在接触声乐的过程中，李镇川对

钢琴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据老师说，只要是听

过的曲子，他就能弹奏，令人惊艳。

然而，学习钢琴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青

少年宫当时还不是公益性机构，对仅靠一家

按摩店维持生计的李镇川父母来讲，昂贵的

声乐学费是一笔巨大的开支。了解到李镇川

家境后，罗林虎决定不收取任何费用，免费为

他辅导。

更大的困难是李镇川自身。两岁时的一次

意外，他稚嫩的手指被压在了自行车链条中，右

手中指少了第三节。钢琴家的手是核心，右手残

疾成为李镇川学习钢琴的最大阻力。罗林虎说：

“当川川提出想学钢琴的时候，我看到了他伸出

来的手，说实话，我曾想过拒绝。”但看着川川对

钢琴的满腔热爱和渴望、刚毅、坚决的眼神，罗

林虎勉强答应收下川川。

较短的中指总是不能让他如愿够到该有

的跨度，其他孩子只需两遍就能弹好的曲子，

他需要练习10遍。困难并没有把这个坚毅的

少年压倒，反倒是困难越大，他愈加勤奋努

力。其他孩子每天练习1小时，他每天就练3小

时。小小少年知道父母的不易，即使在学琴路

上踽踽独行，在教室练到十指痉挛，但这些

苦，李镇川对父母从来只字不提。

儿子的一举一动感动着父亲，为了让儿

子更方便练琴，李镇川父亲东拼西凑，询问了

许多朋友，买来了一台二手钢琴。狭小的房间

里，一架钢琴显得格外显眼，当第一眼看到家

里的钢琴时，李镇川一下子扑到父亲怀里，紧

紧地抱着父亲。那一刻，他哭了，久久没说出

一句话来。

“益重青春志，风霜恒不渝。”如果天赋异

禀是生命赐给李镇川的礼物，那自立自强就是

他在困境中磨砺出的可贵品质。在音乐道路上，

李镇川没有辜负所有人的期望。12岁时，仅用

了3年时间，他就通过了钢琴十级考试。

面对众多荣誉，李镇川从未骄傲，因为他

知道，自己离目标还很远，在成为钢琴家的路

上，他还会继续努力。

“有这么一句话一直在激励着我，Go big

or go home,要么出众，要么出局，在未来的道

路上，我选择出众。既然我做了这么一件事，

那我就会尽力做到最好。”李镇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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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人生第一粒扣子”，根据中央文明办、教育部等五部门《关于开展2021年度“新时代好少年”学习宣传活动的通知》要求，省文明办、教育

厅、团省委、省妇联、省关工委组织开展了2021年四川省“新时代好少年”评选。经过层层推荐、专家审核、社会公示等环节，评选产生2021

年四川省“新时代好少年”30名。

他们，是新发的嫩芽，是初升的旭日，是明天的希望。今天，让我们来认识其中一位好少年——泸州市天立学校学生李镇川。

这娃儿，
不简单！

■ 蒋凤

火塘里，柴禾熊熊地燃烧起来，火塘上搭钩

上的铁罐飘出炖鸡的扑鼻芬芳，一双大手将一

碗香喷喷的鸡肉端到我的手中。这是30多年前

我在山村学校教书时一个寒冷的冬夜，我到陈

大爷家烤火吃饭时的情景。从此，那一簇簇温暖

的火苗就定格在我记忆的深处，每当想起那一

簇簇温暖的火苗，就有泪流满面的感动。

那年，年仅18岁的我师范毕业时，被分配到

全县唯一不通公路不通电的山区小学任教。那

个地方山高土少石头多，米饭要到60多里外的

场镇背运，那个地方离我的老家十分遥远。每当

我看到那茫茫的大山，每当我行走在绵延的山

路上时，我的心凄恻而悲凉。刚上山的那段日子

里，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日子平淡得就像白开

水一样，毫无希望。

北风渐吹，落叶萧萧，天渐渐寒冷起来，我

们的心情也渐渐沉重起来。

冬天，那个偏僻地方出奇地冷，我们的学校

坐落在半山腰，几间木板房就是一个学校。我所

住的寝室是木架房的二楼，寝室四壁用竹篾编

制，上面涂抹着一层薄薄的泥巴。由于年代久

远，那些涂抹在竹篾上的薄薄泥巴已基本脱落。

冬天，一到大风天气，寒风呼啸，刺骨的北风从

竹篾的缝隙灌进来，于是寒冷就在小小的木楼

房里到处游走。天冷的时候，屋寒脚冷被薄，半

夜里常常被冻得睡不着。每当这个时候，如果能

有热水烫一下脚，那该是多么美妙的享受。

但是，有时连这些都是奢求。因为，那个地

方修房造屋、生火做饭，都需要柴禾，但是哪儿

有那么多柴禾？即使有，也要到几十里之外的地

方，去砍、去背，加之这个地方不通公路，外面的

燃料运不进来。因此当地的柴禾特别紧张。对于

刚参加工作的我们，生炉子烤火简直是奢望。

在学校近十名教师中，除了我和隔壁老吴，

都是清一色的本地教师。一到星期天，本地教师

都回家了，只有我和老吴离家远。回不了家，我

俩吃饭只得到处“打游击”。因此，星期天对别人

来说是福利，对我们来说是最犯愁的一天。

“呼——呼——呼”，那是一个寒冷的周日

晚上，凄厉的北风仿佛一头头怪兽，狂呼乱吼，

疯狂地肆虐。那些刺骨的寒风仿佛调皮的孩子，

在我们的木楼寝室“呼来呼去”地跑着，我寝室

竹篾上的泥巴，经不住狂风的摧残，便“刷刷”地

下起了泥巴“小雨”。整个木楼寝室，冷得仿佛冰

窖。

正在我们冷得跺脚的时候，忽然从我们寝

室背后传来了喊声：“何老师、吴老师，快来提开

水，快来烤火啰！”这是学校后面陈大爷的召唤，

我的心一下就热起来。

我和老吴迅速拿起手电筒，提着热水瓶，

“蹭蹭蹭”地下楼，向陈大爷的家走去。

“快坐，快坐！”一进屋，就是扑面的温暖。在

一个用石条砌成的火塘里，一大堆青杠树块子

柴，正熊熊燃烧着。红彤彤的火光，赶走了室外

的寒冷，在整间小屋流淌着温暖。浓郁的炖鸡的

香味，从火塘上的铁罐中飘出。“快来，喝碗鸡汤

驱驱寒。”说话间，陈大爷和老伴儿将一碗热腾

腾的鸡肉端在我们的手中。

土豆炖鸡肉，这是我第一次吃这种美味。那

碗芬芳扑鼻的鸡肉，是我这辈子吃到的最香的

美味。

那一年，刚到山村学校时，恰好赶上过第一

个教师节，为了体现对山区教师的关怀，县上为

我们每位教师发了一床被面料子。陈大爷是这

儿远近闻名的裁缝，我找陈大爷缝边制作被面

时认识了他。陈大爷，方脸、剑眉，身材魁梧，脸

上随时洋溢着温暖的笑容。看到我面生，他就主

动问我，是不是刚分来的老师，“在这里教书，可

得吃苦哦！”就是这一面之缘，慢慢地，我们成了

熟识的朋友，陈大爷家成了我们的开水供应基

地、温暖的烤火房、救急的“食堂”。

“陈大爷，您为啥对我们这样好？”烤着火，

吃着美味地鸡肉，我们便与陈大爷摆谈起来。接

过我们的话题，陈大爷拉开了话闸。“两位老师

啊，你们不知道，咱们这里穷啊。现在，到处都通

了公路，咱们这儿没通公路；到处都通了电，咱

们这儿没通电。年轻的教师分不到这儿来，即使

分到这儿来也不愿在这儿呆。你们能到这儿来

教书，那可是我们这儿的‘宝贝疙瘩’，你们要

‘飞’了，哪个又来教我们的娃娃哦？”

“陈大爷，您为啥要当裁缝呢？”陈大爷深深

地叹了一口气说，我们以前想读书，没有条件，

只好学个手艺养家。但我们这儿不能老穷下去，

得改变啊，怎么改变？也许只有教育，只有读书，

才能改变我们的命运，才能改变这个穷地方的

命运。

夜短话长，火塘里的火苗渐渐微弱下去，火

红明亮的柴火灰烬，宛如清澈透明的眼睛，宛若

夜空中闪亮的星星，让小屋充满了温暖的光芒。

“陈大爷，时间不早了，谢谢了，我们回学校了。”

走在回校的路上，风已渐渐小了，一轮圆月

高挂天空，清冷的银辉洒满大地。一股寒风吹

来，让人不觉浑身一颤。是夜，躺在床上，我翻来

覆去睡不着，脑海总是闪现着那些温暖的火苗，

耳边总是回响起陈大爷改变命运的叹息。

大山对我这么好，我将何以为报？我不能沉

浸在莫名其妙的忧伤里了，我要为大山做点什

么！自那以后，每天我都要早起跑步、读书，每天

我的身上总是涌动着奔跑的力量，每天我都要

认真用知识擦亮那些渴望的眼睛。

后来，我还是下山了。10年后，那里修通了公

路、通了电，再以后，那里出了不少的人才，几十年

后，每当想起大山，我就会想起那一簇簇温暖的火

苗，心中就流淌着温暖，脚下就充满了力量。

上周五下午放学，我正好路

过邮局。突然，邮递员老王惊讶地

喊：“这娃儿，不简单！”邮递员小

张问：“怎么了？一惊一乍的。”“干

了几十年邮递员，我第一次收到

报社寄给学生的稿费，这个六年

级的娃儿，真不简单，稿费还不

少，80元呢。”老王细细道来。

话音刚落，小张叫住了我。

“没准儿，这娃儿就是你班上的。”

接过汇款单，我定睛一看：颜平，

六（8）班，就是我班里的！老王向

我竖起大拇指：不得了，不得了，

一个农村小学生，还把名字印到

报纸上了！我心潮澎湃，但面容平

静，淡淡地说：“王师傅，其实也没

啥了不起。上半年一个孩子的作

文，也在《教育导报》上发表，我会

将你的夸奖转告给颜平，希望他

继续努力哈！”

老王这样夸奖，让我骄傲。我

是一个乡村教师，《教育导报》如

一缕清风，为我送来鲜活的教育

教学资源。在《教育导报·家教周

刊》上发现了不少城区学生佳作，

我纳闷：难道乡村孩子就不能露

脸吗？但我看到了一个熟悉的名

字：邱达官，他屡次作为指导教师

出现在《家教周刊》上，他也是一

名乡村教师。他行，我也行。

心动不如行动，我从优化语

文课堂教学方法入手，精心指导

学生投入读写活动。每周一节的

读报课，我动员学生阅读发在《家

教周刊》上的作文。那些小巧、新

颖、精美的文章是《家教周刊》的

最爱。渐渐地，学生悟出了一些小

窍门，平日里，他们就在希望的田

野里“爬格子”，偶有灵感就随笔

记下来。日积月累，每个学生都积

累了一所不可小觑的素材仓库。

最幸运的是，《家教周刊》开

通了电子版。每周六一期，我就在

周一专设一堂读报课。网上轻轻

一点，《家教周刊》习作版便映入

眼帘。学生饥渴的眼神，不约而同

地聚焦一体机。“哇哦！一年级的

学生都发表文章了。”在同学们的

惊呼中，我看到了希望，他们何尝

不想把自己的文字变成铅字，印

在报纸上。“凡能在报刊上发表文

章，编辑部给多少稿费，我就自掏

腰包，等额奖励。”我的许诺赢得

学生掌声一片。

教学相长，这句话不假。一

些孩子高涨的激情也在倒逼我、

推动我、成就我。结合课堂教学

实践，我从反思到深思，将思考

的结果形成文章。《收放自如的

课堂生成》《听出言外之意》《给

“读”留下一道美丽的印痕》等小

文有幸在《教育导报》上露脸，主

研的教学成果也拿到了省政府

二等奖，德育、心理健康教育、家

庭教育、特殊教育成果也获得了

省级奖励。

我是一名乡村教师，早已立

下扎根乡村的誓言，在希望的田

野里，我找到属于自己的春天。将

乡村孩子带向未来，缩短与城市

孩子之间的差距，他们是一块璞

玉，只要雕刻者用心塑造，顽石也

会变成雕像。立足乡下，放眼“乡

上”，用广阔的的视角、先进的理

念、良好的方法，托起“泥娃娃们”

明天的太阳。

“这娃儿，不简单。”这是对学

生的“赞誉”，也是对老师的真诚

“夸奖”。为了这句夸奖，我会继续

好好学习、好好教书、好好育人。

回乡村学校任教的第一年，由于师资匮乏，

我被安排教英语兼美术科目。虽然我很喜欢美

术，但美术并不是我的专长，我开始疯狂地在网

上搜索课件学习，恶补美术相关的专业知识。

显然，短时间提高我的绘画技能是不太可

能的，想让我看起来像一位美术老师而不闹笑

话，必须先用理论知识装备自己。我要求自己

牢记美术专有名称的解释、抽象的定义、名画

背后的故事等等，能做到信手拈来，随时准备

让同学们“长知识”，提高绘画的兴趣。

学生对美术课的期待是热切的，我还没走

进教室，就看到了几张小脸隔着教室的窗户张

望，无意中被我捕获的一个眼神，让我知道了

我的第一堂课至关重要。

如我预设的一样，课堂进展得十分顺利。最

后一个环节，我把练习的主题和要求展示在大

屏幕上，同学们在一段轻音乐里画了起来。偶尔

有同学问我绘画细节如何处理时，简单的地方，

我会勾勒几笔，遇到难题，就只能借助多媒体工

具，播放视频来指导他们。

有一个同学举手了，他问：“老师，应该给风

涂什么颜色？”

我一下子愣住了，“风？”我从大脑里迅速搜

索答案，搜索风的样子。一下子回答不出来的

我，心里开始慌张，可表面上却装作十分镇定。

风长什么样子呢？搜索失败。我夸奖了这个积极

提问的孩子，把他的问题交给了大家一起来讨

论。从他们稚嫩的声音里，我听到了各种各样的

答案。

“风是棉花糖的形状，是五颜六色的。”

“风像云朵一样，是白色的。”

…………

孩子的想象真是丰富多彩，可似乎没有确

切的答案，于是我展示了几幅名画，想帮助他们

寻找答案，其中有一幅梵高的《奥维尔的绿色麦

田》，让我们看到了风的形状和样子，“是麦田上

的绿色波浪。”他们齐声回答。画里的云朵在风

中自由地开合着，于是，我们闭着眼，尽情地感

受风，仿佛走进了这清新自由的麦田。接着，我

们通过其他物象看出了风的其他形状和颜色。

显然，最后的结果依然没有确切的答案。

“既然风是自由的，你们的想象也是自由的，想

怎么画就怎么画，想涂什么颜色就涂什么颜

色。”我说。自由创作，让绘画回到最本真的样

子。那一天，同学们把感受到的风、想象中的风，

画成了他们喜欢的样子。

无疑，交上来的作品都别有一番趣味。接下

来，我们举行了以“风”为主题的小画展，把大家

的画贴在黑板上，让“小画家”们介绍自己的作

品。通过科学纪录片的视频片段，我们拓展了

“风的产生”这一科学主题。原来风是由空气流

动引起的一种自然现象，它是由太阳辐射引起

的。

一次特别的美术课，给了我们充分的思考

自由，也让我们获得了从不同角度探索知识的

勇气。

每当想起风是什么颜色，我依然能沉静在

无边无际的想象中。我相信，孩子们也一样。

记者 郭路路 整理（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风的颜色
■ 周雪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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