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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毕业还有一年，学校突然

要求我们搬宿舍，从11舍搬到5舍。

这是个好消息。正值盛夏，11

舍没有阳台，开窗就是绿树青山，衣

服晾在床边，一星期都干不了。而5

舍不仅有阳台，楼下还有空地，开窗

后，极目楚天舒，最重要的是，从上

下铺变成上床下桌了。

但是，搬宿舍累啊，吹过的每一

阵风中都漂浮着“累”的笔画。大包

小包，大箱小箱，一天下来，手变得

很敏感，碰见任何东西都不断作痛。

坐下来后，很长时间站不起身。

为了减轻负荷，就要进行取舍。

我扔掉了很多东西，蚊帐、零食、烂

掉的鞋子。宿舍里、楼道中，堆满了

种种垃圾，而垃圾在成为垃圾之前，

也曾被摆在桌上、床上，被人们温柔

以待。

没有什么事物能够陪伴我们一

生，它们都是拿着一张名为价值的

车票，在某一个时间点上车，然后在

另一个时间点下车。这样的车票并

未白纸黑字地写明了抵达时间，旅

程长短取决于人的一念之间。但它

们会摆出种种证据来说明自己的价

值，比如一段甜蜜的回忆，一份珍贵

的见证。它们是我们过去的一部分，

多年以后，很多记忆都失落在了光

阴中，但看见它们，我们就始终能回

想起青春。

舍友拿着一本相簿低眉不语，

那是他与前任女友的回忆。物是人

已非，但曾经拥有过的温度依旧在

心头不肯远去。他终究不舍得把相

簿扔掉，塞进了行李箱。有些东西，

多搬一趟也要把它们带走。

而我带走了一沓书，那是我给

自己设计、打印的书。如今去读，固

然粗浅拙劣，但当时写下那一个个

字时的澎湃，现在翻看依旧还能听

见激情起伏的潮声。

当然，我也丢了很多，比如为了

减肥买的荞麦面、代餐饼干和黑巧

克力，因为寡而无味或者过于苦涩，

我一直没吃，结果过了保质期。这让

我倍感愧疚。虽然是用自己的稿费

买的，不是用父母的血汗钱，但是它

们的过期，象征着那些我计划好的

事情，那些下定决心想要养成的习

惯，全部成了可笑的空谈，奚落着我

的懒惰和软弱。

搬迁中的整理与别离，其实也

是人生的两个命题。人在行走的过

程中，总是难以兼顾，必然有得有

失，圆满和遗憾分布在每一枚脚印

中。整理，是抚摸着一件件物品，把

回忆与计划分门别类，以新的位置

在新的落脚点安家落户。曾经在床

头的，现在在抽屉里；曾经在箱子里

的，现在在桌面上。日常生活无暇顾

及的瞬间，都在整理过程中回响着

昔日的呢喃低语。过去的想法被推

翻、被辩证、被弥补、被重建，于是锋

利变得圆润，急躁变得沉稳，情绪如

一条横冲直撞的江河，涌入一个深

潭后再流出来，已是心平气和、波光

温柔。

别离则是整理结束后，把这几

年定居的日子在片刻看遍。行李箱

能装下各种物品，但装不走我们曾

住下的年月，装不下一枚小小的宿

舍钥匙。从此以后，这个地方不再与

我有所瓜葛。时光里，这一页的我，

彻底掀过，两页纸之间，风呼啸而

过，匆忙的人间，多出一个安静的日

子。

想起王心凌的歌：“下一页的我

会去哪里/用多大的勇气/所有梦里

面的风雨/我不怕那是我的试题/下

一页的我/希望能拥有/美丽的明

天/所以这次我送走从前/因为我/

看得见。”

是的，我看得见。站在新宿舍，

我看得见四楼的风景；看得见阳光

斜斜地照在晾晒的被褥上；看得见

一扇窗子里容纳下的不仅仅是一片

树林，还有浩荡的长天以及远处高

楼拼成的地平线；看得见一个柔软

的灵魂在一次次离别中找回了坚定

与信心。

坐下来，歇一会儿，衣服已经干

了。夏天，汗水流得快，干得也快。而

夏天，正相当于人生的青春，汗水与

泪水有同样的盐分。

那一年，当我沿着泥泞的道路，骑着叮

叮当当的自行车，踏上三尺讲台的时候，我

19岁。慢慢地，脚下的路变成了水泥路，泥

坯房的校舍变成了砖瓦房，曾经年少的我

由青涩迈向了成熟；当水泥路变成了草沙

路，一幢幢高大漂亮的教学楼拔地而起，我

满头的青丝添了几根白发，脸庞平添了几

分沧桑。我依然耕耘在这三尺讲台上，静静

地在这儿守望着，在这“年年岁岁花相似，

岁岁年年人不同”的校园中幸福地守望着。

回想一届一届的学生、一年年的守望，

那是怎样痛并快乐的经历啊！那些细节、那

些经历在心底一层层沉淀，历久弥新。

初登讲台的我很稚嫩，面对那一群任

性和调皮的孩子，我垂头丧气；面对一些孩

子的过激行为，我火冒三丈；面对经过三番

五次说教、依然犯错的孩子，我气急败坏。

我迷惘，多少次一个人偷偷地哭泣，我困

惑，不知道我的教师生涯如何走下去？一位

老教师不经意地告诉我：“有时候，孩子的

成长就像蜗牛爬行一样缓慢。”这句话让我

似有所悟。而任小文老师的讲座《与学生同

成长》中的一句话——“教育是一种守望”，

深深地触动了我。于是，当孩子犯错时，“孩

子就是在不断犯错中成长的”这句话就会

出现在脑海里。于是，我变得宽容了、有耐

心了，能将心比心理解学生了。慢慢地，我

和孩子们的关系悄然改变了，我成了孩子

们的“知心姐姐”，而讲桌上时常悄悄摆放

着一颗糖、一朵花、一只纸鹤……有时甚至

是一个咬了一口的苹果。学生用他们特有

的方式表达着对老师的喜爱和感激。原来

当老师可以这样的温暖和幸福。

接到一个电话，邀请我当他的证婚人。

小园的身影浮现在我眼前。本该读初一因

留守读五年级的他告诉我，喜欢上了别班

的一个优秀女孩子，为此非常烦恼和苦闷。

我没有责怪、嘲笑他，而是告诉他这是每个

人成长都会经历的阶段，恭喜他进入了人

生的一个重要时期——青春期，并和他分

享顺利度过这一时期的一些方法。而小园

终于在一段时期后，走出了困境，学习、生

活恢复了正常。

早晨，行走在校园里，耳畔不时响起

“老师，您好”，我想，我是幸福的；我明白，

那简单的话语里承载着的是一份份纯洁的

感情。

毕业后的几个学生，欢聚在校园里。他

们找到我，像“叽叽喳喳”的小鸟快乐地畅

谈着他们璀璨的梦想。我静静地聆听着，我

想，我是幸福的。我知道，我是他们寻找幸

福的见证者。

逢年过节时，接到学生打来问候的电

话，看到学生发来祝福的语言。我想，我是幸

福的。因为，他们的记得就是我最大的收获。

桃花开了又谢，杨柳枯了又青。30年

前，我踏上三尺讲台，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

故事可以诉说，但守着这方“三尺土地”的

耕耘岁月，陪着孩子们成长，伴着他们欢

乐、流泪，看着他们成功、幸福，我感到孩子

们的幸福就是我的幸福，这种幸福无关荣

华富贵、无关名誉地位，这种幸福像花儿开

放一样，悄无声息，但却散发芬芳，在彼此

心田里珍藏，化作了生命中的一种永恒。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我明白教师要

怀揣教育理想，修炼一份淡然处世的情怀，

学会耐心地等待生命的成长，静听一个个

生命自由地绽放，做一个幸福的守望者。

成为一名乡村教师，对邹世洁而言，是一

件顺理成章的事情。

邹世洁的父亲邹登荣也是一名乡村教师，

从 1971 年任教到 2009 年退休，他大半辈子都

在同心小学所属的一碗水村小教书。在上个世

纪，一碗水村小师资匮乏，肢体残疾的邹登荣

担任全科教师，一个人带一个班，还是村小负

责人，负责村小的日常工作。在邹世洁的童年

记忆里，父亲在学校里忙完后，回到家还去田

地里干农活，晚上在煤油灯下伏案备课。邹世

洁同样记得，父亲时常被学生们簇拥在一起，

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即使身处偏远乡村，邹登荣所带班级成绩

一直位居全县前茅，把一个个农村孩子送出了

大山。1992年，邹登荣被评为“荣县教育先进工

作者”。父亲就是邹世洁心中的榜样，奠定了她

扎根农村的决心。1994年，邹世洁以优异的成

绩从荣县玉章师范学校毕业后，毅然放弃入城

工作的机会，来到了一碗水村小。一年后，因工

作出色，邹世洁被调往中心校同心小学教语

文。

同心小学和一碗水村小一样山高路远，校

园仅有几排砖混与土木瓦房，中间围了个泥地

当操场。就是在这里，邹世洁认识了同是教师

的丈夫。夫妻两人吃住在学校，条件艰苦，但邹

世洁觉得：“只要站上三尺讲台，看到学生一张

张朝气蓬勃的脸、一双双渴望知识的眼睛，我

就充满了干劲。”

初为人师，邹世洁回忆：“我才17岁，只比

讲台高一点。非常想把学生教好，但教学功底

还不够。”于是，她苦练语文教学基本功，熬夜

备课，研究课标，向父亲和同事学习请教。之

后，邹世洁继续进修，并积极反思各种教育教

学理论对于农村学校的适用性，采用情景化教

学提升学生的学习能力。

即使毕业已经多年，学生陈沿霖仍对邹世

洁轻松愉悦的语文课堂记忆犹深：“在上《掩耳

盗铃》一课时，邹老师买来一个铃铛，让我和另

外一位同学分别扮演房屋主人和小偷，模拟课

文中的情景。在同学们会意的笑声中，我们对

于‘掩耳盗铃’这个成语有了更深的领悟。”

已退休的老教师杨洪荣见证了邹世洁在

教学上的成长，也看到了她为学生倾注的责任

心，“她早上总是很早来，在办公室、教室都能

见到她一丝不苟的身影，对学生更是几十年如

一日的负责。”好几次下午放学，为了给学生讲

题，邹世洁错过了回城的班车。有时，邹世洁甚

至忘了自己的家，“我儿子说过几次，学生分走

了我对他的爱。”她笑着说。

对教学兢兢业业，对学生尽职尽责，邹世

洁教学成绩斐然。20多年来，虽然学校地处大

山，但她所带班级的语文成绩常常位居全县乡

镇学校前茅，有时甚至赶超县城学校。2011年，

邹世洁被评为自贡市首批“市级骨干教师”。

近年来，同心小学的办学条件越来越好，

教学楼等基础设施已与县城学校无异。但随着

城镇化的发展，一些同事陆续调往了县城的学

校，一些附近的村民也把孩子送去县城读书。

其实，邹世洁也不是没有机会离开，县城里的

学校不止一次向她发出邀约，但每次都被她婉

言谢绝。

作为“二代”乡村教师，邹世洁深知农村教

育的重要性，她想像父亲一样，一直扎根大山，

为孩子们点亮前路的灯。“留下来的大都是留

守儿童，教育对于他们来说太重要了，只要有

学生在，我就会一直留在这里。”

甚至在2010年时，同心小学鼓励业绩排名

全校前列的教师赴一碗水村小支教一年，校长

找到了邹世洁。“父亲和我都曾在一碗水工作，

现在那里的孩子需要我，我理应回去。”邹世洁

当即答应下来，义无反顾地向更深处的大山

“逆行”。

乡间的“野菊花”
——记荣县旭阳镇同心小学教师邹世洁

■ 李灿

从荣县县城出发，沿东川水逆流而上，路两边的青山越来越高。经过10余里路途后，

在野花摇曳的山谷中，“荣县旭阳镇同心小学”的校门跃入眼帘。20多年来，邹世洁一直在

这所学校教书。

沿着这条山路，一批又一批学生去到更广阔的世界，有的在高校继续深造，有的成为

了空军飞行员，有的本已安家县城，又把弟弟妹妹送回来读书。而邹世洁，就像山谷里的野

菊花，春来秋去，把自己的根深深地扎在了大山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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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有学生在，我就会一直留在这里”

“把责任与爱的花朵种在孩子们心田”

最近，邹世洁收到了学生陈沿霖发来的微

信——“邹老师，我小学毕业已有12年，刚刚在

其他老师发的照片中见到您，既亲切也心酸，

看着就想到了当初您给我们上课的样子，但您

也苍老了不少。”

同心小学的学生大都来自周边农村，学生

父母的文化程度普遍不高，还有部分学生是留

守儿童，爷爷奶奶对孙辈的引导有限，很多学

生自信心不足。陈沿霖先前就是这样一位学

生。

陈沿霖读四年级时，邹世洁接手了他们

班，那时的他性格内向、缺乏自信。邹世洁主动

找他聊天，在课堂上鼓励他回答问题，批改作

业时，会用红笔在作业后画几个“小苹果”。“邹

老师还时常用卡纸剪成的‘苹果’给我和同学

们作为奖励，这些‘苹果’一直贴在我老家的墙

上。”陈沿霖的字和棋艺不错，邹世洁就鼓励他

组织同学一起制办黑板报，让他代表班上在学

校参加棋艺比赛。

“每当我获得一点小小的进步，我就能看

到邹老师向我投来慈爱又欣慰的目光。我能感

受到，她真的就像母亲一样为我而开心。”陈沿

霖说。

如今，陈沿霖已经走出大山，在华中师范

大学读研，立志成为一名历史老师。他跟笔者

讲：“求学之路走得越远，去到越来越多的学校

读书，对邹老师的感激越深。曾经，她赋予了我

善良与坚定。未来，我想像她那样视生如子，去

鼓励、关爱、影响下一代学生。”

对其他学生，邹世洁也是如此，她从不以

成绩评判学生，善于发现并放大学生的闪光

点。有学生主动打扫了班级卫生，或是在作文

中提到帮大人做了农活，她都会在班上点名表

扬。有的学生性格调皮但乒乓球技艺高超，邹

世洁会让他带领同学们打乒乓球，引导他从自

己擅长的领域学习负责与专注。

邹世洁对学生知之甚深，对学生的家庭情

况也谙熟于心，她时常通过电话、家访与学生

家长交流沟通。有些学生的父母在外打工，有

的甚至几年才回家一次，邹世洁经常与他们通

话交流孩子的近期情况，叮嘱他们要更加关心

家里的孩子与老人。还有些学生家境贫寒，邹

世洁就会跟他们讲“知识改变命运”，自费为他

们家里送去大米、文具等。

邹世洁的付出，学生与家长们看在眼里、

记在心里。“邹老师，您抬头看看蓝天，我飞出

了大山，成为了一名空军飞行员。”“邹老师，多

亏高考后您指导我填报公费师范生，现在我大

学毕业回到自贡，和您一样成为了乡村教师。”

“邹老师，小杨的小学六年辛苦您了，刚刚中考

成绩公布，他考上了理想的高中。”每次收到学

生与家长的“报喜”，邹世洁总会高兴好一阵

子。

翻开2002年的教学日记，邹世洁写过这样

一段话：“金秋时节，我又来到学校后面的山坡

上，看见一朵朵野菊花在秋风中开得灿烂，这

生命力旺盛的花儿多么像乡村教师。我要带着

为人师的幸福和自豪，把责任与爱的花朵种在

孩子们心田。”

邹世洁与学生合影 。（李灿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