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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崇伟

努力给乡村学生一个大舞台
■ 本报记者 钟兴茂 陈朝和（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走进蓬溪县天福镇小学，小小的校园却让人目

不暇接，校门边艺术展的主题横幅——“我们有‘画’

说”下，陈列着学生们的书法、绘画、手工作品。操场

上，学生们奔跑、跳跃、打球，一派热闹的景象，与印

象中“老去”的乡村学校形成鲜明的对比。学生簇拥

间，记者见到了李文君，她扎着利落的马尾辫，身着

黑白搭配的工作装，一举一动干净利索，一口标准的

普通话配合着婉转的语调，悦耳动听。

单看形象，很难将李文君和坚守乡村23年的乡

村教师联系在一起。李文君是怎么从一个腼腆的山

里姑娘，变成一个能说会道、备受学生喜爱的教师

呢？获得诸多荣誉之后，面对高薪聘请的诱惑，又是

什么让她选择坚守在农村学校？

1999年，李文君以优异的成绩从蓬溪师范

学校毕业，本有机会去条件较好的城区或城郊

小学任教。但毕业期间家里的一场变故，让她

错过了这些学校的招聘时间。当她拿着自己的

档案前往一所一所学校面试时，得到的答复都

是：“我们已经招满了。”就在她有些沮丧之时，

有人提醒，可以去偏远的农村学校试试。

“行！只要能当老师，去哪儿都可以！”李

文君的爷爷和三爷爷都是乡村教师，幼时，她

就跟着爷爷走村串户帮人写对联、乡志，看到

乡民对爷爷十分尊敬。打那时起，“长大当老

师”的念头，就在她的心里扎了根。

多次碰壁后，李文君遇到了蓬溪县先宁

村小的校长，他对她说:“我给你一张纸、一支

笔，你在20分钟之内写一份简历，如果我觉得

满意，就来我们先宁教书吧。”尽管知道先宁

村小在偏远的山上，李文君还是紧紧抓住这

次机会，她的简历打动了校长。

为了准时到先宁村小报到，她提前两天

出发。由于不认识路，她只能先到同学家，以

帮助同学扳半天玉米为报答，请同学带路。

“去学校的路真的好远，我们走了将近一天。

同学总是告诉我，再转一个弯，再翻一座山，

就到学校啦。”

先宁村小的艰苦在李文君意料之中，3间

漏风的教室、两个教学班、两位教师、“包班制”

教学，她承担了48个学生的全科教学。道远险

阻，任务繁重，李文君没有退缩。但这仅仅是客

观困难，更让她头疼的是，常常有学生逃课、辍

学。后来她才知道，农忙时，学生大多要回家帮

忙，还有一些学生因为缴不起学费，只能辍学

在家。“那时候，有个孩子家里揭不开锅，他就

逃课去摸泥鳅、捡野鸭蛋。”

但这一切，都没有把李文君吓跑。“我也

是在农村吃着苦长大的，我知道知识对孩子

们有多重要。”为了调动孩子们对学习的兴

趣，她把课堂搬进了学校旁的田间地头，和学

生一起创编童谣。在先宁村小，她一干就是3

年，后来被调到中心校，8年后，又因教学成绩

突出，再次被调到了现在的天福小学。

我年轻时教书的地方，叫洋满咀。名字

很别致，其实就是一个村庄。

那里两河交合，汇成三个码头，各有一

棵黄葛树守着，相安于各自岸沿。河岸沐浴

在阳光里，重瓣野水仙蹿得老高，红色雏菊

在小径旁盛开，耧斗菜紫蓝色的花苞舒展

了，灌木下散落着蓝色的碎鸟蛋壳。

我的学校连着小街。有一条石板路把

土墙屋分隔成两排，鸡在街头觅食，狗摇着

尾巴四下闲逛。石板路缓缓地伸展，伸到河

岸树荫下，树下一只小船，竹编的篷，没有

挂帆。那飘落的阔叶，有的落在水上，有的

悬挂在船头立起的竹竿上。

我要去家访，我要回老家看父母，我要

去镇上相亲，我要去县上听课，必须渡河而

去。河岸是我的站，小河是我的路，小船是

我的桥。

那个早晨，我要赶往镇上开会。把学生

托付给同学科的老师，走出学校，走过小

街，渡口静静地，像在等我。

出门太早，渡口只有我一个人。小船系

在树丫，横了身子。船工王二埋着头，在船

头呼啦呼啦地喝着鱼粥。我没有惊动他，坐

在树下的石凳上，感受清凉，感受宁静，等

王二吃完早饭后渡我。王二的孩子在我班

上，是个听话的孩子。

陪着我的，有天上的云朵，罩在我头顶

的老树。它们和我一样安静。

这当儿，河上游传来了桨声。打鱼的黄

三划着船，吹响口哨。口哨和横着身子的渡

船碰在一起，系在同一个树桩，泊下了。

我坐不住了，上了黄三的渔船，看他的

收成。昨晚把网撒进夜色，天一亮就收网，

在光阴里捕捉生活。黄三是我上一届教过

的学生。他打开舱板，大大小小的鱼，有的

安然游在窄水里，有的蹦跳着想回河里。蟹

一动不动缩在角落，黄三要捉来送我，我双

手一摊：“我要渡河，去镇上。”

王二听到了我的声音，便放了碗，吆喝

一声：“施老师，走起！”我刚一从黄三的鱼

船跳到王二的渡船，长篙一撑，船已调头，

迎向太阳的升起，缓缓摇向对岸。

黄昏时归来，踩着夕阳，我在洋满咀的

对岸唤着“王二”。

可我的声音像晒恹的风信子，被喧哗

的河边淹没。多是戏水的孩子，放学之后，

割牛草，赶羊回家，忍耐了一下午的臭汗和

劳累，都会在河水里清凉地浸泡，然后在欢

声里消耗掉。此外，洗菜的大妈、浣衣的姑

娘，半浮半沉的几头老牛，把泊在岸边的渡

船，荡来晃去。

等渡船的，还有一个外乡人。他挑了一

对猪崽，不时“叽叽”地叫，像是加入我们散

漫的聊天。

“这儿的渡船总是很慢，你急吗？”

“急也没用。河横在那，总会有渡的时

候。”他坐在两筐之间横着的扁担上，慢条

斯里地卷着烤烟。

“天就快黑了，你可还得赶很远的路。”

竹筒做的烟杆，冒着慢吞吞的烟，先端

直的上扬，继而软绵绵散开。“今晚有圆月，

是免费的灯，夜晚走路，凉快。”

隔了阵儿，他扯起路边的嫩草。“可不

能饿着猪崽。把它养到年底，就凑足了儿子

的学费。”慢慢聊开，才知道，他的儿子是小

伟，我才来教书那年，就听说了这个名字。

小伟在我们学校念的小学。现在，上了同

济，是远近闻名的“名人”。

船来了。我们上船，和咀嚼着嫩草的小

猪一道，听着王二的口哨。晚霞把对岸小

街、村舍、老树以及荡漾的波浪，染得金黄。

渡船至彼岸，我和小伟父亲各走各的

路。他要继续挑着担子独行。我把手提包往

石凳上一搁，褪了衣裤，纵身一跃，汇入热

闹的江流。

我在这个村庄呆了八年。我离开时，也

是那只小船把我渡到彼岸。多年以后，这个

渡口仍像一幅木刻画，悬在我眼前。我觉

得，我的此生一直被其所渡。

那天，在一个餐馆遇到一张似曾相识的面

容，我一时想不起在哪见过。他瞧见我后就站

起来，向我打招呼：“老师，您好！多年不见，还

记得我吗？”接着报了姓名，说是我曾经教过的

某个班的学生。

渐渐地，对他的记忆清晰起来。他叫小军，

是我十多年前教过的一个初中班的学生。当时

我担任班主任，他非常顽皮，给我留下了深刻

的印象。他上课不守纪律，课后不是把女生逗

哭，就是与男生打架，作业自然也不会好好去

做，学业成绩常常在班上垫底。那时候，他常常

让我焦头烂额，我对他进行的思想教育累积的

时间比全班学生还多。但我如此对他费心费神

地管教，他成绩依然最差，后来没读高中就步

入社会，读“社会”这本大书去了。

“老师，您知道吗？就目前来看，我们初中

那个班，数他‘混’得最好！他的生意做到国外

去了，现在是老板了。”与他随行的另一个学生

的话把我从遥远的记忆中拉了回来。小军淡淡

一笑，谦逊地说：“老师，大老板还算不上，只是

衣食无忧而已。那时候，我太顽皮了，很对不起

您；觉得自己成绩太差了，读不下去了，不得不

跟着舅舅出去打工。走入社会后，才知道自己

要学的东西太多了。”

后来我又得知了他的一些信息：他的舅舅

对他管教很严，边打工边学了很多东西，为了

做好国外的生意，他还补习了英语，现在他能

够用流利的英语与外国人谈生意。他能有如此

的“逆袭”，期间肯定吃过很多苦。

其实，在我30多年的教学生涯中，像小军

这样的学生，不仅仅他一人。

前不久，遇见一个学生的婶婶，我问：“你那

个侄女，现在在哪儿工作？”她说是某校教师。我

曾经怎么也不会想到她会成为我的同行。那个

女孩读小学时，我是她的老师。当时她的成绩很

差，我以为这样的学生以后不会有什么远大前

程。听说她当上了教师之后，我着实吃了一惊，

颠覆了我对“差生”的认知。不，不是“差生”，是

后进生。后进生这个概念非常有道理。

我开始觉得，每个学生都是一朵应时而开

的鲜花，只是开放的季节不同罢了。大部分学

生像桃李在春天开放，而少部分像菊花和梅花

一样，却在秋天和冬天开放，“凌寒独自开”，一

样不输风采。

“我吃，妈妈看。”这是多年前一位初一学生

作文中的一句话，曾深深地触动过我的心灵，令

我至今难以忘怀。

在那堂作文课上，我触动学生的心灵，教学

生抒写真情，学生们都当堂完成了作文。其中有

一位男生的作文让我眼前一亮，文章写得朴实

却生动，描绘了他与母亲之间的真挚动人的感

情，打动了我。

作文记叙暑假里，他跟随开小商店的母亲顶

着烈日去批发市场进货。为省钱，返程时，两人步

行去坐公交车时，母亲提着两个大塑料袋的货，

他提着两个小塑料袋的货，两个人都汗流满面，

手指被勒得生疼，走一段路就歇好几次，上衣都

被汗水浸湿了。在公交车上，他在座椅上打起了

盹儿，母亲伸出胳膊让他靠着，他竟睡着了。直到

下车，母亲的胳膊都没有动一下，已经被枕麻了。

路过一个快餐店，母亲为犒赏儿子帮着进货，领

他进店，给他单点了他喜欢的汉堡和饮料，他坐

在桌子旁津津有味地吃喝，母亲坐在他对面静静

地看着他，目光里充满柔情和怜爱，还不时用纸

巾给他拭去脸上的汗。“我吃，妈妈看。”那个男生

在作文中写道，不经意间看见头生华发的年轻母

亲，想着单身母亲的辛苦，忆起他与母亲相依为

命生活的点点滴滴。那一瞬间，他忽然体会到母

亲的不容易，也感悟到母爱的伟大。

“我吃，妈妈看。”这样的情景，学生写得有画

面感，十分动人。让我不由得想起了自己的母亲。

我7岁那年，父亲因病去世了。之后，家里

的生活条件不好，一日三餐，炒的菜母亲总是先

给年迈的祖母吃，再让我和姐姐吃，最后看我和

姐姐吃饱了，母亲才动筷子吃一些剩菜剩汤，还

会笑着说她喜欢吃菜汤，油都在菜汤里呢。其

实，拮据的生活里，炒菜时油放得也不多。我上

初三的那年，深爱我们的祖母去世了。此后经

年，母亲就像一棵大树一样荫蔽着我和姐姐，走

过生活的风风雨雨。

后来，生活渐渐好了，而由于多年养成的习

惯，母亲总是先让我和姐姐吃饭，就是一起吃

饭，母亲也总是吃得慢，等我和姐姐吃饱了才赶

紧吃。

花开花落，斗转星移。母亲年龄渐渐增长，

我和姐姐给母亲买点好吃的，母亲总是抱怨我

和姐姐乱花钱，其实，一向节俭的母亲是舍不得

吃。有时，东西都放坏了，不得已就扔了。

“我吃，妈妈看。”我的母亲也是这样的，看着

孩子津津有味地吃着她做的饭，母亲是快乐的、

幸福的。尤其我在外地打拼，春节回到家里时，母

亲总会做我爱吃的美食。我吃着，妈妈看着。听到

我说“只有回到家，才能吃到娘做的味道”，母亲

就欢喜得不得了，眉眼里写着慈祥和爱意，高兴

地说：“既然你喜欢，娘就希望天天给孩子做爱吃

的。”见我吃得香甜，母亲一副心满意足的样子，

一连几天心情都如春光般明媚灿烂。在母亲的眼

里，不管你多大都永远是个孩子。

“我吃，妈妈看”，这样的情景是温暖的，温

馨的，散发着母爱的光辉；

“我吃，妈妈看”，这样的情景是珍贵的，难

得的，定格了最美的瞬间。

时光流逝，岁月无情。儿女渐渐长大，母亲

渐渐衰老，没有永远的陪伴。2020年秋天，我的

母亲永远地“走了”，留给我绵绵不尽的思念。

一想起“我吃，妈妈看”这再也不能重现的

生活情景，我不禁悲从中来，泣不成声。

李文君

2018年，默默无闻守在乡村的李文君获

得了马云乡村教师奖，迎来了世俗意义上的

“高光”时刻，众多媒体纷纷采访报道，许多

私立学校抛来高薪橄榄枝，但她从未因此动

摇坚守乡村的信念。

李文君坦言，那年去三亚领奖，是她第一

次走出四川、第一次看见大海、第一次住星级

酒店、第一次站在全国瞩目的舞台上，也是她

第一次无比坚定地告诉自己要一直坚守在乡

村学校。她感叹：“人生需要大舞台，而山里的

学生更加需要，记忆中孩子们求知的眼睛、家

长们淳朴的笑脸，让我越发想要做得更好。”

课堂上，她更加坚定不用成绩去评判学

生的原则，而是用心地去发现每个孩子的特

长，帮助他们制订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案；活动

中，她每年都会在来的基础上总结不足，并且

让学生和家长提意见。她还组建了一个留守

儿童家校交流群，通过照片、视频等方式让家

长了解孩子在校学习、生活情况，并鼓励家长

多和孩子进行电话交流，让孩子们感受到父

母的爱。这两年，李文君又学会了使用美篇、

公众号、视频号等网络平台，记录和传播乡村

学校师生的美好生活。

“李老师，你坐着，我来打扫。”“李老师，

早点回家，不要那么辛苦。”……她的付出，

学生们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去年，天福小学

冬季体育文化节期间，一名已经毕业升初中

的女生，托弟弟给李文君带了润喉糖，附带

一张小纸条提醒：“李老师，冬运会又到了，

今天你又要在台上说很多的话，我给你带了

10颗润喉糖，希望你好好地保护嗓子。”

李文君一直记得，在先宁村小时，那个

浑身脏兮兮捡野鸭蛋的小男孩，兴高采烈跑

到她跟前，举着小手说：“李老师这是我捡的

鸭蛋，给你一个。”“这才是对我最大的奖

励。”说话间，她已眼含泪花。

天福小学相对更好的办学条件，让李文

君进一步思考：乡村学生与城里孩子的差距

是什么？什么才能让他们终生受益？

李文君班上曾有个腼腆胆小的女生，上

课从不举手回答问题，也很少见她笑。这个女

生，让她想起了以前的自己，她不断鼓励女

生，终于在一次课本剧《小木偶奇遇记》的表

演中，女生鼓起勇气饰演了一个老婆婆的角

色，并且演得惟妙惟肖，赢得同学们的一片叫

好。后来，这个女生与同学的交流越来越多，

脸上的笑容也越来越多。

这件事让李文君意识到，相对城里的学

生，农村孩子缺乏自信和自我表达、自我表

现的勇气。她班上许多学生腼腆害羞、胆子

小，和陌生人说话会脸红，有时候站起来回

答问题都会紧张得哭起来。于是，李文君开

始有意识地在课堂内外，为学生创造更多开

口说话、表现自己的机会。她常常对学生们

说：“你的成绩单或者奖牌，不可能一直挂在

身上，但是你说话做事，能很快让别人知道

你的优秀。”

后来，学校的少先队辅导员突然离职，李

文君临危受命，在毫无经验的情况下，努力学

习少先队工作。同时，她也紧紧抓住机会，在

学校组织艺术节、文体表演等丰富多彩的活

动，把更多表现的机会和舞台，推给全校的学

生。

刚开始，家长们普遍认为这是不务正业，

很抵触。学生们也不是很配合，在训练的时候

常常会躲在树下乘凉。李文君首先耐心地和

家长沟通，转变家长“学生只用学习好”的观

念。其次，她又从创新活动内容、细化活动实

施方案、培养主持人、舞台设计等方面提升活

动的品质，增强学生的兴趣和参与感。功夫不

负有心人，经过三四年时间的打磨，学校的各

色活动形成了品牌，得到了家长们的认可。参

与学生的规模，也从原先只有七八个人跳舞，

渐渐变成每个班基本有30个以上学生参加。

如今，天福小学一年一度的校园艺术节

和冬季校园体育文化节，成为了师生家长们

最期待的盛会。“孩子们在登台演出中，变得

越来越勇敢自信！在日复一日的训练中，也变

得更加坚强！”李文君感叹，“我自己也跟着学

生一起成长，变得更加成熟、干练。”

“只要能当老师，去哪儿都可以”

“成绩单跟不了学生一辈子，但言谈举止可以”

“这才是对我最大的奖励”

渡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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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海珍

“我吃，妈妈看”
■ 刘代领

李文君和学生在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