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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近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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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摸师者教育人生

采 访 手 记

■

特约撰稿 沙月

茫茫雪域， 高原腹地， 地处西藏日喀则最西部、 海拔

5000

米的仲巴县仁

多乡， 被称为 “世界屋脊的屋脊”、 “生命禁区的禁区”， 条件艰苦、 气候恶

劣、 自然灾害频发……

普琼，

34

岁的藏族汉子， 西藏日喀则地区仲巴县仁多乡完小校长， “全

国教书育人楷模” 称号获得者， 就是在这块土地上， 用平凡和坚守诠释了他

对 “担当” 二字的理解。

学习宣传全国教书育人楷模

每月一星 �普琼

普琼：以质朴之爱坚守“生命禁区”

坚守在高原讲台上的普琼感到很快乐

“我不留下谁留下，我不坚守谁坚守”

2003

年，得知仁多乡教师紧缺，普琼主

动要求从条件较好的康马县调到仁多乡

工作。

乡里的老师们至今还清晰地记得他

们第一次见到的普琼：精瘦的身材，黝黑

的皮肤，削瘦的脸庞，憨厚的笑容。 对他到

仁多乡教书， 乡里的老师们十分不解，问

他原因，他挠挠头笑着说：“听说这儿缺老

师，我就来了。 ”

不久，人们明白了，普琼这句看似朴

实的话，是发自肺腑的决心与承诺。

到仁多乡的第三天，普琼就出现了严

重的高原反应，头痛、失眠、气喘、浑身乏

力。 老师们劝他休息一下，等身体完全适

应了再工作。 普琼却憨笑着答谢了大家的

关心，依旧坚持上课。 等身体适应仁多乡

的气候以后，他又主动要求多带几个班的

课，毅然地承担了二年级的藏文课和三年

级的数学课。 虽然工作量加大了许多，但

他备课、上课、听课、测试、批改作业、辅导

学生，依然一丝不苟，兢兢业业。

仁多乡的夏天只有不到两个月时间，

还时常下雪，需要穿秋衣秋裤御寒。 到了

冬天更是寒风凛冽，天寒地冻。 由于大雪

封山，仁多乡小学的寒假是从

12

月底放到

次年

2

月底。 寒假需要值班的时候，普琼每

年都留守，把与亲人团聚的机会让给那些

年轻教师。

一次，县教育局领导去仁多检查学校

开学准备情况，他们看到寂静空荡的校园

里，普琼正独自一人打扫校园，一群野狗

在他身旁跑前跑后。 问及学校开学的准备

情况，普琼笑着说：“都搞好了，就等着孩

子们来上学了。 ”前去检查的人看到，校区

的卫生搞好了，教室的玻璃擦亮了，课桌

椅摆好了，就连老师上课用的粉笔都摆得

整整齐齐。

在这“生命禁区的禁区”里，普琼至今已

经坚守了

7

年多，把自己的满腔热情献给了三

尺讲台，献给了渴望知识的孩子们。

白天，他和孩子们一起唱歌、打球、做游

戏；深夜，他到学生宿舍查铺，轻轻给孩子们

掖好被子。学校放假，他亲自送走最后一名学

生，独守着空荡荡的校园。 学校开学，他把整

个学校仔细打扫一遍， 然后拿着乡政府统计

的适龄儿童名单，挨家挨户劝学。

仁多乡环境艰苦，教师流动性较大。为了

让其他老师和他一起坚守，普琼以心换心，以

情动情，把同事的事情当成自己的事。同事生

病了，他嘘寒问暖，端茶倒水；同事思想有了

波动， 他与之恳切交谈； 同事的家庭闹矛盾

了，他热心协调。 在学校的民主生活会、教师

座谈会上，他鼓励大家说出各自遇到的困难，

之后， 他跑前跑后想方设法地帮助他们解决

问题。 他鼓励教师“呆一天仁多，奉献一天教

育”。 自从普琼担任校长以来，仁多乡教师队

伍一直保持相对稳定，几年来，只有

3

名教师

因身体不适调离。

7

年来，只要普琼在学校，每天早上第一

个起床的肯定是他， 因为他要为孩子们摇响

起床的铃声。 不管寒来暑往，不论雨雪冰霜，

这清脆的铃声在这所雪域高原深处的小学校

里从未间断过。

7

年来，看着学生笑，普琼也会跟着笑；看

见学生生病，普琼就忙里忙外地为学生服务。

作为校长， 他能够叫得出全校每个学生的名

字，甚至能说出每个学生的点滴变化。虽然工

作琐碎、忙碌，但同事们从未听见过普琼的抱

怨， 他总是充满活力， 脸上挂着阳光般的笑

容，守护在仁多乡的孩子们身边。

当记者问普琼为什么可以坚守 “生命禁

区的禁区”，他说：“我不留下谁留下？ 我不坚

守谁坚守？我要是离开了，把这儿的孩子交给

谁？ ”

“走进学校的孩子，一个都不能少”

“刚到仁多乡时， 家长让孩子进学校

接受教育的积极性并不高。 学生请假或者

逃学回家放牧的事情时常发生。 ”普琼说。

因此，“控辍保学”， 让每个适学儿童都能

走进学校，是当时学校工作的主要内容。

仁多乡是一个纯牧业乡，牧民教育观

念相对落后，一些家长宁愿让孩子放牛放

羊，也不愿意送他们去上学。 普琼不厌其

烦地上门动员。 平时不善言辞的他，到了

学生家里 ，讲法律 ，讲政策 ，讲身边的故

事，讲孩子的发展，讲社会的进步，用执著

和热忱感动着家长……

2003

年的一个下午， 普琼在清点学生

人数时发现仁多乡二村的一个学生刚刚

逃学回家了， 他连忙和一位同事骑上摩

托车追了出去。 路况太差， 刚离开乡政

府所在地不远， 摩托车就坏了。 二人弃

车步行了几十里山路， 摸黑找到了学生

的家。 学生家长被感动了， 同意孩子继

续上学。 从此以后， 这个学生再也没有

逃过学， 每学期假期结束后， 总是第一

个返校。 如今， 他已经成为内地西藏班

的一名优秀学生，他的家长也成了仁多乡

远近闻名的义务教育宣传员。

2005

年夏天， 正在学校上课的仁多乡

一村学生措吉被父母强行带走。 普琼得

知后， 立刻与同事赶到几十公里外的措

吉家， 耐心劝说措吉的父母， 一遍遍地

解释国家对西藏教育实行的优惠政策 。

措吉的父母坚持认为， 女孩子没有必要

上学， 只要能放牛放羊就可以了。 普琼

说 ： “即使是放牛放羊 ， 也得有知识 、

懂科学， 有知识的人放牛放羊也会做出

大名堂。” “软磨硬泡”了大半天，普琼最

终说服了措吉的父母， 把措吉带回了学

校。 现在，措吉已经是一名高二学生了。

2006

年

8

月，招生工作又开始了，这是

一年中最繁忙的日子。 普琼和同事去三村

招生，一位固执的家长不管怎么动员就是

不同意让孩子上学。看看实在无望了，普琼突

然拿起牧民家桌子上的一盒药， 对学生家长

说：“这盒药不能吃了，吃了治不了病，还对身

体不好。 ”家长问原因，他指着盒子上印的保

质期对家长说：“这盒药已经过期一年多了。

这就是你没上学的后果。 你要是不让孩子们

上学， 那以后你们全家的生活还会有很多不

便。 ”见普琼老师讲得非常有道理，家长最终

同意孩子上学了。

这些年来，为了实现“走进学校的孩子一

个也不能少”的愿望，走村串户、忍冻挨饿地

去劝学，对普琼来说已是家常便饭。这些还不

是最困难的，露宿野外的时候，漫漫长夜，一

个人在凄冷的荒野独守篝火， 阵阵野兽的嚎

叫声从四面八方传来，那种孤独、恐惧和无助

是常人无法想象的。

2010

年， 新学期开学了， 县教育局要求

各校对学生到位情况日日上报。 当时， 由于

信号发射塔发生故障， 仁多乡与外界失去了

联系。 让县教育局同志感到纳闷的是， 普琼

每天都能正常向教育局报告情况。 县教育局

的同志们深入了解情况后才知道， 原来普琼

每天都骑着摩托车跑

30

公里， 到相邻的有手

机信号的阿里地界上， 报告学生到位的准确

数字。

仁多乡地域辽阔，

5

个行政村

13

个自然

村分布在

400

多平方公里的苍茫草原上， 牧

民们居住得很分散。 为了 “一个都不能少”，

开学前的那段日子， 普琼常常骑着摩托车，

奔驰在茫茫荒野上， 把孩子们一个个接到学

校。

2010

年， 仁多乡完小一年级招了

70

多个

孩子， 第一次分成了两个教学班， 在校生也

达到了历史最高的

231

人。 如今， 仁多乡成

为全县

13

个乡镇中适龄儿童入学率最高、 巩

固率最好的乡镇。 仁多乡也多次受到上级党

委、 政府的表彰。 学校会议室墙上的一面面

锦旗、 学校德育室里的一本本获奖证书， 凝

聚了普琼多年来的心血与汗水。

“既然选择了， 就要自觉担当”

普琼的家乡康马县是一个半农半牧县，

父母和姐姐都是农民， 他是家里唯一的男

孩。 老父亲常年患病， 母亲已经年迈， 平时

照顾老人的主要是姐姐。 孩子出生时， 普琼

也没能守在妻子身边。 但是他却从没有想过

要离开。 不仅如此， 他还把妻子、 孩子都从

康马带了过来， 并坚持让自己的孩子在仁多

乡完小上学。 他用这种方式证明自己坚守的

决心， 给家长、 老师和学生带去了信心。

妻子没有工作， 普琼从未向组织提出过

要求。 学校有过招收临时工的机会， 他把机

会让给了别人。 他说： “我们家有我一个人

的工资就够了。” 可是，

10

元钱一大袋的牛

粪， 普琼却舍不得买， 硬是让妻子背着背篓

去草原上捡拾。 “

5

·

12

” 汶川地震后， 普琼

在第一时间向灾区捐了

1000

多元。 几年来为

了 “劝学” 花费的交通油料款， 他一分钱也

没有报销过。 一次， 教育局的工作人员忍不

住问普琼： “你怎么就没有报销的票据呢？”

普琼告诉他们， 要报销的钱不算多， 自己老

是忘。 “捡牛粪的校长夫人” 说出了大实

话， 普琼 “对公家大方， 对自己吝啬”。

2008

年以前， 仁多乡完小的校舍破旧不

堪。 为改善办学条件， 普琼动员老师们自

己动手， 改变学校面貌。 为了坚持举行升

旗仪式， 他们自制旗杆； 学生宿舍漏雨了，

他们自己动手修补 ； 为了丰富体育活动 ，

他们自制篮球架； 学校牛粪不够了 ， 他们

自己去捡……

每学年开学， 不少学校都要求教育局解

决课桌椅， 但仁多乡完小几乎没有要求过，

县教育局领导问普琼原因， 普琼说， 他以前

学过木匠， 那些坏了的， 暑假都修好了， 还

能用。

由于地处偏僻， 教学设施相对落后， 不

要说仁多乡的孩子们， 学校有几位老教师都

没见过电脑。 于是， 普琼自费购置了一台笔记

本电脑， 供全校师生免费使用。 他还兼任了学

校的电教员， 他的家成了学校的电教室……

担任校长以来， 普琼在全县范围内率先建

立健全了教学奖惩制度、 教职工考勤制度、 逃

辍学生追回制度、 后勤和三包管理制度、

24

小

时值班制度。 他经常深入课堂听课， 及时了解

每个班级的教学状况。 他还狠抓教学管理， 建

立完善了学生会组织， 在班级管理上开展了

“班干部轮换制” ……

在政府的重视下， 在普琼和全校教师的努

力下， 如今的仁多乡完小， 已经配备了教学电

视机和教学光盘， 有了电脑等现代化教育教学

设备。 乡政府在光伏电站电力紧张的情况下，

优先为学校通了电。 学生终于看到了电视， 看

到了以往在书本中才能看到的高楼大厦， 看到

了丰富多彩的现代生活……

对于自己的坚守， 普琼这样解释： “既然

选择了教育事业， 我最大的情就是对教育事业

的忠诚之情， 就是对农牧区孩子们无怨无悔的

奉献之情， 就是对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的自觉

担当之情。”

7

年来， 普琼多次受到县、 地、 自治区的

表彰奖励。

2010

年教师节， 他荣获 “全国教书

育人楷模” 称号， 受到了胡锦涛总书记的亲切

接见……

在北京参加授奖仪式后， 北京、 成都、 拉

萨、 日喀则、 仲巴县的各级领导都劝他在那里

多呆几天， 普琼一一婉言谢绝， 他着急回到学

校去， 他的心在藏区的孩子们身上。

带着荣誉， 也带着更加坚定的信念、 更加

执著的追求、 更加赤诚的心 ， 普琼回到了仁

多， 回到了草原、 雪山的怀抱， 回到了乡亲们

热情的笑脸和孩子们的欢声笑语中， 继续在茫

茫雪域高原深处默默坚守， 继续在平凡的岗位

上书写着他艰苦而又美丽的教育人生……

“喜欢看牧区孩子红彤彤的脸”

在普琼看来， 守着仁多的孩子们， 为仁

多的孩子们做事情， 就是与自己的家人在一

起， 就是为自己的家人做事情， 天经地义。

由于地处牧区， 居住分散， 所有学生都

必须寄宿。 老师们除了教育教学外 ， 还要

“给孩子当父母， 吃喝拉撒睡全都要管”。 仁

多乡没有蔬菜， 所有蔬菜都要到

470

公里外

的县城去买。 不管有多难， 为了让学生吃上

蔬菜， 普琼为学校食堂专门制定了菜谱： 早

饭是糌粑， 午饭必须是荤素搭配的两个菜，

晚饭是面食。

仁多乡的气温常年偏低，到了冬天，学生

们常常被冻得手脚发麻，握不住笔。 普琼说：

“每当看见有学生因为穿不暖和，冻得直发抖

时，我心里就特别难受。”每个学期，他都会自

己出钱， 给家庭经济困难的孩子买些御寒的

衣物。 他自己也记不清楚在孩子们身上花过

多少钱。他说：“我也是一位父亲，哪忍心看着

孩子们受冻呢？ ”

2008

年

8

月

25

日晚上，仲巴县发生了里氏

6.8

级的地震，震中距离仁多乡不远，学校震

感强烈。 那时仁多乡学校的房子正在申请危

房鉴定。 地震发生的瞬间，普琼大喊了一声：

“糟糕，快，去宿舍！”话音未落，他带头冲向了

学生宿舍。 等到学生们全部安全转移到了操

场，普琼擦擦汗，开心地笑了。那一刻，所有老

师都感受到了什么叫爱， 这种爱来源于生命本

身，又远远超越生命的局限。

普琼是一校之长，是全校职称最高的教师，

按理说，他可以住全校最好的房子。

2009

年学校

校舍改造完工以前， 普琼一家四口挤在只有

16

平方米、全校最破旧的一间房子里。 一天，学校

后勤主任找到普琼说：“有个临时工辞职不干

了，他的房子空出来了，你搬进去吧。 ”普琼却

说：“今年县里说有新老师来，给他留着吧，我凑

合着住就行了。 ”

2009

年

5

月的一天， 普琼突然背部绞痛，豆

大的汗珠浸透了衣服。 他忍着巨痛在路上辗转

两天后才到达日喀则的大医院检查， 诊断结果

是肾结石， 必须马上手术治疗。 术后不到一个

月，普琼就提前出院回到了学校。 大家问他怎么

不多休息几天，他说：“想孩子们了。 ”他一回到

学校， 孩子们便纷纷围上去说：“普琼老师回来

了！ ”“普琼老师，你怎么走了那么多天？ ”“普琼

老师，我想你了！ ”“普琼老师，你不在的时候我

没有逃学”……

2009

年

7

月， 考虑到普琼的身体状况， 县

教育局决定把他调到县教育局工作， 改善一下

他的工作生活环境。 征求意见时， 普琼说希望

考虑一下。 后来， 普琼给领导的回复是， 他更

喜欢和孩子们在一起， 他喜欢看到牧区孩子们

红彤彤的脸庞……

教书育人不仅是我的职

业，更是我的事业。

离开学校和学生们一

天， 我就会感到心里空落落

的。

我最大的职业成就感是

在广袤的草原上， 我们仁多

乡所有学龄儿童都来上学

了。

在这里， 我的聪明才智

可以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

我的人生价值可以得到最大

程度的体现。因此，我选择了

坚守。

教师最重要的品质是爱

与忠诚。

看到学生们一天天进

步、老师们一天天提高、学校

一天天发展，我感到自豪，感

到幸福， 感到浑身有使不完

的劲。

教师要甘愿奉献、 自觉

奉献 、 无私奉献 。 只有这

样， 才能真正体会到教师职

业的神圣与崇高、 光荣与幸

福。

普 琼 说

普琼和他的学生们

他的爱

在平凡质朴中闪光

采访普琼， 很像是在雪山和草原

间的一次长途跋涉， 质朴无华中不时

会出现一道感人的风景。

普琼性格内敛、 不善言谈 、 真诚

朴实， 和仁多乡小学西边那美丽的仁

青秀木措一样 ， 平静淡泊 ， 透明质

朴。

办公室就是他在学校的家 ， 没有

什么像样的家具陈设。 进门靠墙处是

一条低矮的藏式长 “沙发 ”， 靠着火

炉破旧的藏式茶几就是他的 “办公

桌 ” ， 另 一 边 是 一 张 简 单 的 床 铺 。

“办公桌 ” 上放的电脑是学校里唯一

的一台， 普琼告诉我， 可惜的是那里

每天只能供电几个小时， 师生们可以

用电脑的时间并不多。 他的床头放着

大约半米高的一摞书， 普琼说， 那是

他的宝贝 。 他看我诧异地盯着 “沙

发” 前放着的一块木板， 解释说， 水

泥地面， 冷， 怕坐在那里学习的孩子

们冻着了脚。

普琼大多数时候称呼学生为 “孩

子”， 在校园里， 不时能看到他忙前忙

后的身影。 他和老师们说得最多的一

句话是 “照管好孩子们”， 眼神里流露

出父亲般的慈爱。

当我提出看看他的荣誉证书时 ，

普琼显得有些不好意思了。 磨蹭了一

会， 他从柜子里拿出一个布包来， 打

开， 里面全是获奖证书和奖章。 那时，

他的表情十分平静， 好像在说 “其实

这没有什么的”。

谈到他的家庭和生活 ， 他的话也

不多， 大多时候是微笑一下， 点点头

或者摇摇头， 像个腼腆的小姑娘。 谈

到学校这几年的发展， 普琼有些兴奋，

说， 到县城初中去上学的学生个子越

来越低了， 成绩越来越高了。

普琼的故事， 我大部分是从老师、

学生和家长那里了解到的。

牧闲季节， 我在校门口遇到来看

小孙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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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老人扎西旺堆， 谈起普

琼， 老人竖起大拇指说： “把孩子交

给他放心， 孩子在学校里吃得好， 穿

得好， 有老师疼着。” 仁多乡党委书记

尼玛顿珠说： “普琼是学生的贴心人，

说得少做得多 ， 热爱教育 ， 很痴心

的。” 曲珍是

2006

年分配到学校的英语

老师， 聊起普琼校长时说： “他是学

校里起得最早、 睡得最晚的人。”

普琼很平凡， 很淳朴 ， 他所做的

一切琐碎而细微， 在一些人看来， 这

些事情很多人都能做得到 、 做得好 。

但是， 普琼正是在平凡中创造了崇高，

在淳朴中展现了品格 。 在普琼看来 ，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 人民教师， 他做

这些事情， 是理所应当的， 是自己的

职责与使命。 令无数人感动的， 正是

纯朴的他对教育事业的这份忠诚， 对

教师职业的这份投入， 对学生的这份

真情。 也正是这样的情怀， 使他无怨

无悔地在仁多这片 “生命禁区” 毅然

坚守、 默默耕耘、 无私奉献， 顽强且

执著地描绘出美丽的教育人生。

（沙月）

“

”

站在

10

厘米厚的积雪中， 普琼

望着晨跑中的学生。

普琼与学生一同嬉戏

普琼亲自给学生做饭

普琼叮嘱学生不要浪费粮食

普琼的“孩子们”在夕阳下露出笑容

（本版摄影 傅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