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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处贵州贫困山区的果宝小学， 破解了城乡教育不均衡的魔咒———

一所农村校凭什么能逆袭
■本报记者 梁杰

手 记

特立独行的朱光俊
个头不高，其貌不扬，酒糟鼻又大又红，

初次见到朱光俊， 感觉他充其量就是位有点
文化的农民。

57岁的朱光俊， 是个外表看起来比较强
悍的老头，做事雷厉风行，敢想敢做敢担当，
不达目的绝不罢休。 2008年为了加盖学校教
学楼，有人告他是违章建筑，把他送进拘留所
关了13天，他没有因此而一蹶不振，反而愈挫
愈勇，“我没有办过对不起孩子、 对不起乡亲
们的事，我怕啥？”他也因此被老师们称作“朱
大胆”。

在爱人宋先菊老师眼里，他是个“为了办
学校可以连家都不要的疯子”。 为了建学校，
他把家里的老宅、自家住的两层楼先后卖掉，
全家搬进学校住。为了发展学校，他卖掉母亲
的棺木，拿出女儿的聘礼填补学校急需。

在老师们眼里，他是个真正以校为家、事
必躬亲的校长，凡事都亲历亲为，学校的每笔
资金怎么花，工程建设材料多少钱，每一笔钱
他都要过问，每一道工序他都要监督。而且他
还很专业，钢筋够不够粗，水泥是否达标，都
逃不过他的“法眼”。

老师们对他是又敬又怕， 哪位老师有了
难处，他会施以援手倾力相助，哪位老师做出
了成绩， 他也会不分先来后到， 该奖励的奖
励，该提拔的提拔，绝不埋没任何人才。 他脾
气不太好，谁侵犯了学生利益，谁违反了学校
制度，他会六亲不认，严厉批评，不留情面。

他外表看上去强悍，但内心却十分柔软，
听说记者为了赶路没有来得及吃午饭， 他心
疼得眼眶泛红；听老师们聊学校说到动情处，
他也会在旁边情不自禁地流泪。

他是位十分抠门的人，为了省钱，十年前
他就拒绝参加课本统购， 自己联系新华书店
购买课本。为了能买到物美价廉的食材，他不
参加县里统购，自己派老师去选购大米、食用
油、猪肉。他要少花钱、多办事、办好事，“省下
来的钱能多聘几个食堂师傅，多招几个保安，
能解决更多孩子的上学、吃饭问题。 ”也因他
经常不按常规出牌， 他在许多领导眼里是个
不听话的“刺头”。

他又是个慷慨的人， 学生因家庭贫困不
能继续学业， 他会毫不犹豫自掏腰包帮助他
们圆梦。 十多年来，他自掏腰包10多万元，先
后资助过14个学生继续读高中、念大学。为了
学校能留住人才，他从不吝啬钱，挤出资金为
特岗教师解决两地分居，为他们举办婚礼。

他被誉为“三本校长”。 在果宝小学，“以
生为本、以师为本、以民为本”不是句口号，而
是刻在校长心中， 落实在学校的每项规章制
度、日常管理中。 在这里，校长特立独行地实
践他的教育理想，老师们全身心地投入工作，
孩子们得到温馨有爱的教育， 学校各方面迅
速发展， 不断创造着乡村教育的神话。

“大山里的城市学校”

从北京赶最早的航班到贵阳， 下了
飞机立刻换乘大巴车， 经过10个多小
时的颠簸， 记者来到果宝小学时已是晚
上11点多了。

次日清晨6点不到， 记者被嘹亮的
起床号叫醒， 天还没亮， 借着校园的路
灯， 看到学生们陆陆续续跑出宿舍楼，
准备出早操。

天放亮了， 校园里传来朗朗的读书
声。 记者随校长朱光俊参观学校， 大概
4万多平方米的校园简朴整洁， 看不到
任何垃圾， 校园中央矗立着一座孔子
像， 下面镌刻着“以生为本、 以师为
本、 以民为本” 12个金色大字。

“我们是九年一贯制的公办学校，
1997年建第一栋教师宿舍楼，当时乡里
出了6万元，学校拿了一万多元。 这是学
生活动场地，这是游泳池、旱冰场、洗澡
房……”游泳池其实是个喷泉蓄水池，到
了夏天就成了孩子们游泳的乐园。 篮球
场、 乒乓球台、 水泥操场， 虽然十分简
单， 但应有尽有， 甚至还有烘干房、 空
气能热水设备等。 “城里孩子有的我们
这里都有。” 朱光俊自豪地说。

来到果宝小学的第四天， 正赶上学
校召开一年两次的家长会。 上午11点
多， 校门口停满了大大小小各种车辆，
小贩们叫卖着各种小商品， 比赶大集还

热闹。 邓均老师介绍说： “我们被称为
‘大山里的城市学校’， 远道而来的家长有
贵阳、 昆明的， 还有从上海赶来的。 贵阳
来的学生就有100多个， 许多家庭把几个
孩子都送到了我们学校。”

“今天来了大概800多位家长， 家长
会要持续24小时。” 朱光俊说。 午饭时，
记者看到排队等候打饭的队伍竟排了几百
米长， 家长们随着孩子一边排队一边聊着
天。 “家长都是免费用餐， 他们今天不仅
要陪孩子吃饭， 还要陪读、 陪睡。”

晚上8点钟，记者随朱光俊检查晚自习，
正遇上一位贵阳来的家长罗德海，他把三个
孩子都送到这里读书。“原来孩子们在贵阳
上学时整天泡网吧，听说这里管得严，孩子
也没地方上网，今年就把孩子都送来了。”罗
德海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说，“今天跟班主
任聊了，孩子们各方面都很稳定，成绩也上
来了，孩子放在这里我们可放心了。 ”

8年级4班有个女孩叫桂橙， 家在云
南西双版纳， 家长听亲戚说果宝小学不
错， 7年级时就把她送到这里。 由于桂橙
从小在热带气候中长大， 不适应这里冬天
的湿冷， 读了一学期就要求回去。 “回家
读了一学期， 感觉还是这里的老师教得
好， 学校管理好， 总之特想回来， 昨天刚
到学校。” 桂橙腼腆地笑着说： “这回是
我自己想来的， 绝不再反悔了。”

“以校为家”

“老朱是个为了学校连家都可
以不要的人。” 在爱人宋先菊的眼
中， 朱光俊是个“办教育疯狂的
人”。 为了筹款建校， 他可以卖掉
房产甚至母亲的棺木。

2006年至2008年间，正是果宝
小学创办初中、 扩建学校需要用钱
的几年。为了给教师宿舍买钢筋，朱
光俊把家里的老房子卖了1.2万元，
后来老师们都搬进了教师宿舍，朱
光俊也住进了学校， 他又把自己
1995年盖的两间房卖掉，贴补到学
校建设中。 2008年为了加盖学校教
学楼，有人告他是违章建筑，把他送
进拘留所关了13天，不得已，他自
己花钱拆房子， 还把女儿的聘礼拿
出来给工人发工资。“老朱就是这么
个人， 为了建学校连命都可以搭进
去。 ”宋先菊边说边流泪。

在这个地处贫困山区的村小，
钱是困扰学校发展的大难题。 朱光
俊一年到头四分之一的时间都在到
处筹钱， 跑县、 市教育局， 跑信用
社、 农行， 为了学校建设， 他和老
师们曾经先后从乡信用社、 县农行
贷款276万元。 那些年他做梦都在
想还贷的事， 直到去年县教育局为
他还了186万元贷款， 果宝小学的
发展才进入了良性循环。

每一笔钱怎么花， 朱光俊锱铢
必较， 他要让来之不易的每笔资金
用在刀刃上。 买建材多少钱， 钢筋
够不够粗， 水泥是否达标， 每一笔
钱他都要过问， 每一道工序他都要
监督。 目前果宝小学正在建两栋学
生宿舍楼、 一座教师宿舍楼， 工程
款还差多少？ 工程进展如何？ 有没
有质量问题？ 一有空， 朱光俊就要
去工地看看。

为了少花钱、 多办事， 朱光俊拒
绝参加课本统购， 不参加县里的食材
统购， 一分钱掰成两瓣花。 但掏自家
腰包帮扶贫困孩子却十分慷概。 “是
朱校长改变了我的命运。 没有朱校
长， 没有果宝小学， 就没有我的今
天。” 大方县文阁小学的谢薇老师是
果宝小学第一届初中毕业生， 2006
年考取毕节学院艺术系。 “家里没钱
供我继续上学。 朱校长亲自到我家说
服父母， 并自掏腰包供我继续读书。”
5年的大学期间， 朱光俊资助了她多
少钱已经记不清了， “记得第一笔
3500元的学费和生活费是朱校长给
的， 还每月给我生活费， 一直供到我
大学毕业。”

“得到朱校长资助的不只我一个，
我们那一届就有3个。” 谢薇说， “现
在我们都已经长大成人了， 我也成为
了一名光荣的人民教师， 我要像朱校
长那样关心爱护我的学生， 像他那样
做一个对学生充满爱心、 对教育事业
充满激情的人。”

“如今有些好学校追求升学率，
把弱势的农村孩子拒之门外， 尤其是
孤儿、 贫困家庭的孩子更是受到冷
落。” 朱光俊十分感概， “我们学校
不能这样做， 对这些孩子更要敞开大
门， 无条件接收他们， 尽量为他们寻
求各种资助， 让他们能安心顺利地完
成9年义务教育。”

“我们学校先后资助过800多位
孤儿、 单亲、 贫困家庭的孩子， 现有
这样的在校生400多人， 周边十里八
乡的百姓都愿意把这些孩子送到我这
里来。” 朱光俊说， “我知道我个人
的力量还很单薄， 真希望越来越多学
校能敞开大门， 让他们享受到真正平
等的优质教育。”

“以民为本”

在从贵阳到大方的车上， 听说
记者要去果宝小学， 司机很热情地
说： “在我们这里老朱是名人， 没
有人不认识他。”

在果宝小学所在的以朵村， 朱
光俊更是老百姓心目中的贴心人、
撑腰人。 提起他， 村民们赞不绝
口。 “朱校长不仅学校办得好， 对
村里老百姓也特别好。 我们村里的
水泥路、 路边的电灯都是朱校长出
资修建的。” 村民王祖达说， “有
一年乡里有人用假化肥坑害百姓，
朱校长出面帮我们打官司， 要回了
钱。” “今年过年前， 朱校长带着
学校老师到村里看望85岁以上老
人， 给他们送去大米、 食用油。”
“我们村里的孤儿、 家庭贫困的孩
子朱校长都无条件接收， 还为他们
找到资助。”

“朱校长对村里的贫困家庭关
心到位， 经常雪中送炭。” 村民彭
晓梅说， “我家有3个孩子， 还收
养了亲戚家的一个孤儿， 人多地
少， 又没有其他经济来源， 在村里
我家是最困难的， 没有钱盖房， 一
家人就住在村中废弃的学校里。 朱
校长家访时了解到我家的情况后，
免除了孩子们的生活费， 还把我家
老公招进学校食堂为孩子们做饭。
朱校长就是我家的大恩人。” 彭晓
梅边说边擦眼泪。

朱光俊出生在以朵村， 从小就

生活在这里， 对这方水土充满了热
爱， 对父老乡亲更是倾注无比深情，
先后放弃了几次调动工作的机会。
1992年以后， 他经常被抽调到毕节
做“普九” 工作， 发现以朵村所在
的牛场乡从1975年以来， 只有两名
初中毕业生考上县示范高中。 每年
考上牛场乡初中的150多名学生只有
30%能够读到初中毕业， 70%的学生
都中途辍学或外出打工。 朱光俊心
急如焚， “作为家乡培养出来的教
师， 愧对家乡父老啊。” 他发誓要通
过自己的努力为家乡培养出更多的
高中生。

2003年9月1日， 已经出任果宝
小学掌门人的朱光俊带着一个苗族学
生去大方县某实验学校， 这个学生当
年考了140分， 按照政策可以照顾5
分， 但由于错过了加分的时间， 孩子
与实验学校失之交臂， 朱光俊感到十
分可惜， 他决定自己办初中。 那年，
他把这个孩子以及愿意留在本校就读
的30多名学生召集到门下， 开始了
初一的教学。 2006年， 学校有了首
届初中毕业生， 两名考上了县示范高
中、 两名考上毕节学院大专， 第二年
考上5个， 第三年考上10个， 现在每
年都有20多个初中毕业生考上大方
县示范高中。 从2006年开始， 朱光
俊又制定了“十年树百人计划”， 从
2006年到2016十年间， 他要为家乡
培养出100位大学生。

“以师为本”

陈飞是特岗教师， 2009年来到果
宝小学， 目前教初三两个班的化学课。

“我们在学校住宿、 吃饭、 用水、
用电全部免费， 每月3000多元的工资
基本不用动，我都几个月没查自己的工
资卡了。 ”陈飞刚结婚不久，新房面积不
大但很温馨， 两间套房加一个厨房，客
厅里，两组红色沙发中间是一张红色的
餐桌，墙上贴着一对大红喜字。

“我先生也在这里教书，他家在六盘
水市，去年刚从那边的学校调过来的。 ”
陈飞说，“为了他的调动， 朱校长可没少
操心，到处找人，还补贴我们5000元。 ”
“去年我们在学校举办的婚礼，学校把这
套最好的房间分给了我们， 还奖励了
8000元办婚礼。 校长在婚礼上宣布，下
一对在本校教书的老师结婚还要提高奖
励力度，每对奖励一万元。 ”

在很多山区学校， “特岗教师留不
住” 成为校长头疼的事， 但来到果宝小
学的特岗教师基本都留下来了， 56位
特岗教师占了全校教师总数的80%， 特
岗教师已成为这所农村学校快速发展的
重要支柱。

“要想留住老师， 先要给他们一个
安稳的家， 解决他们的生活问题。” 朱
光俊说， “我们1997年开始筹集资金
为老师建宿舍楼， 去年建了第四栋宿舍
楼， 目前全校一百多名教职员工全都住
在学校里。”

“特岗老师一般都离家很远， 为了
让老师们能经常回家看望父母， 学校每

学期都有专门的交通补贴， 有的老师贷款
买车， 学校还一次性赞助2万元， 目前我
们学校已经有9位老师买了自己的车。” 学
校资助办主任陈永焮说， “最让我们感动
的是， 学校领导每年春节前都要到老师家
里去拜年。”

“今年春节前， 朱校长他们扛着一箱
苹果， 带着300元慰问金， 风尘仆仆到我
家给我父母拜年。” 英语教师刘翠说，
“朱校长在家门口当着村里人的面给我父
母念慰问信， 感谢他们为果宝小学培养了
这么好的人才， 让我爸妈很感动， 让街坊
邻居很羡慕 。” 刘翠的眼神满是感激 ，
“有的老师家在遵义市， 离这里有上千里
路， 校长们不辞辛苦都要一一拜到， 让我
们的家人既感动又觉得不可思议。”

除了待遇留人、 感情留人， 果宝小学
更重视特岗教师的事业发展， 为他们搭建
平台， 提供施展才华的机会。 “在这里，
只要你想干事， 就能干事， 而且能干成
事， 每一个老师都是人才 。” 刘翠说，
“许多学校的年轻老师会觉得英雄无用武
之地， 但朱校长任人为贤， 不会埋没任何
一位人才。” 刚来一年多的刘翠， 除了担
任一个班的班主任、 两个班的英语教学
外， 还负责学校的教工会主席工作， 感觉
压力不小。 “虽然累一些， 但很锻炼自己
的能力， 也很有成就感。 这里虽然比不上
城里学校条件好， 但在这里做老师很单
纯、 很开心、 没有干扰， 可以一门心思放
在教育教学上， 付出与回报是成正比的。”
刘翠开心地说。

“以生为本”

早上7点， 记者和孩子们在食堂吃
早餐， 馒头和绿豆粥， 孩子们吃得津津
有味。 “我们每天的早餐都不一样。”
“昨天吃的面条。” “每周四还有蛋糕
吃。” 孩子们争着告诉记者。

餐厅的白板上写着： 今日菜谱：
豇豆炒肉、 富瓜、 酸汤。 “这是今天
中午的菜谱。 晚上也是两菜一汤， 主
食随便吃。” 负责食堂采买的尹顶贤老
师说。

“食堂是今年9月刚刚启用的。 原来
的简易食堂改成了学生宿舍。 一层是小
学生用餐， 二层是初中生用餐。” 操作
间里， 朱光俊指着崭新的不锈钢操作台
介绍说， “这是我们花一万多元从县城
买的最好的灶具。” “这是高温消毒柜，
这是烤箱， 这是冷库。” “为了保证猪
肉新鲜， 我们购置了两个冷库， 一、 二
层各一间。 我们就是要做到最好， 保证
学生用餐安全， 万无一失。”

食堂门外停着一辆带有密封车厢的
轻型卡车， “这是我们为食堂专门配备
的采购车。 我们的食堂设备不仅一流，
食材也是最好、 最新鲜的。” 朱光俊说，
“每周我们要到县城采购三次， 每次都
要有三人同时去， 一位是专门负责采买
记账的老师， 一位是食堂的师傅、 一位

是司机兼采购。” “为保证新鲜， 我们每
次都满县城挑选最好的蔬菜、 大米、 食用
油， 从村民手中直接购买活猪， 每周杀6
头猪， 孩子们每天都能吃到最新鲜、 最好
的猪肉。”

初冬时节， 细雨飘飘， 又湿又冷。 在
校园一角的男浴室、 女浴室旁边， 记者注
意到有一个“烘干房”， “山区雨多， 经
常十天半个月见不着太阳， 孩子们洗的衣
服很难干， 学校1840多学生， 住宿学生
达到1200多人， 许多贫困家庭的孩子常
年就一身衣服， 没有换洗的衣服， 我们就
建了这个简易烘干房， 保证孩子们的衣服
当天就能干。” 朱光俊说。

学校的东北角是教师周转房， “去年
刚建好的， 因为孩子们住得十分拥挤， 就
先给学生住了。” 宿舍里有些拥挤， 但十
分整洁， 每个学生的被套、 褥套、 枕套都
是一样的。 朱光俊摇着结实的钢管上下床
的床架说： “这都是最好的床， 床上的
‘三件套’ 是学校为学生免费置办的。”

“在我们学校， 学生永远是第一位的，
吃饭让学生先吃， 就连上厕所都要学生优
先。” 副校长陈飞说， “孩子们在这里学
得好、 吃得香、 睡得香， 洗澡随便洗， 洗
衣还有热水， 有小病还有小医务室， 我们
都很羡慕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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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间， 学生从200多到如今的1840多， 每年还在以200多
人的速度增长， 吸引十里八乡乃至大城市的孩子远道而来……
一所贫困山区的偏僻村小， 靠什么让家长千里迢迢把孩子送来
上学？ 靠什么让特岗教师甘心乐意地留下来任教？ 初冬时节，
记者长途跋涉来到这所大山深处的村小———贵州省毕节市大方
县牛场乡果宝小学， 一探究竟。

发
誓
要
为
家
乡
培
养
出
更
多
的
高
中
生

和同事们谈起学校的未来，朱光俊（左二）开怀大笑。
本报记者 梁杰 摄

肖东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