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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怎么爱你都不

嫌多，红红的小脸儿温暖我的心窝，点亮我

生命的火，火火火火火……”我总是固执地

认为，前两年开始弥漫在城市上空的《小苹

果》，是广场上的大妈们催生的。所以，每当

我听见《小苹果》节奏明快的旋律时，总想起

一大片一大片气宇轩昂的中国大妈；每当我

站在高楼俯瞰远处广场上花红柳绿的中国

大妈气势如虹的肢体动作时，耳畔就会蓦然

响起《小苹果》。

广场舞，大约是大妈们最擅长的肢体表

达形式了。清晨，鸟儿还没醒她们就起来

了，精神百倍地聚集在勉强能称得上广场的

地方，哐当哐当地跳将起来，直到天色大亮

浑身大汗时，才挥别散去，上菜场下厨房，忙

活一家人的早餐；傍晚，鸟儿归巢多时了，她

们还在昏黄的路灯下欢乐的旋律中一遍遍

地舞之蹈之，直到晚饭摄取的热量燃烧得差

不多了，才依依不舍地离开。我甚至想，如

果没有了这些热情的大妈，城市会寂寞的。

而有了她们，我们的城市才显得富态、热情、

自信、和谐……

网友们对中国大妈有个基本的界定：年

龄五六十岁、下岗或退休、有点钱、有点闲，

一个幸福的群体。

这从总体上概括了中国大妈。她们基

本上是一群上过山、下过乡，战过天、斗过地

的人；是一群吃过苦、受过累，奉献得多、索

取得少的人；是一群上有老、下有小，有功

劳、有苦劳的人；是一群千年媳妇熬成婆，敢

拍板、敢花钱、说了算的家庭“掌柜”人。她

们“吃过大盘荆芥”，不怕苦，不怕吓，敢与不

顺眼的人或事叫板死掐。

中国大妈的传奇，始于 2013 年的那个

春天。华尔街大鳄在美联储的授意下举起

了做空黄金的屠刀，金价应声大跌，世界为

之哗然。就在这当儿，“中国大妈”斜刺里

杀出，10 天，1000 亿人民币，300 吨黄金，华

尔街卖出多少，大妈们悉数收入囊中。华尔

街为之震动，世界五百强之一的高盛集团率

先举手投降。一场“金融大鳄”与“中国大

妈”之间的黄金阻击战以“中国大妈”完胜

收场。此后，大妈们乘胜转战，从海外房产

到虚拟货币，一度“占据”国内外舆论场。西

方媒体先称大妈为“大战华尔街的金融精

英”，又表示要将“Dama”收入《牛津英汉词

典》，甚至有外媒高呼“大妈就是中国经济的

秘密武器”……

不管曾经有多少传奇，我们必须清醒，

大妈们的这些“曾经”只是“无心插柳柳成

荫”。专家们称，购买项链、耳环之类的黄金

制品与投资黄金根本就是两码事。大妈们

只是看到飙升不止的黄金一下子便宜了恁

多，禁不住用多年攒下的体己钱买些金灿灿

的首饰，等跳完广场舞歇息的时候欣赏、抚

摸一番，以慰劳多年辛勤劳作的自己罢了。

至于“Dama”一词收不收入英汉词典，大妈

们根本不在乎。

其实，“中国大妈”远没有经济学家们高

明，而恰恰是“不确定”的社会环境中最弱小

的一群——不淡定，爱跟风，在习惯性恐慌

的支配下横冲直撞。专家们呼吁：大妈们在

保持理财热情的同时，必须增加理财知识，

以免“抄底被套”的厄运。

岁月是把柔软无情刀。一路拼下来，大

妈们不觉黄了脸面，粗了蛮腰，再没有飒爽英

姿五尺枪的范儿，再不见风摆杨柳满面春的

形儿。儿孙们一拨拨儿长大成人，挺拔的丈

夫演变成“好汉不提当年勇”的大爷了。所

以，大妈们在奉献了青春、养大了子孙之后，

买个金链子、跳个广场舞有什么大不了？让

她们开心才是最重要的。也只有大妈们痛快

了，家庭才更和谐，家里的人才更舒坦。

我们应该以宽容与积极的心态，来面对

这个淳朴可爱的群体。

总有人觉得碍眼，看不惯大妈的浑实，

见不得大妈的绿裤红袄，听不惯大妈开心的

广场舞旋律，容不下大妈的粗门大嗓，他们

侧目而视、指桑骂槐、暗中使坏，妄想将空

地、公园占为己有，将大妈的广场舞扼杀在

摇篮里……

但大妈毕竟是大妈，并不跟他们过分计

较，舞照跳、车照挤、嗓门不减半分毫。依然

关心国家大事，操心小区治安，留心青年媒

茬。

据称，“中国大妈”已经成功走出国门，领

舞世界。有网友爆料，在美国新泽西的广场

上看到三位中国大妈，正引领着美国大妈翩

翩起舞。还有人在法兰西的卢浮宫广场、莫

斯科红场也看到了中国大妈的矫健舞步。有

网友善意调侃：大妈一小步，中国一大步！

在 8 月 6 日举行的里约奥运会开幕式

上，有人看到了中国大妈——徐州 56 岁的

陈菁女士，携手巴西人民热舞拉丁，为里约

奥运会增添了一道迷人的风景，成为开幕式

上一个别致的中国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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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刘向东 本报通讯员 孟国栋

坐落在三门峡市区东南约30公里一条狭窄

深沟里的陕州区菜园乡卫家庄村，是当地有名的

贫困村。村里始建于1954年的红旗小学，已连

续三年只有两名老师，四个学生。

守望山村未来

□李霞

“竹篱笆，孤苦的竹篱笆……自己捆住
了自己，死守着那个家，你在世上竟不知活
着为个啥……”多年前李娜的一曲《苦篱
笆》，不知唱哭了多少命运多舛的女人。如
今，哼唱着这首歌，孟州市赵和镇大仇村的
柴爱荣仍双眼酸涩——幼年丧母、青年时丈
夫因故瘫痪、步入老年后，公爹又丧失自理
能力……今年61岁的柴爱荣被一个个难熬
的日子磨砺得满面风霜、瘦小单薄。

1977年冬天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22
岁的柴爱荣和24岁的李修江喜结连理。同
是少年丧母，同是出身穷苦，使得两颗心分
外容易靠拢。一年后，儿子的降生，为这个
穷困的家增添了许多欢乐。然而，意想不到
的灾难发生了：第二年冬，李修江去沙窑挖
沙，突遇窑顶塌方，砸到了他第三腰椎，导致
下肢瘫痪。那一年，儿子刚一岁，柴爱荣的
腹中还怀着尚未出生的女儿。

“这日子没啥指望了，赶紧走吧，可不敢
错打主意。修江不是还有他爹照顾吗？”好
心人这样劝柴爱荣；李修江也哭着劝她：“我
不连累你，你走吧，找个好人家好好过日
子。”然而，“咱爹年龄大了，孩子还小，我要
走了，你们这日子还咋过呢？我不走！”柴爱
荣坚定地说。

从此，一辆三轮推车伴随夫妻二人碾过
了30年风风雨雨。去田间地头劳动，柴爱
荣把丈夫背到推车上带到地头边，闲暇时，
她跟他聊天，喂他吃饭，下了工再把他推回
去，背进屋；农闲时去砖厂打工，柴爱荣对老
板提出了个条件：带着丈夫，走到哪儿把他
带到哪儿——她曾在五六个砖厂打工，瘫痪
的丈夫也随着她住过五六个砖厂，“推着老
公去打工”也成为当地的美谈；晚上在家，柴
爱荣还得糊纸盒贴补家用，她在灯下糊着纸
盒，丈夫就坐在推车上陪着她。“你能陪着我
说说话就好。”柴爱荣的嘴边常挂着这样一
句话。

两个幼小的孩子、一个瘫痪的丈夫、一
个上了年纪的公爹，一个柔弱的女人用双手
双肩撑起了这一切，个中艰辛可想而知。然
而，就连这样的日子，老天也格外吝啬：8年
前，公爹血管破裂住进了医院，出院后双手
关节变形，生活几乎不能自理，而且恰在此
时，丈夫又突发脑出血，彻底瘫痪在了床上。

三间陈旧的街屋并排放着两张床：一张
躺着老公、一张躺着公爹，轮流给两人擦屎
刮尿、穿衣脱衣、喂饭喂水成了柴爱荣每天
的功课。她再也没时间去打工赚钱，家徒四
壁、只有欠款，早已过了婚嫁年龄的儿子成
了老大难，谁也不敢登门问津。

直到有一天，一位重庆姑娘走进了这个

贫困不堪的家。她在网上认识了柴爱荣的
儿子、了解了这个伟大的母亲，毅然来到孟
州，短暂小住后，她不要一分钱彩礼、没举办
任何仪式，就融入到这个家庭之中。她说：

“我啥也不图，就图在这个家我感受到的浓
浓的爱和浓浓的亲情，嫁给他，我心里踏
实！”

大孙女降生的那天，柴爱荣开心地笑
了，从来没有笑得这么舒坦、这么纯粹：“我
这辈子过的日子都是雷霆闪电、刮风下雨，
没有一天舒心。今天，我看到了全家的希
望，苦日子我们也能让它开出一朵幸福花
来！”

把大孙女拉扯到两三岁时，儿子、儿媳
开始远赴上海打工——毕竟那些高筑的债
台总得还。柴爱荣坚守在家里，除了看护两
个卧床病人，还得照顾年幼的小孙女，可日
子过得再怎么苦，只要看到孙女那双黑漆漆
的大眼睛，苦也成了甜。

“只待花好月圆时，笑在泪里洒，哦竹篱
笆……”伴着凄苦而又充满希望的旋律，
2015年底，柴爱荣入选“中国好人榜”，成为

“中国好人”。
40个春秋的苦乐年华，柴爱荣把“爱”

放大成了中国的光荣。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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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村小学的暑假，和城里的一样长。7
月，红旗小学的一间教室和一间办公室虽已
落了锁，但学校的两个老师水孟鱼和岳建强
却保持着联系。刚进 8月，两个老师的通话

中带着几丝担忧——
“下学期这4个孩子能不能都来？”
“咱还得再去后山走走，看看有没有漏掉

了哪家的孩子。”

两个老师的坚守

第一次去红旗小学采访，是在 6 月 24
日。那天上午，水孟鱼在外面张罗租车，岳建
强在教室里讲授语文、数学。

每年6月底，菜园乡中心小学都要组织各
教学点统一考试，红旗小学的孩子们也要到镇
上去考。

红旗小学离乡中心小学11公里。水孟鱼
忙着租车，是要带学生到中心小学参加统考。
他怕路上出状况：“车况得好，驾驶技术咱得信
得过。出了啥问题，咱担不起这责任。”

今年59岁的水孟鱼，已在红旗小学任教
39年。他从这里出去上的高中，毕业回来后
就再没离开过。如今，他是这个小学的负责
人。

56岁的岳建强，是水孟鱼唯一的“兵”。
他们有着共同的经历，不同的是他在这里教了
38年书。相对水孟鱼，岳建强显得更土气：黄

胶鞋上沾着泥、小布衫儿皱皱巴巴的。不过，
这并不妨碍他激情四射地为同一个教室里两
个年级的“复式班”的孩子上课。引读、提问、
讲解，一节语文课上得丰富多彩，从质量到效
果，丝毫不亚于中心小学的课堂。

“这次我们还要拿第一！”岳建强坚定而自
信，“这是荣誉，得争。”

菜园乡中心小学下设5个教学点，红旗小
学是其中之一。

水孟鱼办公室的墙上并排挂有好几个本
子，其中一个详细记载着他们近年来在中心小
学历次会考的成绩：一次第二，其余全是第一。

“得第一”，是水孟鱼和岳建强的共同追
求，也是辛勤付出后值得欣慰的回报。

近40年时光，他们从代课老师、民办教师
做起，执着坚守直到现在——共同面对已连续
3年只有4个学生的局面。

四个孩子的梦想

红旗小学，只有一个两个年级的“复式
班”。班里，只有4个七八岁的女娃儿。这4个
山窝里的女娃儿也有梦想，她们向往未来，向
往山外的美好生活。然而，地处深山沟的卫家
庄耕地面积少，6个自然村187户 596口村民
居住分散，贫困人口达274人，是当地有名的
贫困村。尽管早就普及了义务教育，但一些村
民对孩子的教育问题并不上心。

为了使适龄儿童都能按时上学接受教育，
几十年来，每到夏秋之际，水孟鱼和岳建强都
要翻山越岭，走遍学校周边每个村庄，深入农
户苦口婆心劝说适龄孩子的家长，告诉他们上
学读书才是孩子走出山窝窝的唯一出路。

“看着娃儿们幼稚可爱的脸庞，瞧着那深
含期盼的目光，咱咋能忍心不管他们呢？”岳建
强说，“山民们最大心愿是脱贫致富。他们外
出打工挣钱，就是这个目的。你想想看，山窝
里走出去个文盲，他又能走多远？”

去年秋天学校收的第 4个学生晶晶（化
名），有些让水孟鱼和岳建强“头疼”：这个8岁
女孩是从邻村插班过来的，入学测试时语文得
6分，数学得9分。

接收晶晶，他们有犹豫：她不属于红旗小
学片区，还先天智障。按理说他们有充分理由
不接收她。“如果你们再不收她，她就没学可
上。”家长说，“我要求不高，能让她多识几个
字，将来外出不受欺负就行！”

面对晶晶家长的恳求，水孟鱼和岳建强感
受到了家长的信任，掂量出了老师的责任。不
过，他俩也真犹豫：能把她教成啥样？她的成
绩会不会影响学校的成绩？犹豫和纠结之后，
他们还是决定收下晶晶。“不能让一个适龄的
娃儿失学。不是我说大话，我和岳老师坚守在
这里就是要教好每一名学生！教100名学生
是责任，教1名学生也是责任！”

“无非是这学期我们不拿第一。”水孟鱼笑
得轻松，但这近一年时间里，他和岳建强做得
并不轻松。他们结合晶晶的特点，针对性地制
订了详细学习计划，二对一教；晶晶家离学校
有5里山路，每天放学都由岳建强护送她翻过
山岭交给来接她的家长，中午，还让她和水孟
鱼一起吃饭。而且，无论是吃饭还是送她回家
的路上，他们都不忘即时教育，从加减法到对
大山、树木的认知，一点一滴渗透。

再次考试，晶晶语文 15分，数学 69分。
学校名次虽被拉成了“第二”，但家长却激动不
已：“中，这都中！”

过了夏天，这所学校的4个孩子中将有3
个升转到中心学校就读了。晶晶也是其中之
一。前几天，水孟鱼和岳建强已和晶晶家长沟
通了几次，“那里可不比咱这里，进度快，晶晶
能不能跟上不好说。”家长也有担忧，但仍感
激：“不是你们操心尽力，她将来进城打工连男
女厕所都分不清。”

一个山村的未来

这个只有4名学生的红旗小学也曾一度辉
煌。鼎盛时学生400多名，教师26名。但现在
他们必须接受一个现实：孩子们必须到乡中心
小学上3年级。

自2013年起，由于该校地理环境差，交通
不便，没有食堂，每每派来的外地教师安不下
心，找熟人托关系先后离开。而且这几年，有条
件的家庭都把娃儿接到外面上学了，留下来的
都是家庭条件特差的，且差不多还都是女娃儿。

省里来的驻村第一书记刘东坡说，菜园中
心小学距红旗小学这11公里都是山路，接送孩
子很不方便。家长跟着幼小的学生到菜园乡租
房陪读，无形中加重了贫困山区老百姓的负
担。家长们有意见，却又无可奈何。

近几年，水孟鱼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差，患
有脑梗、心梗和腰椎骨囊肿等多种疾病。去年，
他还做了心脏手术，放了两个支架；今年又到洛
阳正骨医院住了半月院。“明年就该退休了，这
辈子就做了教育这一件事。”水孟鱼说，早些年
他看到许多老师嫌山沟里条件差，纷纷转行、跳
槽，也曾动过心，还与岳建强商量过一起离开。
但每每看到后山里每年都有适龄儿童要读书，

就一次次打消了念头。“如果我俩离开了，再没
有年轻教师愿意来这里教学，学校会荒废，一些
娃儿也肯定会因为路远而失学。”说话间，他有
意看了岳建强一眼，“明年我退休了，就剩老岳
一个人时，也不知能不能再派过来一个老师。”

“上面动过撤了这个教学点的念头。”刘东
坡说，“但无论是这俩老师还是村里人都明白，
一旦撤了，再想恢复可就难了。”

刘东坡近期一直在协调为红旗小学改善
生活用水问题。他说，不要看这个学校不起眼，
出过不少“名人”呢：有成为教授、博士、医师的，
有走上厅级领导岗位的，有成了大企业董事长
的。岳建强的儿子就是从这个小学毕业，上了
清华，现在在瑞士读博士。

这些天，水孟鱼和岳建强已经又对村里进
行了摸底排查，“今年将有3个孩子来这里读
书。”水孟鱼伸出4个指头晃了晃，“走3个又来
3个，学校下学期还是4个学生。”

“二胎政策放开以后，娃儿会多起来，让七
八岁的娃儿去 11公里外上学，显然不方便。
无论怎样，我们这个学校也要坚持下去。我们
这样坚守，说到底，是在守望未来。”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