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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年后，回忆起第一天到校，何义
稳清晰地记得，老校长郭俊义见他没
哭，问：“你为什么没哭呢？”

一句话心酸地道出了梁家川小学曾
经的痛处——因为地处偏远、条件艰苦，
已经不知道多少年没有来过年轻老师了。

从湖北省十堰市郧西县县城驱车向
西，两小时后到达六郎集镇，周围开始出
现连绵的山。再走将近一小时，梁家川
小学就显露在雨后雾气浓重的山顶。这
是一所不完全小学，辐射周围3个村，从
学前班到四年级共83名学生。

当时的何义稳或许无法想见，短短5
年后的今天，梁家川小学的7名老师有6
名是90后，他们年纪最大的出生于1990
年，最小的出生于1994年。而这个年轻
的群体，把这所学校的面貌彻底改变了。

他们共同守护着大山里的孩子，也
与孩子们一同成长。

“只有把年轻老师留住，这
所大山里的学校才有希望”

2013 年秋季开学的前一天，梁家
川小学迎来了几十年来的第一批年轻
老师。

送何义稳和另外两名老师去学校
的车，是时任六郎乡中心学校党总支书
记明金波专门借的。因为担心条件不
好，怕老师当场就走，明金波坚持开车
送何义稳和另外两名老师过来。

车向着大山深处开了一个多小
时。虽然做足了心理准备，但刚一下
车，两名女老师还是忍不住哭了。

当时，“全面改薄”项目正在进程中，
呈现在他们面前的，与其说是一所学校，
更像是一个尚处雏形阶段的工地。

暑假刚刚翻修好的几间平房就是
教室，走出教室，外面是泥巴地，何义稳
连路都走不稳。学校不通水，没有厕
所，没有手机信号。刚工作那些日子，
家就在六郎乡的何义稳四五天都没能
跟家里联系上，把父母急坏了，特意托
一位亲戚跑到学校来找他。

次年，还没等到“全面改薄”项目把
教室都建好，与何义稳一起来的两名老
师就相继申请调去了其他学校，提前告
别了白天在教室前面上课、晚上在教室
后面铺床睡觉的日子。但何义稳坚持
了下来。

所以，当 2015 年老校长郭俊义因
病去世后，中心校领导来梁家川小学确
定新校长人选时，临危受命的何义稳并
没有退缩。虽然，当时在很多人的心中
都有这样的疑问和念头：一个 1991 年
出生的小伙子，能担起校长的担子吗？

“先试试吧，不行再换。”
“只有把年轻老师留住，大山里的

学校才有希望。”何义稳说。而此前他
也一直在反思，为什么学校这么多年没
有年轻人愿意来，为什么年轻老师来了
又走？

何义稳下了自己的判断：最基本的
措施是改善硬件环境。

网络，是何义稳最先着手解决的问题。
由于信号不好，老师在这里与外界

信息不通，向中心校交的材料，都需要
亲自去送。何义稳记得，有一次去中心
校交表格，因为要与郭校长沟通修改的
细节，何义稳来回跑了三趟，花了大半
天时间。

老师们曾自费购买无线网卡，学校
信号最好的地方是厕所，于是，老师搬
着桌子去厕所收发邮件，成了校园一
景。那时，学生的课余活动也仅限于打
球和做操。

何义稳向中心校写申请，2015年8
月，梁家川小学成为全村第一个通网的
学校。何义稳又买来路由器，学校通了
无线网。

随后两年，学校陆续又来了几位年轻
老师。2016年学校微信公众号开通。他
们努力拓展的曝光度，带来的直接回报
是学校得到更多的关注，社会捐助也接
踵而来。

学校有了空调、图书角、打印机，老
师有了办公桌椅、电脑，漏水的屋顶也
被修缮一新。晚上，孩子们伴着播放睡
前故事的广播入眠。今年3月开始，梁
家川小学的孩子们还能通过远程视频，
接受纯正的英语口语课程。

2013 年年初，明金波第一次来到
梁家川小学时，50 多岁的陈世林正在
收拾房顶的瓦片，一个黝黑的高个老头
儿在下面扶着木梯。这个老头儿就是
郭俊义。

“这种事让年轻人来干吧。”明金波说。
郭俊义嘿嘿笑了两声：“他才五十过

一点儿，目前是我们学校最年轻的老师。”
明金波临走时，郭俊义喃喃道：“如

果领导真的抬爱我们，就给我们分两个
年轻教师来，学校没有活力。”

郭俊义没有亲眼见证的是，年轻老
师不仅来了，还把学校当成了家。

“未成家先当妈”

5 月 24 日是学前班的柯思语 4 岁
的生日。晚上7点半，忙碌了一天的王
珊珊终于得空，把礼物送给了她。她准
备了紫色小熊和黑白小狗的玩偶，柯思
语挑了小熊。

王珊珊猜对了——“我就知道思语
喜欢这个。亲老师一个，好闺女。”王珊
珊把柯思语抱起来放在腿上，两人用美
图秀秀自拍，拍了几次，满意后，王珊珊
把照片发给了柯思语的妈妈。

2014 年，甘肃张掖姑娘王珊珊从
汉江师范学院毕业，留在了郧西。

王珊珊从来没有见过这么高、这么
深的大山，也没走过这么崎岖的山路。
第一天报到，因为路陡，原本晕车的王
珊珊坐在皮卡的后座晃来晃去，“吓得
都没有晕车”。

车停了。她以为眼前插着红旗的二
层民居就是学校，但何义稳手指向不远
处的平房。“学校不应该起码是两层吗？”
王珊珊真切地体会到了心理落差。

“挺好的，放心吧。”她还是对父母说。
还是放不下心，当过兵的父亲来了

次突击检查。他去成都出差后转道十
堰，又坐车到郧西，在郧西汽车站碰见

人就一个个地问：“梁家川小学你们知
道吗？”人们都说不知道。他心里凉了
半截。直到到了镇上，才有人知道六郎
乡和学校。

父亲给王珊珊拎了好多她爱吃的
苹果。学校还在施工，到处零零乱乱。
看到学生用的还是已经被淘汰的黑色
桌椅，父亲心情复杂。临走，父亲给她
两个选择：第一立马跟他走，第二硬着
头皮干下去。

好强的王珊珊留了下来。“这是一件
正确的事，心里认定的事就要做好。”

这样的信念，共同支撑着梁家川小
学的老师们走过一个又一个日夜。

汪苹是从网上知道的梁家川小学，
“当时觉得这群老师很伟大。如果我也
能去，应该能学会不少东西。慢慢地，
这种感觉越来越强烈。”

不久后的2017年8月，汪苹与闻先
磊、吴艳一起成了梁家川小学的新老师。

外出学习时，听说汪苹是梁家川小
学的老师，其他人都会“唰”地向她投来
关注的目光。但汪苹不敢多说话，“因
为自己刚来，还有很多不知道，怕做得
不够好，给这个群体丢脸”。

出生于1994年的汪苹是梁家川小
学老师中年龄最小的一位。刚开始，学
生对上学有抵触情绪，被送来时一直扒
在校门的栏杆上不愿进学校。汪苹就
把学生抱下来，一个抱在怀里，一个放
在腿上，一直哄到不哭了为止。

入学不久，学前班的贾礼丽经常尿
裤子，那时候汪苹对学校工作还不熟
悉，睡得晚。于是，每晚 11 点多，汪苹
都会叫她起床上厕所。一个月后，改掉
了她尿床的习惯。“那个时候觉得自己
就像她的小妈妈一样。”

每周二的晚餐孩子们都会吃水煮
蛋，蛋被小心吃光，蛋壳完整地保留下
来。在蛋壳上，孩子们用铅笔勾轮廓，用
彩笔涂上颜色。去年冬天，一年级教室
外摆满了这样的作品——那是孩子们送
给汪苹的礼物。有的蛋壳上还歪歪扭扭
写着汪苹的名字。“我从来没有跟他们说
过我叫什么名字，他们说是从我课本上
看到的，那一刻真的很感动。”

一年来，汪苹看着孩子们一点点长
高，变得更懂事。而她也从未想象，现

在的自己竟然可以花一个小时，给孩子
反复讲解一件简单的小事。

远离喧闹的大山，正磨砺着这群年
轻人的心智。

中午，学生们排队走进食堂吃饭。
王珊珊站在门口，提醒孩子慢点吃。“这
两个娃一开始碗都不会用。”“这个爱撒
娇卖萌，那个头发自来卷。”

“我们这是未成家先当了妈。”说这
话时王珊珊笑了笑。

“不要叫我何校长”

去年，吴艳刚到校时，称呼何义稳
为“何校长”。何义稳纠正她：“不要叫
我何校长，叫我何老师就行。”

平等、有事大家一起商量一起干的
氛围，把这群年轻老师凝聚了起来。

随着“全面改薄”项目的实施，教室
翻修好了，泥巴路变成了水泥路，大通
铺没有了，课桌椅、餐桌椅、体育器材全
部换新。望着硬件条件得到改善的校
园，何义稳觉得还缺点什么。

他骑车从附近其他学校“化缘”来
桂花树、香樟树、太阳花。山区土层薄，
老师们用推车从外面把土一车车运
来。太阳花是一丛丛长的，老师们把根
择开再分株栽上。后来，老师们又从网
上买来三叶草的种子、红叶石楠、月季
花，学校的颜色不再单调。

一开始，陈世林从自家院子里拿来
几株爬山虎幼苗，仅有手掌长度，如今
已爬满一整面墙。

宿舍的屋顶上五颜六色的星星、月
亮，窗户上的窗花，蚊香盒旁手工折的
花，镜子围了一圈绿色的“小草”⋯⋯老
师带着孩子做的手工，也贴满了学校的
各个角落。

走进梁家川小学，进门花坛的栏
杆、教室门上插满了小的塑料风车。王
珊珊告诉记者，一次，有学生提出，自己
出去玩的时候见过好多风车，也想要风
车。老师们商量，纸风车会被雨水打
湿，于是从网上花100多元买来300个
塑料风车，由学生插在校园角落。

去年学校开放日，陈支慧和陈杰的
姥姥郭清梅在学校食堂吃到了土豆炖鸡
肉、炒包菜、炒蘑菇和西红柿鸡蛋汤。

郭清梅说，上学后，两个孩子更懂
礼貌、更讲卫生，胆子也变大了。“孩子
在学校比在家照顾得还好。”

为等这句话，梁家川小学的老师们
用了5年。

5 年前，何义稳刚到校时，家校关
系非常紧张。因为双方缺少沟通，学校
不理解家长，家长不理解学校。

改变从一场历时两小时的谈话开始。
2014 年 4 月，中午午休，何义稳骑

车十几里路看望自己班上生病的学
生。学生家长不但没有欢迎，反而态度
非常不好。何义稳听他说完，说：“我们
坐下慢慢聊。”随后，何义稳用了两个小
时，家长的态度才慢慢转变。

这件事后，何义稳认识到，沟通是
家校关系的桥梁。

老师们开始利用周末时间家访，主
动走进孩子的家庭，聊在校表现，拉家
常。山区村民大多住得分散，最远的走
路两个小时，一来一回，往往花费大半
天时间。

也是通过家访，老师们才了解了学
生家庭的真实情况。

“好多孩子在学校里面还算轻松，周
末回家反而比在学校更累。”在家访的路
上，何义稳有次看到一个学生背着书包，
一边放牛，一边趴在石头上写作业。“他
在学校作业都写得工工整整，回家就写
得很潦草。以前老师都不理解，还批评
他。”何义稳说，“光待在学校很难了解孩
子真实的家庭情况。”

冰是一点点融掉的，“一开始刚毕
业，在心理上抵触跟家长打交道，现在，
跟家长打成一片。手机出问题或者打
印，他们都到学校来，像是自家亲人一
样。”何义稳说。

“孩子的眼睛里有了光”

梁家川小学的一天从早上6点开始。
夏天，值周的老师把空调打开给宿

舍降温。
6 点 20 分，未等起床铃响，宿舍里

就开始忙乱起来。孩子们穿衣服，叠被
子，井然有序。洗完脸，三四年级的女
生先给自己扎辫子，再帮年纪小的扎。

山区的孩子，在纯真之外，已早早
地懂得照顾自己。

59 岁的陈世林是在上世纪 80 年
代来到梁家川小学任教的。何义稳到
校时，陈世林是学校当时最年轻的老

师。谈起近几年学校最大的变化，陈世
林说，年轻老师带来了网络教学和音
乐，校园环境和文化生活一下子丰富起
来。“以前孩子跟老师总有距离感，现在
孩子们是在玩中学，学中玩，没有严格
的师生界限。”

王珊珊记得，刚到校时，孩子们不
会讲普通话，卫生习惯差，最重要的是，
孩子的眼睛里没有光。

慢慢地，孩子愿意跟这群年轻老师
亲近、倾诉。学生会把家里的苦恼、渴
望得到关注的心情写在信中交给闻先
磊，每一封信闻先磊都会回复。

去年，杨静胳膊受伤有 20 多天没
在学校。到校时正是下午的课外活动
时间。“杨老师！杨老师！”所有学生涌
到校门口迎接她。汪苹记得，每次假期
回来，都有孩子扑到她身上问“老师你
去哪儿了”。

何义稳生日时曾收到学生的一份
礼物，他打开包装，是一元、一角、五角
的钱，一共10元。何义稳不要，把学生
急哭了，从身上摘下护身符，并把一张
小纸条塞给何义稳：“我从小爸爸不要
我，你就像我的爸爸一样照顾我。”

“与孩子们在一起，感动之外，还多
了一份心疼，他们承受了这个年纪不该
承受的事。”王珊珊说。

虽然私下里与学生打成一片，但课
堂上的王珊珊相对严肃，并有自己的课
堂规则。

王珊珊的课堂上气氛积极，不少坐
在后排的学生因为太想回答问题，举手
时急切得都要站起来了——他们瞄准
了王珊珊手里的加分卡片。王珊珊说，
因为还是低年级，这种激励方法重在引
导孩子的课堂兴趣。相应地，还有批评
警告的黄色卡片。

孩子是老师的一面镜子。走进学
校，孩子会主动跟你打招呼。餐厅里，大
孩子先帮小孩子打饭然后自己才吃——

“以大带小”、相互促进是梁家川小学的
特色。多个细节一遍遍确认着，这所山
区小学的孩子们，“眼睛里有了光”。

“孩子在学校里都是开朗的、开心
的，这就足够了。”何义稳说。

老师给学生传递了什么？王珊珊
认为，是习惯、心态、视野。

这群年轻人让孩子们感受到温
暖，也让他们知道，大山外有郧西
县，郧西县外有十堰，十堰外还有更
广阔的世界。

在湖北省郧西县大山深处的梁家川小学在湖北省郧西县大山深处的梁家川小学，，77名教师有名教师有66名是名是9090后后————

改变山村校面貌的改变山村校面貌的9090后教师后教师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王家源王家源

出生于出生于19911991年的校长何义稳年的校长何义稳 （（中中）） 带着孩子们打篮球带着孩子们打篮球。。

梁家川小
学的老师合影，
左起闻先磊、胡
列琴（实习）、杨
静、吴艳、陈世
林、王珊珊、汪
苹、何义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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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

家门口有所“好学校”——湖北省襄阳四中义教部研学旅行活动剪影

2018 年 6 月 17 日端午小长假，中
央电视台一天之内连续三次，在早、
中、晚 《新闻联播》 时间，播放了湖
北省襄阳四中义教部学生在本市风景
名胜——古隆中，开展“探幽隆中胜
迹，学习诸葛精神”研学旅行的情
景，全校学生研究诸葛亮生平事迹，
在研究中思考诸葛精神，在思考中把
民族英雄的美德落实到行为习惯中，
成为新时代的卓越学生，成为祖国建
设的栋梁之材！

家门口学习“民族英雄”

“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
雄，一个有前途的国家不能没有先
锋！对中华民族的英雄，要心怀崇
敬，浓墨重彩记录英雄、塑造英雄，
让英雄在文艺作品中得到传扬，引导
人民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
家观、文化观，绝不做亵渎祖先、亵
渎经典、亵渎英雄的事情。”

美丽的襄阳是历史悠久的文化名
城，是享誉全国的魅力城市；她山川
绮丽，物华天宝，人杰地灵，英雄辈
出；古隆中“山不高而秀雅，水不深

而澄清，地不广而平坦，林不大而茂
盛”，是诸葛亮躬耕苦读、求学成才的
圣地。在此，诸葛亮拜师访友、修身
齐家，躬耕隐居达十年之久，为后人
留下了众多活动遗址。诸葛亮是三国
时期襄阳大地诞生的杰出的政治家、
军事家，也是中华民族的伟大英雄！

襄阳四中义教部以家门口的民族英雄
诸葛亮为育人模板，要求全校学生以
家乡的英雄诸葛亮为学习的榜样，研
究他的事迹，学习他的精神。

一城一大学，一地一文化，一国
一风貌，一洲一文明！家门口的研学
旅行，让孩子们触摸真实的世界，感

受英雄的风采，也让他们且行且探
索，且发现，且思考，且感悟，且成
长。

家门口寻找“学校文化”

学校是每一个孩子生命成长的乐
园，从咿呀学语的懵懂顽童，经过幼
儿园、小学、中学、大学的教育，他
们的身体发育翻天覆地，认知能力和
道德情操也得到提高，这就是学校文
化的浸润。

面临新时代，面对新形势，如何
落实党的立德树人的教育方针，提高
学生的核心素养，把他们培养成为社
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这是教育工
作的根本任务，也是教育现代化的方
向目标。

襄阳四中义教部学校文化的核心
理念凝聚在立德树人的“德”字上
面，“厚德博学，追求卓越”是办学理
念，“阳刚善良、儒雅智慧、精忠报
国”是校训，学校“德”文化的发展
目标是建设德艺双馨的教师队伍，打
造师生共同进步的成长课堂，培养全
面发展的卓越学生；为了凝聚师生的

“精神之魂”，学校以“隆中文化”为
平台，以三国时期的政治、军事天才
诸葛亮为学习榜样，把与诸葛亮相关
的具有教育意义的景点打造成为研学
旅行学习基地，把“古隆中”打造成
文化育人的“特殊学校”，全校学生在
研学实践中感悟，情感体验在感悟中
升华，美好品德在升华中结晶。

“英雄精神”哺育新人

“我们要铭记一切为中华民族和中
国人民作出贡献的英雄们，崇尚英
雄，捍卫英雄，学习英雄，关爱英
雄，勠力同心为实现‘两个一百年’
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襄 阳 四 中 义 教 部 在 家 门 口 找 英
雄，学英雄，正是为了落实党的十九
大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全面贯彻党
的教育方针，发展素质教育，培养德
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
接班人，用英雄精神哺育新人。

研学旅行中，孩子们可以学习诸
葛亮的“淡泊明志、宁静致远的远大
志向”；“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

难之间”“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
于诸侯”，诸葛亮雄才大略，龙卧隆
中，他的远大志向和抱负正是后辈学
习的精髓。

研学旅行中，孩子们可以学习诸
葛亮的“精忠报国、死而后已的奉献
精神”；“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
老臣心”“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
雄泪满襟”！诸葛亮身上绽放的正是
知恩图报和责任担当，他鞠躬尽瘁、
为国尽忠的高风亮节也是后辈学习的
典范！

研学旅行中，孩子们可以学习诸
葛亮的“简朴自守、严谨慈孝的优良
家风”；诸葛亮一门忠烈，家风和谐慈
孝，蜀汉治理之境，世风和睦，民风
淳朴，江山稳固。这种严谨慈孝的好
家风，值得当代青少年学生认真学习。

成长，没有完美的答案!最美的成
长在路上！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纸
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湖北
省襄阳四中义教部的孩子们，正迎着
朝阳，迈着矫健的青春步伐，在祖国
的大地上奔走前行，去寻找人生的美
好，去创造灿烂的未来!

（周明波 刘家喜）

图为 2018 年 6 月 17 日晚，央视 《新闻联播》 报道
襄阳四中义教部到“古隆中”研学旅行的盛况截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