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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部县长坪山曾是川陕革命根据地的重镇之

一。正如冯炼在故事中所讲，曾祖母冒着生命危险，

偷偷地将刘连长的遗体从野外背了回来，连夜埋在

了老屋后。曾祖母弥留之际，嘱托家人：红军为咱们

穷人打天下，连长为我们而死，我们家族要世世代

代守护好他。

自此，“为英雄守墓”被写进冯炼家的祖训中，

成了冯炼家族的使命与责任。

2002年，冯炼外公病危，弥留之际不忘叮嘱女

儿女婿回乡守墓。于是，冯炼父母从打工的城市回

到家乡，接过守墓的接力棒。除杂草、添新土、修裂

痕、描碑文，日复一日的涓滴小事，外公做了一生。

外公去世后，同样的责任落在父亲的肩上。

“只要我们能生活下去，就会把祖先传下来的

事情做好。”冯炼的父亲马全民（冯炼随母姓）说，虽

然刘连长全名是什么，至今无人知晓，但为他守墓

的事情会一直坚持下去。

2008年，刘连长的墓碑有些风化，南部县政府

为他换了新的墓碑。碑上用红色的大字写着“红军

刘连长墓”“革命烈士，永垂不朽”，还在墓旁种上了

柏树。2011年，以刘连长的墓为中心，县政府又在

长坪山建起了红军烈士纪念碑和烈士陵园，革命年

代和新中国成立后因公牺牲的1080多名南部英灵

长眠于松涛之间。自然地，冯炼一家又成为陵园的

守护者。

从1933年至今，快90年的时光里，曾祖父、外

公和父亲接力守护红军墓，如今轮到了冯炼。

2016 年大学毕业后，相恋多年的男友邀冯炼

共同赴广州创业，她第一次看到了大城市的流光溢

彩。一切都令人满意，除了内心牵挂1500多公里外

的长坪山。

其实，没有人要求冯炼必须回家。真正让冯炼

下定决心的，是父亲无意间讲起的一件事：有两位

拄着拐杖的老人来陵园寻亲，父母因不会讲普通话

而难以顺畅地沟通，两位老人失望而归。因不知道

是否还能够再来墓园，临走前，老人给每一个墓碑

都献上了鲜花，寄托哀思。

冯炼被父亲平实讲述中透露出的心疼与无奈

牵扯。“在大城市，我是千千万万年轻人中普通的一

员，而在长坪山，我是履行家族承诺的不二人选。”

那一刻，冯炼下定决心从城市回到家乡。

和专注于守墓、祭扫的父辈们不同，听着红色

故事长大的冯炼，成了这段故事的讲述者。作为

陵园的志愿讲解员，每逢纪念活动，或有人参观，

她都会抽出时间，带着人们走走看看；她查阅南

部县志等资料，想要试着去理解刘连长的选择；

她还在家门前的田埂边种下各色雏菊，方便参观

者拜祭。

“守墓是祖训、是信仰，我的父母能做到，我也

能做到。”站在刘连长墓前，冯炼抬手拂下墓碑上的

一片枯叶，就像拂下亲人肩上的一根落发。

乡村孩子的守望者
“当老师是我的梦想，最大的愿望是希望

每一位学生都好。”

冯炼从小就梦想当一名教师。早在大学期间，

她就考取了教师资格证和普通话等级证书。2016

年回到家乡后，备考教师公招提上了她的议事日

程。2017年7月，她顺利通过了南部县公招教师的

笔试和面试。

“兴奋了一个月，每天晚上都高兴得睡不着。”

冯炼形容。

和大多数初为人师的年轻人一样，冯炼把“教

好书”的渴求写在脸上：短短一堂课，重难点到底怎

么突破？宽松和严厉之间，究竟应该怎么选择？……

一连串的问题困扰着她。

工作第一年，冯炼带的四年级学生第一次住

校，作为班主任，她从早晨6点10分起床铃响后开

始跟班，一直到晚上9点半查完寝室；寒暑假里，如

果陵园没有参观者，她就回到办公室，研究教材、写

教案、练习基本功。学校“三字一画”考核前，她在一

个白纸本上画满了萝卜白菜；第一次新教师公开课

前，她紧张得睡不着觉。

冯炼所在的南部县楠木镇中心场小学历来都

有“老带新”的传统，何含洪就是冯炼当初的“师

傅”。何含洪回忆，由于冯炼大学学习的是英语，最

初教语文时需要一个适应阶段，比如在教孩子应用

文写作的时候，对一些格式和要求的把握不是很

好，但冯炼很勤奋，又爱钻研，很快就克服了这个困

难。如今，何含洪已经退休了，但回忆起冯炼的课

堂，他还记得清清楚楚：上课落落大方，表现力很

强，对学生非常有耐心，学生都很喜欢她。

“认真踏实，又肯钻研，所以成长得很快。”中心

场小学校长马松柏告诉记者，虽然今年才是冯炼教

师生涯的第五年，但她已经成为学校的年轻骨干。

去年，冯炼送走了自己的第一届毕业生。按照常规，

她将从一年级开始带学生，但因为突发情况，毕业

班缺老师，冯炼临危受命又带起毕业班，当班主任。

说起教学，冯炼总是很谦虚。“我还需要学习，

真的不够。”是她重复得最多的话。

在学校教师公寓4楼的住所里，记者看到在客

厅靠窗的地方，冯炼用学生的旧课桌搭成了一个长

桌。桌上铺了一叠厚厚的宣纸，旁边摆着毛笔和墨

水。角落里，还有一堆写满字的纸张。

“我能带给孩子们的东西太有限了，只想多学

习，努力成长，提升自己，弥补自身的不足，才能以

最自信的姿态站在学生面前。”原来，为了让自己字

写得更好，冯炼在县城给自己报了一个书法班，每

周末抽出时间去县城上两小时的课。

“当老师是我的梦想，最大的愿望是希望每

一位学生都好。”冯炼说，乡村的孩子更需要教

育和关爱，自己站上了三尺讲台，就想凭借一片

真心，认真上好每一堂课，教好每一位学生，守

护好属于她的这片“麦田”。

红色信仰的传承者
“长坪山的红色故事是一本活教材，我要

把它讲给更多的人听。”

自从冯炼回乡后，媒体对他们一家人接力守墓

的事迹有诸多报道。接受过了多少次采访，冯炼已经

数不清楚。聚光灯下，冯炼被“‘90后’守墓人”的标签

紧紧贴住，在一个个“10万+”报道里，不相识的网友

们为她点赞、流泪，也向她致敬。或许，这样的“高光

时刻”许多人梦寐以求，冯炼却感到很困扰。

“守墓对我而言，就像一件家事，许多的荣誉让

我觉得却之不恭，受之有愧。”冯炼说，被众多媒体

关注，心挺累的。因为教学工作平时安排得很满，而

自己又是个刚入行的新老师，有很多东西需要学

习，她怕自己无法兼顾。

但慢慢地，冯炼发现：红军守墓人和教师这两

个她担心难以兼顾的身份，发生了奇妙的反应。

以前，冯炼大多数时候是在墓园给参观者讲红

军故事，现在她能对学生讲、对同事讲。学生回家后

又讲给家长，讲到高一级的学校去，更多的人知道

了刘连长，知道了长坪山的红色故事。

“听冯老师讲了长坪山上的故事，我们都对红

军烈士充满了敬仰和感激之情。同时，我们也感到

很震撼，没有想到冯老师和家人能够留在那里并坚

守下去。”中心场小学六（1）班学生蒲俊告诉记者，

自己是本地人，却是在学校第一次听说长坪山的红

军故事。回家后，他分享给家人，父母后来还带着他

去烈士陵园祭奠先烈。

蒋雨芯是中心场小学的一名教师，在学校的一

次党课上，她听说了冯炼一家守墓的故事，非常敬

佩。最近，她正收集一些长坪山的红色资料图片和

冯炼一家日常打理陵园的照片，策划着让学生做一

次红色主题的美术创作。

冯炼的男友周恒也是南部人，2019年初，受冯

炼的影响，周恒也决定回家乡发展。2020年10月1

日，冯炼和周恒在红军墓前举行婚礼，成为新一代

的守护者，共同守护不变的家族承诺，继续为英烈

坚守。

冯炼成了红色信仰的传承者，影响着身边的

人，而这样的影响已不局限在身边。

6月23日，记者在长坪山采访时，碰巧遇到慕

名而来的西南石油大学学生，他们将沿着南充的红

色足迹开展暑期社会实践。

“来之前我们查阅了南充各地的红色资料，并

了解到了冯炼老师一家守墓的故事，今天实地扫墓

过后更是被他们的精神所感动，我们作为本地人，

除了更加了解自己家乡外，也想把这些红色故事讲

给更多的人听。”带队学生、西南石油大学计算机科

学学院2021级软件工程3班李鑫艺说，他们已经联

系好社区，准备在7月1日走进社区进行志愿宣讲，

把这一次实践中了解到的红色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2017 年成为教师后，冯炼就递交了入党申请

书；2020 年，她成为一名光荣的中共党员。去年 7

月，作为基层青年党员，冯炼走进《行走的旗帜 信

仰的力量》特别节目，把长坪山的故事通过网络平

台讲给更多的年轻人听。近些年，冯炼也多次受邀

在周边区县党政机关、学校讲述守墓故事。

“每当有红军军属来寻亲，我就是义务的接待

员和讲解员，多重身份兼顾的我，忙起来就像个陀

螺，但是我不能停下。”冯炼说，她一直想知道，这位

客死他乡的红军连长在牺牲时，心里牵挂的方向，

“在他的亲人找到他之前，我们就是他的亲人。”

“长坪山的红色故事，是一本活教材，我要将它

讲给更多的人听。”冯炼决定回到家乡守墓时是25

岁，刘连长牺牲时也是25岁。每一次扫墓，她仿佛

能与历史中的这位青年对话。而当她站上讲台，与

学生对话，她就像与未来在对话。在冯炼看来，红军

守墓人和教师这两个身份，就像给她架起一座桥，

连接着历史和未来，通向梦想的方向。

教
师
冯
炼

这不是我第一次采访冯炼。2018

年第一次见到冯炼，她26岁，脸上写

满了初为人师的青涩，但也有特别坚

定的执著。责任和压力，是她提及最

多的词语。

这一次见到冯炼，她30岁。脸上

多了一份沉着与成熟，但不变的依然

是骨子里的那份笃定。

每次和冯炼交流，我们都会谈到

“选择”。

“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去选择，

然后承担这个选择带来的责任和后

果。”这是冯炼的答案。

在冯炼常住的教师公寓里，她在

不大的客厅里给自己精心布置了一

块运动区域：靠墙贴好落地镜，地上

铺了瑜伽垫。窗边练字的长桌上，种

了一排多肉植物。旁边的栀子花已经

开过一轮，还未来得及修剪的残花，

依旧散发着清香。

看到这一切，我想起了她曾经说

过的一句话：我在长坪山的生活，依

然精彩。

是的，选择回到农村，选择继续

守墓，选择成为乡村教师，但不会放

弃对生活的美好追求。

还记得2018年离开时，冯炼对我

说对一句话：“我更希望大家以老师

的身份认识我。”

这次在南部县采访期间，提起冯

炼，很多人自然而然的称呼是：冯炼

老师。

“超级有耐心，对我们很好。”“工

作认真，肯干，肯钻研。”“特别有爱，

特别负责。”……这些都是学生、同

事、家长脱口而出的评价。工作第三

年，便获得教育质量一等奖，随后每

年都成绩突出，先后被评为优秀共产

党员、优秀班主任等。

3年多过去，我看到冯炼的愿望

正在变成现实：教师冯炼，正在长成。

许久不曾远行。

曾经轻狂的诗和远方，渐行渐远

……有俗务的原因，也有心理和身体的

懈怠。所谓“晚年颇好静”便是如此吧！

此次去若尔盖县送教，我是忐忑前

行。有羞于启齿的原因——高反，又缘

于公务难以推却。在高反状态中完成公

务，我是不堪设想的。不过我也想挑战

一下，现在都不敢去了，以后就更不会去

了。天边若尔盖，不能让它远在天边。

一入草原，万千小草举着万千小花

欢迎我们，黄的、白的、粉的、紫的……热

情而不喧嚣。若尔盖在藏语里是“牦牛

喜欢的地方”。牛羊就是若尔盖草原的

标配。成群的牦牛张着嘴撕咬着绿草和

云彩，然后闲适地咀嚼，眯缝着双眼打量

着没见过世面的过客。洁白的羊群在草

原流动，天地相接，与天边的白云连成一

片。若尔盖动用千里绿毯，取悦那只柔

弱的羔羊：咩、咩咩、咩咩咩……

蜿蜒的山路，逐渐攀升——人与车

的呼吸逐渐急促。暂时的失聪安慰我：

海拔越高，离天越近。人往高处走，是我

们潜意识的向往。

沿途的红色文化，把我们带入那个

血与火的年代。若尔盖县有着深厚的革

命传统，有着火热的革命情怀，有着纯正

的红色基因……金色的鱼钩，七根火柴，

雪山草地，草根和皮带……课本上那神

圣的故事，居然离我们这么近，这么亲

……烈士纪念碑前，嘘，小声一点，太累

了，让他们休息一会儿！

我们今天走过的路铺满着成千上万

的红军踏过的足迹——我在朝圣！我在

接受洗礼！我们的每一步都变得严肃而

神圣。

我们此次结对的是若尔盖县达扎寺

小学校。达扎是“下游有草的地方”。我

已经分不清上游与下游，到处都是碧绿

的草、肥美的草。我执著地相信，只要迈

步，就是前行，就是攀登……

雪白的哈达献上来！

温暖的手儿握起来！

知心的话儿说起来！

千里之外的两所学校成了亲如一家

的手足兄弟，彼此牵挂、彼此扶持！多么

奇妙的缘！

闻着草原的气息，吹着草原的风，看

着真诚的笑脸，心更近了。

天边若尔盖，传说是离雪花和月亮

最近的地方。祝愿若尔盖达扎寺小学的

孩子振奋精神，成为新时代的草原人。

也祝愿达扎寺小学校一切工作顺利，成

为草原教育最璀璨的明珠。

麦溪乡小学离花湖不远，我是不打

算去的。不是嫌路偏远，而是因为我没

准备礼物。这样贸然空手而去是不礼貌

的。同伴说：“这次不去，你一生可能都

不会再去了！”还说，带上你的毛笔，给他

们留下些许墨迹也是礼物。我也就厚着

脸皮前行。

道路虽远，却并不颠簸。弯道挺多，

偶尔窜出的一只只旱獭，肥滚滚的样子

为我们消除了旅途的寂寞。这是一所怎

样的学校啊！干净、整洁、精致，这是出

乎我意料的！

用铁栅栏豪奢地圈下一块草地，居

然就是足球场。我羡慕，也担心孩子们

在踢球的时候，会不会突然有旱獭钻出

来参与。孩子们欢快的课间操与阳光和

风一起律动，打破我觉得他们腼腆的固

有印象。黑黑的脸庞洋溢着阳光般的

笑，澄澈的眼睛里是另一个初升的太

阳！孩子们热情奔放，欢呼着和我合影，

我环抱着他们，他们也拥抱着我。

每到一个地方，我喜欢早起。喜欢

看小城没有睡醒的样子，喜欢看别人没

看到的景致，喜欢看平常以外的东西。

本以为起得早，结果若尔盖的风醒得更

早！若尔盖的风穿透我的衣衫，亲近我

的肌肤，与我真正地相拥。我束紧腰带，

焐热一缕轻轻的风。若尔盖的风有些甘

冽，草腥味夹杂着牛羊的气息，还有一丝

奶香……闭眼、吮吸，不用管发丝的凌

乱，用一种怀想慢慢地穿行，和风一起。

不多会儿，雨点敲打起来。风和雨那么

自然地衔接和融合。是在欢歌吧！这么

多的雨水、这么多的吉祥、这么美的生

活！

草原行歌舞蹁跹，若诗若画挂天

边。他日重逢修禊事，藏汉情融合家欢。

离开，不说再见！想说，扎西德勒！

若尔盖的风吹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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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课中的冯炼。（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