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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出于一种

朴素的情感

■

仲威平

我所在的黑龙江省铁力市兰河村

兰河小学， 地处偏远山区， 办学条件

十分简陋。 说是学校， 其实就是一个

不足

20

平方米的小屋。 学校里学生最

多时十几名， 最少时只有

4

名。 由于学

校环境差， 学生少， 村里村外的人都

称它为教学点， 很少称它为学校， 更

没有老师愿意来此任教。

1987

年， 当组织让我来这教学时，

我也犹豫过 。 不仅是因为条件艰苦 ，

最主要是路途太远。 从我家到学校要

往返

20

多公里， 不通车， 只能骑自行

车。 然而， 当我看到那些偏远山区里

的孩子们时， 我同意留下任教， 从此

再也没有离开。

其实，

1998

年市里整合教育资源，

兰河小学被撤并 ， 我也有机会离开 ，

但当时教学点里有

8

个贫困﹑ 单亲﹑ 智

障和无人照顾的学生走不了。 为了这

8

名特殊的学生不辍学， 村委会同中心

学校商量， 决定继续把我留下来组建

复式班。 是教师的使命和责任， 让我

决定不抛弃 、 不放弃这

8

个特殊的学

生。 从此， 我一个人既是班主任， 又

是科任， 还是学校的勤杂工。

教学中 ，

8

个学生跨了

4

个年级 ，

使用

4

套教材， 每天上

6

节课， 而且要

在一个教室里上课， 难度很大。 虽然，

有的课程只讲给一个学生听， 但一个

学生也是一个年级呀。 为了教好每一

个学生， 我必须精通各个年级的全部

课程。

曾有人按我每天上下班骑车走

20

公里路， 一年走

180

天计算， 我一年走

过的路是

3600

公里，

24

年下来是

7

万多

公里， 相当于绕地球赤道一圈半还多。

这

24

年， 我骑坏了

4

辆自行车， 途中被

疯子惊吓追赶，被村头狗咬伤，被雨淋

病，因天气寒冷被冻伤更是常有的事。

“知我者， 谓我心忧； 不知我者 ，

谓我何求。” 许多人问我： “这么辛苦

工作图的是什么？” 其实， 我不图名，

不图利， 热爱学生， 热爱岗位， 只是

出于一种朴素的情感。

24

年的时光 ， 我的豆蔻年华已不

复存在 ， 头上已生白发 。 孩子小时 ，

我把他丢在家里， 在孩子撕心裂肺的

叫喊声中离开家赶到学校。 为了学生，

我没给丈夫和家人做过一顿像样的饭

菜。 为了学生， 年过七旬的母亲弥留

之际 ， 我都没能陪上她老人家一天 。

为了学生， 我多次瞒着家人把病假条

悄悄揣进兜里， 仍然在课堂上以饱满

的热情面对学生， 有几次晕倒在讲台

上……更是为了学生， 我的儿子以

6

分

之差没考上理想的大学， 只念了电大。

试想， 做为老师的我， 如果能给予儿

子多一点关爱， 让儿子多答

6

分， 仅仅

是

6

分啊。 现在我多么渴望能有机会为

儿子补上那一课， 但我知道那是永远

永远也补不回来的。 我只恳求儿子能

理解母亲， 母亲心里不是没有你， 只

是太多太多贫苦的孩子在母亲的心里。

令我感到欣慰的是 ， 我的付出得

到了认可。 我先后

5

次被评为铁力市优

秀教师， 还被评为伊春市十佳德育教

师、 伊春市关爱标兵、 伊春市劳动模

范、 黑龙江省优秀班主任、 省十佳乡

村教师、 全国优秀教师、 “感动伊春”

年度人物 ， 获黑龙江省五一巾帼奖 、

省五一劳动奖章、 全国五一巾帼奖。

今后， 在教育的这片天地中 ， 我

将更加执著， 更加进取， 愿做一支红

烛， 燃烧自己， 光照后人。

“走路最多，讲话最多，课时最多，教材最多，备课最多，学生最少”，但她仍然感到幸福。

乡村教师仲威平的7万公里

既是老师， 也是勤

杂工

她守着这个教学点，既当老师又

当勤杂工，锄草、烧炉子、钉窗户，什

么活都干。 有人问她：“何苦呢？”她

说：“我是当老师的，有这样的责任和

义务，换了谁都会像我一样。”

教室窗户上蒙着一层农用塑料薄膜。

那是怕冬天窗户漏风， 仲威平自己钉上

的。 透进来的光线因此减少了许多， 墙

壁也被烟熏黑了 ， 教室显得有些昏暗 。

但这简陋的教室还是被仲威平精心布置

了一番。 “好好学习、 天天向上”

8

个大

字整齐地贴在讲台上方。 一眼看去就知

道是仲威平的 “作品”。 她笑着说： “一

大张红纸只要一块钱， 买回来刚好裁成

8

块， 再用粉笔写上字， 一点都不费事。”

黑板旁边， 贴着一张课程表 ， 同一

时间段的方格被分成了

4

块， 分别写着

4

门

课程。 如果不仔细琢磨， 还真搞不明白。

“你看， 周一第一节课， 四年级学生上语

文， 二年级学生预习数学， 一年级学生

写生字……” 仲威平解释说。

1998

年之后， 兰河小学的学生最多时

只有

8

人， 被分为

4

个年级， 有时一个人就

是一个年级。 仲威平每天要给各年级的

学生上课。 最初， 如何让不上课的学生

利用好课堂时间是她最头疼的问题。 渐

渐地， 她摸索出了课表上显示的 “动静

教学法 ”， 就是一个年级学生动起来听

课， 其他年级的学生静下来写作业。 但

这样一来， 仲威平就不得不利用课间时

间检查、 批改学生的课堂练习， 常常连

喝口水的工夫都没有。

教室里的桌椅也有些特别 ， 大人坐

上去会感觉椅子太高， 桌子太矮， 很不

舒服。 其实， 这是仲威平特意为孩子们

亲手改造的。 她说： “以前的桌子太高，

学生个头小， 坐下就够不着桌子了， 只

好跪在椅子上。 我干脆把桌子腿一个一

个锯掉。”

这个学校虽然老师少 、 学生少 ， 但

课程一门不少， 连思想品德教育都搞得

有声有色。 每周一早晨， 仲威平会带着

孩子们到教室外向高高飘扬的国旗敬礼。

当初， 学校没有旗杆， 如何把国旗挂起

来， 让她煞费苦心。 最终， 一根

4

米长的

小杨树干被仲威平 “变成 ” 了国旗杆 。

“我跟孩子们一起把 ‘旗杆’ 先放倒， 把

五星红旗绑在一端， 再将 ‘旗杆’ 竖起，

埋在坑里固定。” 从此， 兰河小学就有了

独特的 “升旗仪式”。

铁力市位于小兴安岭南端 ， 夏季炎

热， 冬季寒冷， 一年积雪日数超过

100

天，

气温最低能达到零下三四十度。 教室里

没有暖气， 冬天必须得搭上炉子和火炕，

炭就成了兰和小学的过冬必备品。

每年

10

月， 仲威平早晨去学校时， 都

会在自行车后座上绑一袋炭， 一个冬天

要用的炭， 就是这样被她一趟一趟运到

学校的。 冬天的早晨， 仲威平会早到半

个小时 ， 在学生到校之前把炉子搭上 ，

把教室烘热。 遇到雪大路滑， 她出家门

的时间会更早。

年久失修的门窗也抵御不了冬天的

大风和寒冷空气。 入冬前， 仲威平还要

给教室的门钉上木条， 并给窗户罩上塑

料薄膜， 起到加固与保温的效果。 如今，

门上一条条歪歪斜斜的木板， 都是她多

年来陆续钉上的。

夏天， 教室周围荒草丛生 。 特别是

暑假过后 ， 荒草往往会长到一人多高 。

为了给孩子们开辟一片活动场地， 仲威

平开学前就会跑到学校除草。

“仲老师守着这个教学点 ， 既当老

师， 又当勤杂工， 锄草、 烧炉子、 钉窗

户她都自己干， 从来不告诉我们。” 她的

辛劳， 乡亲们看在眼里， 记在心里。

有人问她： “何苦呢？” 她笑着说 ：

“我是当老师的， 有这样的责任和义务，

换了谁都会像我一样。”

就算天上下刀子 ，

也来给学生上课

一个冬日的早晨， 她顶着刺骨

寒风， 踩着及膝的大雪，终于走到了

学校。只见教室里，学生们整齐地坐

着，一张张小脸冻得通红，眼巴巴地

望着她。“你们就这么相信老师能来

吗？”“您说过， 天上下刀子也来给我

们上课。”她的泪水刷地流了下来。

4

月初， 风中依然夹杂着寒气， 仲威

平低头走在兰河村头因冰雪消融而变得

泥泞的道路上， 早晨扎好的发髻早已被

风吹散。 这条路， 她再熟悉不过了。

通往兰河村的这

10

公里乡村小路伴

她度过了

24

个春夏秋冬。 这里的一草一

木都见证着她

24

年来的艰辛： 早上

4

点起

床，

6

点出门，

8

点上课， 这样的作息时

间雷打不动。 最难的还是走这条坑坑洼

洼 、 时而泥泞 、 时而冰雪的乡村小路 ，

顺利的话， 骑车一个来回要

3

个多小时。

但是， 仲威平能顺利骑完全程的时候太

少。 大风天， 她推着自行车艰难地顶风

前行； 雨天， 她扛着自行车， 趟过满是

泥水的道路； 冬天， 道路上积雪一尺多

厚， 她只能步行去学校； 春天， 路面的

冰雪白天化开， 晚上结冰， 早晨的路面

光滑得像一面镜子， 她连人带车滚到路

基下的情况有过十几次， 被摔出几米远

更是家常便饭 。 她的背包里必备螺丝 、

起子、 气门芯和雨衣。 为了不耽误上课，

自行车坏了， 就在路上自己修理。

现在，仲威平走路时有点瘸，右脚使

不上力， 因为脚腕很早就患有骨膜炎，肿

得很高、很疼，冬天连棉鞋都穿不进去。

2009

年冬天的一个早晨， 准备出发的

仲威平怎么也推不开家门， 原来是夜里

的一场大雪把门堵住了。 家人都劝她不

要去学校， 但是仲威平放不下学生， 背

上包， 拎着 “午饭” 上了路。 大雪纷飞，

寒风呼啸， 她根本睁不开眼睛。 一个人

走在望不到尽头的雪路上， 越走雪越厚，

膝盖以下都被埋在雪里， 实在难走的地

方， 就手脚并用。

两个多小时后， 仲威平终于走到了

学校。 教室里， 学生们整齐地坐着， 一

张张小脸冻得通红 ， 眼巴巴地望着她 。

“你们就这么相信老师能来吗？” 仲威平

轻声问。 “您说过， 天上下刀子也来给

我们上课。” 学生的声音稚嫩却坚定。 那

一刻， 她没来得及躲避学生的目光， 泪

水刷地流了下来。

林区的天气变化多端， 特别是夏天，

晴好的艳阳天里也会突然间雷雨大作，披

上雨衣也无济于事。仲威平经常浑身上下

都淋得透湿，冻得浑身发抖。没有干衣服

换，她就让几个女学生挡着，把衣服脱下

来拧一拧，再湿乎乎地穿在身上。

2003

年， 仲威平患上了严重的妇科囊

肿病 。 因为每天都要骑自行车上下班 ，

过度劳累， 病情越来越重， 每次发作都

非常痛苦。 为了不耽误上课， 她经常一

边讲课一边打点滴， 就这样坚持了

4

年。

2007

年暑假做手术时， 医生狠狠地批评

她： “你真是宁要学生， 不要命！”

陪伴着她经历风霜雨雪的自行车一共有

4

辆。

3

辆旧车已经彻底报废， 被放在后院的

墙边。 去后院菜园时， 仲威平总会不由自主

地看看那些 “功臣”， 过去

20

多年的岁月仿

佛历历在目。

在仲威平看来， 有自行车陪伴的路途上

也有难忘的幸福回忆： “夏天， 路边有很多

野菜， 放学后我会采摘一些带回家； 冬天骑

不动车时， 我早晨就在路上捡一些小树枝，

带到教室搭炉子用。 这样， 一个人走着也不

寂寞、 不害怕。”

按惯例， 每逢期末考试， 仲威平会带着

学生到乡中心小学参加统考。 但冬天期末考

试常常会遇到大雪， 孩子们太小， 无法跟着

她赶到考场。 为了不耽误考试， 仲威平就一

大清早抱着试题， 从中心小学冒雪赶到兰河

小学组织考试。 “让老师跑路， 也别让孩子

累着。” 仲威平的道理很简单。

由于学校离家远，路又不好走，仲威平中

午下课送走了学生， 就在教室里啃几口从家

带的馒头，就几口水。

20

多年里，仲威平吃过

各式各样的馒头：被雨浇透的、冻成冰块的、

夹杂着土渣的……冬天的午饭最难下咽，气

温零下三四十度，滴水成冰，到学校后，馒头

和水已经冻得硬邦邦的，到中午还化不了。仲

威平只能硬啃几口填填肚子， 有时干脆不吃

了，饿着肚子继续上课。

谈起啃冰馒头的事， 她笑着说： “我现

在最不喜欢吃馒头， 这么多年吃伤了。 其实

也怪我不会生炉子， 火总是旺不起来。” 仲

威平说着 ， 用筷子搅着刚出锅的玉米米查子

粥， 美滋滋地喝了一口。

只有一个学生出息 ，

也感到幸福

乡亲们都说， 在兰河小学 ， 仲威

平给孩子们洗脸 、 系扣子 、 买衣服 、

买学习用品……既当老师， 又当爹妈。

就像乡亲们和学生总是念叨着仲威平

对孩子们的好一样， 她也总是念叨着

学生和家长对她的好。

小庞是一个智障儿童， 是仲威平下功夫

最多、 最疼爱的学生之一。 他一年级读了两

遍， 二年级读了三遍， 好不容易背会了九九

乘法表， 过一个周末就全都忘记了。 但仲威

平从未放弃过他， 一遍一遍不厌其烦地教

他， 直到教会为止。 现在， 他已经能流利地

背出乘法口诀了。

小庞家境贫寒， 父亲残疾， 母亲有严重

精神病。 上学的第一个冬天， 他连棉衣和棉

鞋都没有， 脚冻得发紫。 仲威平第二天就从

家里带来了儿子穿过的衣服， 在教室里给他

换上， 让他暖暖和和地上课。

从那之后， 仲威平每年不仅会用省下的

钱给学生买学习用品和课外书。 到了春秋换

季的时候，她还给他们买衣服、买鞋。

2008

年

“

5

·

12

”汶川地震发生后，除了组织学生们捐

款外，她还向党组织捐了

1150

元特殊党费。

一次课上， 班里一名学生好奇地指着窗

外轻声说： “老师， 外面有人看我们上课。”

仲威平走出教室， 看到一个衣衫褴褛、 又瘦

又高的男孩。 “你是想上学吗？” 仲威平问

他。 男孩点点头， 又迅速摇着头说： “我没

有钱。” “这里上学不要钱， 进来吧！” 仲威

平把男孩叫进了教室， 安排了一个空位让他

坐下听课。

这个男孩名叫苍海， 母亲弱智， 父亲患

有严重脉管炎， 早已失去劳动能力， 家里没

有任何收入来源。 当时， 他已经

13

岁， 却是

第一次走进课堂。 “刚开始， 他连笔都不会

拿， 我就握着他的手一笔一画地教。” 仲威

平说。

但是， 没上几天学， 苍海家人就不让他

念书了。 仲威平一次又一次地去他家里做工

作， 让他坚持读完了小学四年级。

2009

年，

17

岁的苍海要到修理部当学徒 ， 临走告别

时 ， 突然给仲威平深深地鞠了一躬 ， 说 ：

“老师， 谢谢您， 是您教会了我认字。” 那一

刻， 苍海的眼里含着泪花。

就像乡亲和学生总是念叨着仲威平对孩

子们的好一样， 仲威平也总是念叨着学生和

家长对她的好。

“老师……哦不， 奶奶！” 谢影想跟奶奶

说话， 却误叫成了 “老师”。 对于这样的口

误， 谢奶奶早已习以为常。 因为儿子、 女儿

以及两个孙女谢影和谢雯雯都曾是仲威平的

学生， 给谢奶奶讲过太多仲威平的故事， 她

成了兰河村里最了解、 最心疼仲威平的人。

“每次听孩子们说仲老师中午又一个人

在教室里啃馒头了， 我们都不忍心。 我常让

谢影叫仲老师来家里吃饭， 可她从来都不答

应。” 谢奶奶说， “这么多年， 她为这些孩

子操碎了心， 来家吃口饭算什么呀！”

谢影和谢雯雯一直跟奶奶生活在一起，

是仲威平班里最懂事的孩子， 去年刚升入初

中。 在兰河小学读书时， 她们心疼仲老师，

默默地帮她分担， 有时早晨提前到校打扫卫

生， 有时帮低年级的孩子复习功课， 有时偷

偷在仲威平的抽屉里放两个咸鸭蛋……

一次下大雨， 仲威平到学校时， 车筐里

的馒头已经被雨水泡烂。 中午送走学生， 她

喝了些凉开水， 就开始批改作业。 “老师，

我奶奶给您烙了两张大油饼， 还煮了两个咸

鸡蛋。” 谢影和谢雯雯突然披着雨衣跑进教

室， 把一个包袱放在办公桌上， “您赶快吃

吧！ 我们回家吃饭了。” 仲威平还没反应过

来， 她们已经跑出了教室。 打开包袱， 看着

热气腾腾的大油饼， 她热泪盈眶。

20

多年来 ， 仲威平教过的学生不足百

人， 但她仍然觉得收获了很多。 除了学生和

乡亲们给她的爱， 学生们的成长也让她自

豪 。 学生孙德利德国学习归来后告诉她 ：

“我现在也在像您一样捐助失学儿童。” 考上

哈尔滨师范大学的董文涛经常说： “我也要

做一名优秀的人民教师。” 仲威平说， 哪怕

只有一个学生出息了， 也会感到幸福。

多想给儿子补上那

一课

母亲临终前她在给学生上课；连一

顿像样的饭菜都没有给丈夫做过；儿子

高考只考上了电大， 她恳求儿子原谅：

“妈妈心里不是没有你， 只是太多太多

的贫苦孩子也装在妈妈的心里。”

仲威平的家就在工农乡新一村。 新一村

被当地人称为 “头屯”， 因为是乡里距离市

区最近的一个村。 而兰河村则被叫做 “三

屯”， 距离市区十几公里。

仲威平从小在新一村长大， 由于工作原

因， 结婚后一直住在父母的老房子里。 走进

她的家里， 顿时会有回到上个世纪五六十年

代的感觉： 这么多年， 家里几乎没有添置过

新家具， 依然保持着父母当年的布置和摆

设。 房间里大红色的木柜、 淡绿色的饭桌和

凳子都是父母当年结婚时的家具。 粗糙的墙

壁上挂着

4

个镶着红边的大镜子。 镜子中间

还印有 “毛主席语录” 的红色字样。

镜子上别着一张已经泛黄的照片， 一个

梳着麻花辫的姑娘被绿叶和红花围在中间。

这张照片摄于

1987

年仲威平到兰河小学报到

的那天， 当时她只有

18

岁。 从报到那天开

始， 仲威平就再也没有离开过兰河小学。

结婚后， 丈夫把家里的大事小事都承担

了起来 。 他说仲威平是 “五多一少 ” 老

师———“走路最多 ， 讲话最多 ， 课时最多 ，

教材最多， 备课最多， 学生最少”。 同为教

师， 他能够理解妻子

20

多年来起早贪黑、 顶

风冒雨去给孩子们上课的初衷， 明白一个教

师对每个学生的不离不弃。 所以， 虽然心疼

妻子， 但他从未阻止过她作出这样的选择，

而是在家事上更多地替妻子分担， 让妻子在

家里享福。

每天早晨， 他

4

点钟起床给仲威平做早

餐； 晚上仲威平一到家， 他就马上将准备好

的晚饭端上桌； 睡觉前， 他会将烧好的洗脚

水准时送到仲威平的脚下……丈夫贴心的照

料， 更让她内疚： “我最对不起我的家人，

连一顿像样的饭菜都没给他们做过。”

仲威平的母亲患有严重的糖尿病和心脏

病。

2007

年夏天的一个早晨， 老人突然对女

儿说： “今天你别上班了， 在家陪陪我， 我

快不行了。”

她以为老人像平日一样不舒服， 吃点儿

药就会缓解。 “吃点药吧！ 过几天我就放暑

假了， 到时天天陪您。” 说完， 抑制不住的

难过涌上心头， 她几次回头看了看母亲， 含

着泪走出了家门。

她没想到，这竟是最后的几眼。上第二节

课时，仲威平看到窗外骑车赶来的亲戚，一切

都明白了。她失声痛哭，骑上车疯了一样赶回

家。但是到家门口时，灵棚正在院中搭起，她

完全认不出那是自己住了几十年的家。

这几年， 放假在家的时候， 仲威平喜欢

翻翻相册， 独自一人回忆当年和家人一起生

活的日子。 然而， 相册中出现最多的照片是

她与学生们的合影， 跟家人的却没有几张。

“每年都跟学生照相， 但没有一张和儿子的

合影。” 这也是她一直以来的遗憾。

仲威平对儿子愧疚， 不仅仅是因为合影

太少。 两年前， 儿子以

6

分之差没能考上理

想的大学， 只考上了电大。 她追悔莫及， 总

觉得自己对不起儿子。 “如果能多关心他一

点， 让他多考

6

分， 仅仅是

6

分啊！”

她期待着能有机会为儿子补上那一课，

但却发现那一课已经永远补不回来了 。 她

曾恳求儿子原谅： “妈妈的心里不是没有

你， 只是太多太多贫苦的孩子也装在妈妈

的心里。”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由受访者提供）

■

本报记者 张东

一间砖砌的小屋， 门口挂着一张白色牌子， 上面写着 “兰河小学”。

走进屋， 凉气扑面而来， 不到

20

平方米的空间里， 一半是炕， 另一半摆着

4

张课桌、

8

把椅子和一块小黑板。 一个破旧的老式办公桌上， 放着两瓶红蓝墨

水、 一部黑色的砖头收音机、 几本褪色的小学课本。

就是在这里， 黑龙江省铁力市工农乡兰河小学教师仲威平坚守了

24

年。

1998

年， 兰河小学被撤并到

5

公里以外的乡中心校， 这意味着学校

8

名贫困﹑

单亲﹑ 智障、 无人照顾的学生因上学路途遥远而面临辍学。 为了这些孩子有学

上， 仲威平留了下来。 守着不超过

8

名学生的班级， 每天讲

4

个年级的课， 嗓子

干了， 抿一口从家带的凉开水； 中午饿了， 啃几口冰凉的馒头。

24

年来， 不管风吹日晒还是雷雨大作， 她独自骑车在夏天泥泞、 冬天被大

雪覆盖的林区小路上往返。 仲威平的道理很简单： “让老师跑路， 也别让孩子

累着。” “你肯定不敢相信， 就在这条小路上， 她骑车的总长度都能绕行赤道一

圈半了。” 工农乡的乡亲们竖起大拇指说， “你算算， 她上课来回骑车

20

公里，

一年上

180

天课， 一共是

3600

公里，

24

年下来可就是

7

万多公里啊， 赤道总长才

4

万公里呢！”

在这个简陋的教室里， 仲威平守了

24

年。

孩子们把野花献给仲威平， 让她感到格外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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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图

在这条崎岖的山路上， 仲威平走了

7

万公里。

延 伸 阅 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