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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教育工作者打造一方心灵栖息的文化空间是文化周末版的宗旨，在这里，我们为您留一片“自己的园地”。本期
推出“杏坛文苑”专辑，《高原少年似雪》 一文描述了作者与自己带过的西藏班学生 20 年后重逢的感人场景，《我爱上
水石》 抒写了作者的生活情趣。“杏坛文苑”栏目持续向读者征稿，欢迎以散文之笔写出您对教育、文化生活的观察与
感悟。来稿请发送至：446284927@qq.com。
——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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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年后，第一个给我打电话的是次
拉。我的灵魂正在半空，一半被世俗纠
缠，一半渴望桃源，我在其间苦苦挣扎，
摇摆不定。次拉的声音虽然有点儿闷，但
每个字咬得很慢，像斧劈刀凿砸入耳中，
听得久了，竟然听出太阳的温暖和雪花的
纯洁。次拉说，老师，来西藏吧，我们陪
你。他的言辞有点儿夸张，但我确信，那
些雪山会手拉手地把我笼在怀里，一如当
年他们毕业离绍返藏和我告别，那么多的
白哈达缠绕脖颈，缭绕全身，26 岁的我像
个圣女。
我义无反顾地去了，轻轻松松地跨越了
祖国的名山大川。脚底下是青藏高原，大片
耸峙的山峰，褐黄、光秃，不长大树，自带
苍然之气。雪山迤逦而来，一身坦荡，迎接
千年滚烫的目光问候。刚下飞机，我就被兜
头浇淋的阳光灼痛了眼睛，扎西立刻摘下太
阳镜递给我，我还他的时候，眼镜断了一条
腿。高原的问候热烈如风中的经幡。
到了酒店，学生们团团而坐，我被那
张大桌子惊呆了。我们像是围着太平洋而
坐，中间波涛汹涌的大海是我们多年以后
相聚的心绪，我们的心随之奔腾起伏。在
杯盘相击的祝酒中，两位藏女的清唱盘旋
而来，有如海鸥缓缓低飞，掠入天际，留
下清绝的背影。宴席之中，我拿错了酒
杯，错把酒当牛奶喝，我是真的醉了。
随着行程的展开，我们的车在高原上
越跑越孤独。连绵的群山，蜿蜒的公路，
空阔的山谷，无人居住的土屋，仿佛只剩
下呜呜的风声在天地之间自由来去。次拉给
我们包车又包人，司机兼导游。司机是个瘦
长的黑脸汉子，他爱酒的嘴唇轻轻蠕动，半
生不熟的汉语给我们的行程平添一些生机。
在去樟木的路上，大风呼啸，大雨倾盆，黑
夜如墨，一边是石山，一边是悬崖，手机微
弱的光亮企图照出一丝光明，司机的嘴唇反
复蠕动：泥石流，泥石流，泥石流。终于闯
过险境，我们坐在边境的小饭馆里，看到贴
着“绍兴会稽山”标牌的老酒，温暖沉醉而
恍如隔世。这一切的背后有次拉的目光相
随，遥远而又亲切。
离开那天，我们又围坐在大桌子周
围，彼此喊话，互相递话，多年不见的生疏
和迟钝早被融化。次拉带我们去 KTV 唱歌，
用藏式的腔调唱汉人的流行歌曲，别有一番
风味。次拉嘶哑的喉咙一次次地翻越高峰，
把一首酒歌唱得酽厚缠绵，末了是大江大河
的澎湃。我禁不住想起雅鲁藏布江的英姿，
缓慢而从容地流淌，自带雄壮之气，转弯
处，长天浩荡，江流无涯。等我们离开
KTV，次拉也急急地走了，因母亲还在医院
挂点滴，他委托同学给我打车。拉萨夜晚的
街道很空旷，我们站在黑暗中，听狗叫和着
偶尔开过的车声。
回来不久，接到次拉电话，问我是否

我们的班级。
高原日照长，晚上 10 点天才黑。我
们在慢慢变黑的天色里吃饺子，深刻体会
到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情境。我目睹
他妻子做饺子，他家的饺子坚韧而有弹
性，像他那颗执着不渝的心。
天已经黑透，旦增达瓦给我倒的水冒
着热气，我潮湿的双脚已经感觉到热水渗
入皮肤的熨帖。等我沐浴出来，过道的灯
一直亮着，我说过我怕黑，他就记在心里
了。半夜上厕所，总有万家灯火的错觉，
整个高原都在发光，像一轮夜晚的太阳。
临走时分，旦增达瓦递给同伴两包醉
鬼花生，给他路上下酒，递给我一包青
稞，昨晚我逛他家的经堂随口说的，藏人
每家都有经堂，哪怕又小又暗，旦增达瓦
家的经堂堆着很多青稞。我的手指触到青
稞硬实的身子，像触到五体投地的转经
人。

高原少年似雪
范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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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族学生向远
道而来的老师献上
哈达。
本文作者 供图
认得柯桥布商，他想开个家庭旅馆。我牵
线搭桥，把一位大姐介绍给他，然后我就
陷入俗务的沼泽，忙得茫然。不久他又打
来电话，向我借钱，和旅馆有关。我犹豫
很久才把钱打给他，然后我在俗务的忙碌
中，偶尔想起借出去的钱，以为它和我们
的生命一样一去不复返。次拉发来旅馆装
潢的图片，有田园的风味，那些沾着江南
味道的窗帘飘拂其间，颇有时空错乱之
感。更大的犹豫之后，我拨通了他的手
机，闭着眼睛和他说了还钱的事，几天后
他就打钱过来，剩我一人又惭愧又尴尬。
那个以前总是被我狠狠批评却又真诚道歉
的次拉，那个以天地为背景、以生命相珍重
的次拉，那个在同学群里登高一呼、自己带
头捐钱的次拉……那么多的次拉，如同那
么多的雪山，
皆是纯洁、清透的模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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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学们终于坐在一起，环成一圈，

开始猜学号的游戏。我每猜对一个，他们
就轰然鼓掌。我的眼睛有点儿发热，心情
颇为紧张。我们坐在雪山云端里，在时间
深处重逢，多么美好的事啊。聚会中，小
扎西显得特别急切、激动，他坐在我身
边，脸孔涨得通红。聚会后，小扎西拉着
我说起他在绍兴的抑郁症，像六月的梅雨
缠绕了他一年。我感到震惊和羞愧，他一
个人在阴郁的世界里挣扎突围，而我待在
空气洁净、阳光芬芳里，没心没肺。
后来，他打电话过来，嘱我去西藏一定
要去找他，他的声音像是翻山越岭而来，有点
儿沉闷却很清晰。高原踮脚，雪山引颈，你来
我在，生命共证。有谁会想到你，就打个电话
问候？有谁酝酿很久，郑重打来电话相约？有
谁还在填得满满当当的生活里，给你留出一个
位置？有谁会在世事多变的沧桑里，还你一个
如初的他？
旦增达瓦一直在等我们，直到我们终
于相遇。多年前他一直安静地站着，守着

离开那天，次拉突然有事，他呼了
巴桑桑珠。一位中年男子开车来宾馆接我
们，我们把行李扔上后备箱，心就踏实
了。男子主动和我们聊起来，他是巴桑桑
珠的老乡，车是巴桑桑珠帮他买的。他说
巴桑桑珠是一个很好的人，就是古老高原
上的那种好人。我一边听一边担心来不及
登机，巴桑桑珠打来电话说，他已托人办
好登机，我们直接上机就行。没来由的，
我的泪汹汹地流，好像童年受到委屈，找
到一个宽阔的怀抱，再也无法遏制。
刚到那天，娇小的巴桑桑珠从高大的越
野车里钻出来，让我猜猜他是谁，我交了白
卷。他陪我们游布达拉宫，每处掌故他都娓
娓道来，他向我们介绍每一道藏式菜，我们
惊讶得嘴半天都合不上。我终于相信次拉的
话，巴桑桑珠比我大。当年我带他们时是23
岁，他们来绍读书年龄参差不齐，家境贫困
的孩子偏大，巴桑桑珠安静地在我班上待了
三年，如今已是一方领导。
最后，我会想起我们的宝贝。小卓玛
是班里最小的女孩，圆脸，黑肤，两颊有
被太阳晒久的黑斑。我送他们回西藏参加
毕业考试，在成都机场和他们告别，所有人
都上了飞机，小卓玛突然转身向我跑来，一
直抱着我哭。我回抱她，呐呐地说不出话。
小卓玛踮起脚尖，把长长的白哈达挂在我的
脖子上，又大哭着跑了回去。这放开的哭声
一直回荡在我的生命里，使我隐忍地送别一
个又一个人。布琼是班里最小的男孩，雪白
的脸，尖尖的下巴，脸上散布着小麻点。他
总是担当放风的角色，脆脆的童音喊老师来
了，等我走进教室，已是井然有序、书声琅
琅。他在30岁不到时没了，和同事出差，他
在车里等，被泥石流砸中。我仰望天空，总
是看到他粲然的笑涡，有如在牛乳中洗过的
花朵。我知道，我再也不会忘记，如同高原
从来不曾辜负我。等我有一天目光浑浊，仍
会被连绵的雪山照亮。
（作者系浙江省绍兴市第一中学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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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爱养上水石。没有原因，
就是喜
欢。

我爱上水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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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往高处走，
水往低处流。但水
在上水石中却是往上流的，
你说奇怪
不？
我客厅的飘窗很大，
向阳，
适合
养上水石。其中一盆，
石质极好，
自
重六七十斤，两人才能抬起。盛它
的盆是整块白色大理石挖成的，单
盆就要三百元。听说那家男主人回
常亚歌
去还抱怨妻子说：
“卖贱了。”
这盆上水石造型类似象鼻山，
象鼻在左侧，右侧是沟壑纵横的象
身。象的头部有一棵崖柏，树龄近
十年，
四季常青，
静静地长着。象眼
处长有两棵幸福树，
树冠如伞，
树高
过人，
挡了半个玻璃窗。每次开窗，
都要立脚避让。窗开风来，叶摇婆
娑，
满窗翠绿。
在之前的住所，这盆象身上还
长满了虎耳草，
这草喜水恋石，
叶面
有虎纹斑，
每一棵都肥硕无比，
几乎
给象山穿上了绿色的盔甲。我当时
总想移走一些，谁知，刚搬进新所，
它们竟慢慢枯干，象石上再难长草，只能植树。朝向一
样，
养法一样，
它们竟这样挑剔，
真是没办法。
另外一盆上水石稍小。当初看石顶一棵屈松，苍劲
有力，果断购进。一日，猛然发现该石突出部分极像虎
头，便取名“虎头石”。可惜不久树死苔干，成了废石一
块。细看，石质钙化严重，一半能上水，一半已干涸。两
年前整理旧物，
再次试养，
每日盆内添水，
给它全身淋浴，
几个月工夫，
一侧生出青苔，
又过两个月，
青苔渐厚，
上漫
半山腰，另一侧也有青苔闪现，一块死石竟又现生机了。
春天，也植树一株，果然活了。夏日傍晚，夕阳透窗斜照
绿苔，
水面一层霞光，
苔藓吃足了水，
那一层鲜绿，
胜于世
间所有的颜色。
我的书桌一直缺块上水石。碰巧，前几天，路边捡
来一块丑石——钟乳石，约 30 厘米长，20 厘米宽，有
切割的旧痕，显然是被人丢弃的。令人惊喜的是，这丑
石上水极好，新植上去的虎耳草根部，泥土每天泛着水
光，透着水汽，浑身都是深灰的水色。偶尔静听，好似
还有丝丝的吸水声。唯有最高的山顶，总留一处干白，
我为它取名“白云山”。这丑石每天需水半盆，是一个
饭量很大的“吃水货”。它样子并不漂亮，却是一块上
品的上水石。还好，我识得它，这也是一个机缘吧。夜
晚，窗下，书桌一角，压石一盆，开灯一盏，打开一部
宣纸印制的 《澄衷蒙学堂字课图说》，石下静读，别有
一番情趣。
因为太喜欢上水石，
除了家中这三盆，
我还另买了一
盆放在办公室的窗台上，上班间隙，给它添水，修草，赏
石，
扶叶，
可以换换心情。
这盆上水石俗称“麦管石”，它身上有许多像麦秸
秆一样的管道。纵横交错，结为一体，凝为一山。山腰
有一石窝，买时植了一棵无名小树苗。七八年过去，小
苗已身高半米，婷婷玉立了。石头不大，树就不应太
高，于是我修去树头，让分枝横着长。如今，它四枝外
展，细叶如花，精神矍铄，哨兵一般站在我的窗台。
空隙处我也植上了几株虎耳草，草茎挺而立，水养
充足时，根处便抽出细线般的新茎，渔线一样抛出，坠
下，不几日，触角顶端就生出新叶来，再过几天，新苗
就落石生根，自成一家了。每逢春到，石头上下，细茎
垂绕，绿叶婆娑。年岁久了，水石的峭壁处结出一层水
垢，像雪似粉。白雪绿树，杂生石间，妙趣横生。
养上水石，不能性急，要以月为日、以年为周才
行。缺水添之，开窗透气，放光进来，等待水落花开，
日日往复，光景便慢慢地消散在水石之中。
（作者单位系河南省济源市教育体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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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交通职业学院现代物流教学团队

全力打造新时代职教教学改革冲锋队
教学团队是专业人才培养的压舱
石。山东交通职业学院现代物流教学
团队从 2007 年开始，以优化团队“双
师”结构为着力点，坚持标准引领，
形成了“三维四层”教师发展标准，
2011 年建成了山东省省级教学团队；
以培养“四有”好老师为着力点，坚
持德技双馨，形成了师德师风评价指
标体系，2017 年获评山东省高校“黄
大年式”教师团队；以完善团队建设
机制为着力点，坚持改革驱动，形成
了标准引领、成果导向的教学团队发
展机制。通过改革实践，实现了团队
从科层制到跨界融合共生体的转变，
系统解决了校企协同团队建设合力不
强、分工协作完成模块化教学能力不
够、教师分类分层能力培养发力不准
等问题，形成了共生共建共享的团队
建设新生态，2019 年被认定为首批国
家职业教育教师教学创新团队。

师德为先标准引领
培养一批
“硬核名师”
身正为范，强化师德师风培养。
团队坚持师德为先、德技双馨，对接
“四有”好老师标准，构建了师德师
风评价指标体系；构建了学校师生家
长社会五方参与的师德监督体系，强

团队研讨“
团队研讨
“1+X
+X”
”试点工作
化过程考核和管理；创新培育载体，
开展入职宣誓、教师节宣誓等活动；
开展师德教育培训，树立师德典型，
强化媒体宣传，强化师德典型的带动
作用。团队带头人荣获全国黄炎培职
业教育杰出教师奖、全国物流人才培
养特别贡献奖；团队所在支部“双带
头人”书记获评省级教学名师、省优
秀教师、山东援疆优秀共产党员、山
东优秀援疆教师；团队教师有 28 人次
获各类省级以上奖励。
标准引领，完善教师发展标准。
团队根据新任教师、青年教师、骨干
教师、专业带头人等不同类别教师的

职业能力发展需求，结合教学型、教
学科研型、科研型等不同教师的职业
能力成长路径，形成了“四有三维四
层”的教师发展标准和分层分类精准
培养机制。聘请京博物流等国家产教
融合型企业技术及管理人员，担任兼
职教师，形成专兼结合、年龄职称结
构合理的良性梯队结构。探索形成了
专业带头人“精英”培育、骨干教师
“精业”提升、青年教师“精技”成
长、兼职教师“精艺”协作的分层分
类精准培养机制。2020 年，4 名团队
教师被直聘为四级教授。
改革驱动，提升教育教学能力。

深度推进“三教改革”，团队联合全
国首批产教融合型企业、职业院校，
实现了学校、行业、企业、校际协
同，形成了共生共建共享的团队建设
新生态，开发了岗课赛证融通的课程
体系，实施了“三段学程、能力递
进”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推进项目式
导向等课堂新教法改革，承担了国家
教学资源库项目等 11 门省级以上精品
课程。教师模块化教学设计实施能
力、课程标准开发能力、教学评价能
力、团队协作能力和信息技术应用能
力全面提升，实习实训指导、技术技
能积累创新能力全面加强。团队成员
深度参与国家新版职业教育专业标准
制定工作；牵头制定了山东省现代物
流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标准及培养方
案，系统开发了课程、实践教学条
件 、 师 资 队 伍 等 标 准 ， 参 与 了 “1 +
X”职业技能等级标准制定，系统构
建了具有校本特色的现代物流管理专
业建设标准体系。2019 年现代物流技
术技能人才培养高地项目成为国家
“双高”建设特色项目。

健全制度保障体系
形成一套
“特色机制”
建立校际协同工作机制。牵头成

立了山东省商业职业教育教学指导机
构、山东省物流职业教育教师发展联
盟，是物流专业领域国家职教团队协
作共同体成员。团队依托校际合作平
台建立了校际协同工作机制。牵头与
天津交通职业学院等院校合作立项教
育部门创新团队体系化课题“物流管
理专业领域‘四维四化’团队共同体
协同合作机制研究与实践”，并立项
子课题，组织山东省物流相关教师开
发物流类教材 18 部。
建立校企协同育人机制。深化产
教融合，校企在人才、设备、场地等
方面共建共享，建立了校企协同育人
机制。与京博物流、顺丰速运合作开
展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开展物流领
域的教育教学、技术研发和管理咨
询，助力山东省新旧动能转换工程。
与京博物流等企业联合开展现代学徒
制，共同开发企业培训教材和培训资
源。建设了省级名师工作室、传承创
新平台、北斗物联研究院等技术技能
积累平台，实施了 TEAF 培训和德国
工匠之师等项目，11 人次取得国际资
格认证，搭建了国际交流合作平台。
与典型物流企业合作，开展技术研
发，提升了教师技术技能积累能力。
建立团队建设评价机制。立德树
人致力学生成才，建立了数字化学生
成才档案，构建了促进“五育并举”

的评价体系；完善了职业情怀、实践
能力和职业技能评价等要素多元测评
制度。德技双馨致力教师成长，健全
“双师型”教师评价标准。着力教师
工作效能提升，促进个性化发展，建
立了实践技能、专业能力和业绩成果
等要素多元评价制度。示范引领致力
建设成效。注重结果输出，形成了科
学化、体系化、规范化、信息化的团
队建设新模式，示范引领创新团队建
设。

依托项目创新举措
产出一批
“高端成果”
教科研项目成果丰硕。团队获国
家教学成果二等奖 1 项、省教学成果
特等奖 1 项、其他省部级教学成果奖 9
项；建有国家教学资源库子项目 3
项、省精品课 8 门，编写国家规划教
材 6 部；承担各级教科研项目 52 项。
人才培养水平持续提升。指导学
生获省部级以上大赛奖励 84 项，其中
国赛一等奖 6 项，居全国同类专业前
列；学生获“齐鲁工匠后备人才”等各
级各类奖励220余人，其中冯建豪被评
为团组织践行工匠精神先进个人，许
明虎是全国大学生就业创业典型。
团队教师在全国 70 余场研讨会中
作了经验交流报告，累计受益教师
8600 余人次；建设经验通过全国物流
职业教育教学指导机构推广，被山东
商业职业技术学院、宁波职业学院等
院校借鉴使用，惠及全国物流职业教
育教师 1.1 万余人次。
（王建良 牟海林 李海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