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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山里的别样青春
——记万源市蜂桶乡阴坡村小、让水坝村小青年教师群体

■ 马发海 文/图

万源市蜂桶乡阴坡村、让水坝村位于海拔

1300米的老君山腰。两所村小共有学生102名，

教师7名。其中，1988年出生的吴金洲是中共党

员，也是让水坝村小的负责人，是这个团队的

“老大哥”。其余6位老师分别是“90后”吴海毅、

陈流莉、刘静、彭小红、李倩和“00后”项月，先后

从宜宾学院、四川文理学院、西华师大等学校毕

业后，加入这个团队。

7名青年教师坚守在万源市最北端大山深

处的村小里，因为海拔高，这里的冬天总是比山

下来得更早一些，仿佛不存在秋季，从夏天直接

跳到冬天。那青春呢？山里的青春会因为偏僻、

高寒而有所失色吗？

“我要留下来”
2019 年，21 岁的彭小红通过教师

招考进入教育行业。

第一天，“我满怀欣喜来蜂桶小学

上班，从龙潭河向上，一路颠簸，胃里翻

江倒海，着实令人难受。”她回忆上班之

路时说。到了学校，“山里很冷，老师们

围着炉子烤火，我也把手伸了过去，没

想到却把手烫伤了。”牵挂女儿的妈妈

问她学校条件如何，彭小红向妈妈大哭

了一场。

第二天，热情的同事提前为彭小红

准备好了早餐。一群稚嫩活泼的学生趴

在窗外，大声喊着：“又有新老师来了，

大家快来看！”

第三天，妈妈建议彭小红放弃这份

工作，她短暂沉默之后，只说了5个字：

“我要留下来。”

让水坝村小教师陈流莉介绍说，刚

开始的时候，大家都有些不习惯，山里

太寂静了，学生在这里的时候欢声笑

语，很开心；学生一走，万物寂静，对比

非常强烈。这里成年人大都出门打工去

了，没有什么年轻人，感觉整座山上好

像只有她和另一个教师刘静两个人。她

们晚上睡觉，都是开着灯，不敢关灯睡

觉。

“我们两个男同志刚来到这里都有

些迟疑，何况她们5个女娃娃。‘00后’

的项月、1998年出生的李倩……5个女

生都哭过鼻子，也犹豫过，但考虑到这

里的娃娃比其他地方的娃娃更需要她

们，最终还是选择了坚守。”阴坡村小负

责人吴海毅说。

“六项全能”
在这两所村小上学的孩子，绝大部

分都是留守儿童，父母在外打工。老师

们除了每天的教学之外，还要担负起给

学生做营养餐的任务。

吴海毅是阴坡村小的负责人，采购

食材的任务自然落在了他的身上。从让

水坝到万源城区有近百公里，来回一趟

就得半天的时间。在上山的落石高发地

段，爆胎是常事。到冬天时，大雪封山，

村小的生活更加艰苦。蜂桶乡村民宋远

平说，大雪封山时，车行不通，还要人

推，有时甚至靠人工把物资搬运上来，

按道理来说，这本来不是老师范围内的

事情，但是他们一直做了下去。

每天午餐时间，是村小学生最期盼

的时光。不仅因为美味的食物，更因为

老师的陪伴。走下讲台，掌勺灶台做午

餐的陈流莉和刘静，让孩子们感到加倍

的温暖和亲切。还略显青涩稚嫩的两位

女孩，此时温柔得像邻家的小姐姐。久

违的亲情暖暖地流淌在高寒山乡的教

室中。

同陈流莉和刘静一样，其余几名青

年教师也在条件艰苦的偏远山村挑战

自我，找到了工作的价值和快乐。

为孩子们缝衣、做饭，是老师们最

平常不过的事。山高路远就医不便，退

热贴、感冒冲剂、创可贴、消毒水等常用

药是两所村小的标配。孩子们头疼脑热

时，老师们总能及时用药缓解。冬日的

早晨，老师们起床后第一件事就是烧好

教室的暖炉，让孩子们一走进教室就能

感受到爱的温暖。

冬季的水管爆裂乃至村小的修修

补补，孩子们的生活琐事层出不穷。这

些刚出校门一脚就踏进大山的年轻人

们，在呵护山村孩子成长的同时，也在

生活中慢慢地变坚强，渐渐地成长。

让水坝村小一名二年级的学生说，

她的爸爸妈妈在江苏打工，家里只有爷

爷奶奶，陈老师对她很温柔，就像妈妈

一样，她很爱这里的老师。

谈及他们的日常工作，吴海毅笑着

说：“我们既是水电工，还是理发师、炊

事员、保育员、押运员，六项全能。”

村小来了年轻人
“村小的条件虽然很艰苦，但是不

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吴金洲说，两

所村小虽相距5公里，但都是年轻人，

大家经常互通有无。

以前，让水坝村小和阴坡村小主要

上语数学科，年轻人来了后向中心校建

议开齐音乐、美术、体育等课程，得到了

中心校的支持，为两所村小配齐了设

备、器材。

如今，两所村小不仅开齐了音体美

课程，年轻教师们还开设了象棋、篮球、

跳绳等兴趣班，培养两所村小孩子的兴

趣特长。课余，老师们还拿起画笔画墙

壁画，把两所学校装扮得像家一样漂

亮。

如今，村小校园满布欢歌笑语。每

年“六一”，两校都要开展文艺汇演和体

育运动会，展示山里孩子的才华，丰富

山里孩子的课余生活。

近年来，两个村小的7名青年教师

在工作中不断磨砺，迅速成长起来。一

张张奖状和证书，就是最好的见证。彭

红梅刚参加工作两年，就在万源市旧院

学区赛课活动中荣获了二等奖；陈流莉

刚入职1年，就获得了万源市“十佳优

秀科技辅导员”称号；参加工作4年的

吴金洲拿到了学区赛课一等奖，获得

“万源市优秀教师”“达州市优秀科技教

育工作者”等称号。

山外的世界很大很精彩，这群青年

教师却立志献身村小教育，因为山里学

生希冀的目光炙热如火焰，让他们将青

春无悔扎根在偏远的高寒山乡。这群年

轻人曾经是父母怀中的宠儿，如今，他

们却成为了山里孩子的依靠。

他们就如大山深处的一抹阳光，融

化了冰雪，带来了春天，更点燃了希望。

重温《无问西东》，电影开篇就抛出

了一个问题，“如果提前了解了你所要面

对的人生，你是否还会有勇气前来？”看

到这句话，我瞬间打了一个激灵，陷入了

无限的沉思中。

七八年前，我到了小镇上教书。校园

是被群山围绕起来的，有点儿像老舍先

生笔下《济南的冬天》的感觉，“这一圈小

山在冬天特别可爱，好像是把济南放在

一个小摇篮里。”那小小的校园亦是如

此，被四周起伏的群山包裹得结结实实，

妥帖又安稳。

初到小镇时，望着横在眼前的这一

座座山，我内心充满了无限的“恨”意。恨

这一座座山阻挡了一个热血青年的青

春，恨这一座座山困住了一个踌躇满志

的青年教师的理想，更恨自己的“无能”，

未能考进人人羡慕的城里，只能在这群

山里彷徨。

最初的那些日子，我常常一个人在

操场上一圈一圈地走着。走到小镇上的

灯一盏一盏地亮起来，又一盏一盏地暗

下去。长风浩荡，走着走着我就泪流满

面，在内心不禁暗暗思忖：真不知这样的

日子何时才是个头？难道我的青春就要

淹没在这莽莽青山之间吗？

被大山养大的孩子们，天生具有一

种野性。无论你在校园的何处，他们总是

如一群小野马般奔跑着簇拥到你身边，

“叽叽喳喳”地说个没完没了，而我总是

被弄得手足无措。

就在这一声声稚嫩的“代老师、代老

师”的呼唤下，我的内心慢慢变得饱满起

来。特别是看到他们那一双双闪烁着的

大眼睛，原本颓废的我，整个人就像是鼓

满了风的帆一样，变得热血沸腾起来。白

日里，在群山的注视下，陪他们读书、做

操、跑步、做游戏……我们的笑声长久地

回荡在山间。

因为有了他们，山里日子似乎也没

有那么难捱了。等到他们回家后，就一个

人窝在宿舍里，一本本书成了我在山间

的慰藉。那些年到底读了什么书，已全然

不记得了，只记得无数次个夜晚读完书

后，一个人走到走廊上，山风呼啸，月光

皎洁，突然就有了“吹灭读书灯，浑身都

是月”的诗意。

放假了，家住附近的老师们都回去

了，而我常常对着山一坐就是小半天。无

论是晨雾缭绕时的山，还是晴日朗朗的

山，雨后空蒙的山，还是白雪皑皑的山

……在日复一日与山的相处中，终于有

了“相看两不厌”的感觉。

几年过去了，我迎来了一个离开大

山的契机。虽早已与大山“日久生情”，但

还是抵不住想要进城的愿望。无法面对

离别，离开的时候，我没有告诉孩子们。

后来，一个个电话打过来，那些令人心疼

的哭声让我的心也揪成了一团。为了弥

补未曾告别的遗憾，后来成为一名记者

的我，在回去采访时，决定还是要郑重地

和他们告别。远远地看见那些山，曾经的

岁月一下子就鲜活了过来。学生哭成一

片，而我强装镇定，与他们约定：“孩子

们，离开是为了更好的相聚，山高地阔，

来日方长，我们都要在更高处相逢。”

因着这一句承诺，我日日奔波于小

城的群山间，从这一座山到那一座山，从

不曾懈怠，总想着“一日为师，终身为

师”，虽然已远离讲台，但告诉学生的，我

也要努力做到。

一次，去燕子乡采访一位疫情期间

在悬崖边借网上网课的姑娘。车子在群

山间疾驰，起起伏伏，人也跟着在车内起

起伏伏。一座山连着一座山，仿佛没有尽

头。车子最终停在了一条小路边，我们一

行人步行去她家。在山顶的平房里，走出

一个腼腆文静的女孩子。我们跟着她走

在小路上，一行人“嘎吱嘎吱”地踩碎了

一路的枯叶。到了她蹭网的悬崖边，“天

啊！”我惊呼一声，生怕一不小心，就掉到

了悬崖底下。那一刻，我的鼻子一酸，不

敢想这样瘦瘦小小的她，是如何一日日

走在这悬崖边上的？终于，我们扶着石

壁，心惊胆战地下到了她上网课的地方。

女孩坐在石壁后的一个洞口，熟练地蜷

缩着双腿，将书本和手机同时摊在膝盖

上，山风呼啸，她却在对知识的渴求中静

下心来。周围的一座座大山，曾让我无数

次想要逃离，但在它陪伴下长大的孩子

们，却是这么的坚定和勇敢。

在山里穿行得越久，看到学生的面

孔越多，我想要重回校园的心也就愈加

强烈。

念念不忘，必有回响。两年后，我再

次参加考试，又回到了校园里。彼时已没

有了巍峨的群山，从新校园望出去，只有

几根舒缓起伏的线条，那样流畅、那样的

亲切。当再一次站上讲台的那一刻，时间

仿佛都静止了。我从教室里望出去，突然

有一座青山横在眼前，我顿时热泪盈眶，

山还是山，但在我的眼中又不仅仅是一

座座山了，它仿佛是一位久别重逢的故

友，一直在等待着我的回来。

时间的长河翻过过去的崇山峻岭，向

着未来的方向奔涌而去。于我而言，这一

座座山，是一位睿智的长者，见证了一位

年轻教师的成长，有初时的青涩和迷茫，

也有中途的背叛和逃离，然而，兜兜转转，

让我感到最踏实的还是这一座座山，以及

这一阵阵从教室里飞出来的读书声。

所以，对于最开始的那个问题，此刻

的我，能够斩钉截铁地回答：“如果重来

一次，我依然会选择成为一名教师。不忘

初心，不负韶华，更不改育人之乐！”

2017年12月，阴坡村小和让水坝村小首届联谊运动会合影。孩子们对这场运动会期待已久，老师们顶风冒雪坚持举办。（图片由学校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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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水坝村小二年级学生胡绍超认真练字。

项月教一年级学生折纸、捏橡皮泥。

陈流莉给三年级学生上数学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