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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着老校长，张玉滚来到学校，走进自己当

年上课的教室，映入眼帘的依然是“破桌子，破
水泥台子，里面坐着十来个土孩子”。

“玉滚，泥巴砖头垒个灶台，顶多能用个十
年八载。咱们教学生认的每个字，他能用一辈
子。你要不来，这个班就开不了台，孩子们就得
上山放羊去。”老校长背过脸，用关节粗粝的手
揉着眼窝。

看着孩子们清澈无邪、渴望知识的眼神，那
不正是自己小时候的模样吗？难道就因为没有
老师，让他们小小年纪就失学吗？张玉滚鼻子
陡地一酸。

“老师，啥也不说了，我不走了。”就这样，21
岁的张玉滚成了一名每月拿30元钱补助，年底
再分100斤粮食的民办教师。

扁担记——
5年间，靠着一根扁担，踩着老校

长的脚窝窝，张玉滚为孩子们挑来学
习生活用品，也挑起了孩子们的希望。

在张玉滚住的宿舍里，记者见到一根磨得溜
光的扁担，两米长，黝黑发亮。黑虎庙小学的老
教师说，这根扁担不寻常，老校长吴龙奇挑了它
几十年。后来，老校长挑不动了，张玉滚接着
挑。可以说，这根扁担就是黑虎庙小学历史的见
证。

挑书本教材、学具教具，挑油盐酱醋、蔬菜大
米。张玉滚接过老校长的扁担，肩不离担，担不
离肩，风里来雨里去，冬天一身雪，夏天一身汗。

有年冬天特别冷。山里潮气大，遇冷成冰，
本来就难走的八里坡，更加湿滑难行。眼看就要
开学了，孩子们的书本还在高丘镇上。

正月初十凌晨三点多，张玉滚和另一名老师
路喜安就扛上扁担出发了。揣几个凉馍，一步一
滑地直到中午才赶到镇上。向路边人家讨碗热
水吃了凉馍，他俩又赶紧挑着几十公斤重的教
材、作业本往回走。

一路紧赶慢赶，晚上十点多，两人才走到尖
顶山顶。汗水在眉间结成了冰碴，肩膀早已磨
肿，脚上水泡连水泡，每走一步都疼得钻心。天
黑看不清路，偏偏又下起了雨，他俩实在走不动
了，就找了个山洞，把书本用油毡包起来，小心翼
翼放好。他们背靠背取暖，在一旁坐了大半夜。
第二天一早就往回走，等到了学校，两人几乎成
了“泥人”。书本却被裹得严严实实，打开来，干
干净净，连一点褶皱都没有。

从2001年到 2006年，5年间，靠着一根扁
担，踩着老校长的脚窝窝，张玉滚为孩子们挑来
学习生活用品，也挑起了孩子们的希望。寒来暑
往，他的足迹早已化作一串串动人的音符，回荡
在黑虎庙的沟沟坎坎。

2006年，通往黑虎庙的公路修好了，山里人
的出行方式终于有了改变。因为山高路险通不
了客车，很多村民买了摩托车、机动三轮。张玉
滚也省吃俭用置办了一辆摩托车。此后，他去镇
上给学校买米买菜拉教材，再也不用肩挑背扛
了。

“老扁担”谢幕，“小摩托”登场。“老扁担”身
上凝结的一代代山区教师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

“扁担精神”，也继续在“小摩托”上传承发扬。
“别看他外表柔弱瘦小，内心却有一股韧劲

儿，交待啥事儿他都不折不扣地完成。就像一头
老黄牛，你让转 100圈，绝不偷奸耍滑少转半
圈。”知徒莫若师，吴龙奇深知张玉滚的秉性。

当年盖新校，运材料格外难。正赶上农忙
季，建筑队的民工都回家抢收抢种去了，搬砖运
料就落在张玉滚他们身上。上山撬石头，下河挖
砂土，运水泥、搬砖头、平地基……起早贪黑，没
日没夜，等到崭新的教学楼拔地而起，张玉滚瘦
了一大圈儿。

全校75个孩子，40多个学生在校住宿。这
些孩子中有三分之一是留守儿童，跟着爷爷奶奶
生活，还有些孩子生活在单亲家庭，张玉滚把这
些情况摸得一清二楚。谁家孩子爷爷奶奶年纪
大了，需要格外操心；孩子们都在哪儿住，谁上学
需要接送……他都一一记在心上。

2014年 6月的一个晚上，10点多钟。正改
作业的张玉滚接到张朋爷爷打来的电话，说孩子
还没到家。6岁的张朋是学前班的学生，父母在
外地打工。学校6点就放学了，孩子咋还没回去
呢？张玉滚立刻和妻子打着手电筒去找。走了
七八里地，在路边儿发现张朋靠着大石头睡得正
香。

“孩子是走得太累了。”张玉滚看着心疼，舍
不得叫醒张朋，就俯下身子，让妻子把孩子抱到
他背上。那天，夫妻俩轮流背着张朋走了足足一
个小时。“要不是你们把孙子送回来，我这一夜都
合不上眼呐！”张朋的爷爷握着张玉滚的手久久
不放。

黑虎庙村党支部书记韩新焕告诉记者，张玉

滚虽然收入微薄，但他17年来资助过的学生就
有300多名。有他在，没让一个孩子失学。

桃李无言，下自成蹊。在张玉滚和其他老师
的努力下，在镇平县、镇两级教育部门的支持下，
黑虎庙小学顽强地“生存”着。一年一年，孩子们
从这里走出大山，有的考上重点大学，有的还读
了研究生，留在大都市。在张玉滚任教前，黑虎
庙村只有一个大学生，到现在已经有16个大学
生。

艰苦的环境，常年的操劳，张玉滚显得比同
龄人“老相”得多。很多次去镇里开会，不熟悉的
人问他：“快退休了吧？”他总是呵呵一笑。

弦歌记 ———
“白日不到处，青春恰自来。苔

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

由于学校条件艰苦,师资力量不足,张玉滚
不得不把自己打造成“全能型”教师。语文、数
学、英语、品德、科学......他样样“精通”。4年前，
张玉滚接任校长，当好“掌舵人”的同时，他又肩
负起学校教研课改的总体工作。

“不耽误一节课，千方百计上好每一节课。”
数学课上，张玉滚运用直观教学法，和孩子们一
起制作钟表表盘、正方体、长方体等教具；科学课
上，他带领孩子们去野外考察，自己动手做实验，
激发他们热爱大自然探究大自然的兴趣。学校
缺少体育设施，大课间时，他就和孩子们围成一
圈玩抵羊斗鸡，活动课还经常领孩子们去爬山。

为让山里的孩子也能说一口纯正的英语，张
玉滚自己掏腰包买来录音机和磁带，先跟着一遍
一遍学。在课堂上，他一边播一边教，有时候一
个发音，就让孩子们反复练上十几遍。张玉滚风
趣地说：“发音要练好，可不能让孩子们将来出去
了一口黑虎庙英语，让人笑话！”

“给学生一瓢水，老师要有一桶水。”这是张
玉滚的口头禅，多年来，他在教中学、学中教，无

论再忙再累，都不忘学习。他已经自学完成大专
课程，正在自学本科课程，“山里本来就闭塞，老
师不多学点，咋教好娃们？”

让张玉滚和老师们欣慰的是，这些年，在上
级教育部门和社会各界的关心下，学校的办学条
件也在不断改善，新建了宿舍楼，盖起了食堂，校
园里还搭起了乒乓球台。

“以前是‘复式教学’，几个年级混在一起上
课。现在，我们从学前班到五年级都可以分班开
课，课程跟城里孩子没啥差别。”张玉滚说。

今年春天，镇平县教体局还专门给黑虎庙小
学拨付配套资金 50多万元，用于改善教学条
件。随手推开一间教室的门，新装上的推拉式黑
板左右打开，露出一块黑亮的液晶显示屏。老教
师陈金亮一脸自豪地说：“看，我们上课也用上一
体机了！通过远程教学，我们的学生还能跟城里
孩子一同上课呢。”

教书育人，教授的是知识，培育的是心灵。
张玉滚经常带领孩子们走出去，用心感受四季光
阴的变迁，听风声雨声，看云飞雪落。

春天的山坳里，布谷声声，他领孩子们诵读：
绿遍山原白满川，子规声里雨如烟。

夏天的溪流边，蝉鸣阵阵，他带孩子们吟诵：
绿树浓阴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

秋天红叶满山，层林尽染，他教孩子们领会：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

冬天大雪纷飞，苍茫壮阔，他让孩子们体味：
燕山雪花大如席，片片吹落轩辕台。

……
这一幕一幕的美好和感动，如春风化雨，悄

无声息地滋润着孩子们的心田。
爱是最长久的润泽，张玉滚爱教育、爱学校、

爱孩子。这种爱未必回肠荡气，却是贴心贴肺的
疼惜。

学生们有个头疼脑热的，他总能第一时间发
现，他办公室的药箱里常备着感冒发烧药；有的
孩子一时交不上餐费，他就悄悄掏腰包垫上……

为了孩子，他练就一身过硬的好本领：掂起

勺子能做饭，拿起针线能缝纫，课桌椅坏了他来
修，校舍破了他来补……

2013年 10月，天还没亮，张玉滚骑摩托车
到镇中心校开会。当时山上起了大雾，在一个急
转弯处，摩托车刹车失灵，撞上一块大石头，张玉
滚摔晕过去，差点掉下悬崖。在医院住了没几
天，他就急着回学校，在妻子的搀扶下站上讲台。

“上课！”
望着讲台上头裹纱布的张老师，憨厚朴实的

山里娃喊出“老师好”后，禁不住哭成一片……

坚守记——
“前半夜想想自己，后半夜想想孩

子。思来想去，都走了，孩子们咋办？”

5月3日，天刚麻麻亮，张玉滚就轻手轻脚下
床。他这边刚起身，妻子张会云也一骨碌爬起
来。夫妻俩打着手电，出了门。朝隔壁学生宿舍
里望望，孩子们睡得正香。

走进厨房，张玉滚从橱柜里舀出米，淘洗干净，
放进大锅，倒入清水。张会云将灶里的柴火点燃，
慢慢熬煮。等到一锅粥咕嘟咕嘟冒出了香喷喷的
热气，张玉滚轻轻撇起小半勺，送到妻子唇边。

这时候，天已经大亮。张玉滚夫妇的一天就
这样开始了。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黑虎庙小学就像是一个
“夫妻店”。除了张玉滚夫妇，学校里还住着退休
返聘教师陈金亮夫妇、青年教师张磊夫妇。这种
特殊的搭档关系，是黑虎庙小学长期坚守的重要
支撑。

“坚持一阵子不难，坚守一辈子难，没有信念
的人做不到。”镇平县委常委、宣传部长周清玉这
样评价。

其实，面对微薄的工资，艰苦的环境，养家糊
口的窘困，张玉滚也曾犹豫过，想到离开。

“前半夜想想自己，后半夜想想孩子。思来
想去，都走了，孩子们咋办？”

张玉滚的父亲把儿子的纠结和不易看在眼
里。这个当了多年村干部的老党员，拍着儿子的
肩膀说，好男人就是要信守承诺，忍得住孤独、扛
得起责任。

家中兄弟姊妹五人，排行老三的张玉滚，却
是母亲最疼爱的那个。知道儿子工作忙，学校事
情多，母亲总是默默地支持他。每次家里有事，
母亲总是说，你忙你的吧，家里有我。

2017年秋天，母亲癌症晚期，在南阳市住
院。家里人都知道，独独瞒了他一个。等他接到
弟弟的电话匆匆赶到医院时，母亲已经在白被单
下静静地躺着……

张玉滚有一儿一女，因为没时间照顾，他把
两个孩子全部送到县城寄宿学校，两周接一次。
去年冬天的一个下午，该接孩子了，因为学校事
情多，他一直忙到天黑才赶过去。昏黄的路灯
下，看着孩子的身影在寒风中瑟瑟发抖，他鼻子
一酸，眼泪滚落下来……

张玉滚几乎把全部的心血都倾注在学校、把
全部的热爱都给了学生，对自己的亲人，却满怀
歉疚。他最感亏欠的，就是相濡以沫的妻子。

学校原来没有食堂，孩子们自己从家里带米
面馒头，在教室后面一间临时搭建的棚子里生火

做饭。每天烟熏火燎不说，年龄小的孩子做的饭
总是半生不熟。

2003年，食堂建好了。可是给的工资少，没
人愿意来做饭，还是开不了张。万般无奈，张玉
滚想到了妻子张会云。

“当时她在外打工，一个月一两千块钱，收入
比我高得多。”张玉滚说，架不住自己的甜言蜜语
加上软磨硬泡，妻子终于同意来学校给学生们做
饭。

2014年 5月的一天，张会云在轧面条时出
了意外，右手四个手指被机器轧折，鲜血淋漓。
等赶到县医院，已错过最佳治疗时机，落下了残
疾。望着丈夫那张因自责而满是痛苦的脸，她轻
轻地叹了口气。夫妻一场，她比谁都明白丈夫的
心。

没过几天，张会云就重新出现在学校。只不
过，她炒菜、做饭都换成了左手；见到生人，也悄
悄地把右手藏在身后……

春去冬来，尖顶山上的麻栎树绿了又黄，黄
了又绿。就这样，为了当初对老校长的一句承
诺，为了改变山里娃的命运，张玉滚一干就是17
年。

传承记——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

了一寸土地？如果你是一线阳光，你
是否照亮了一分黑暗？如果你是一
颗粮食，你是否哺育了有用的生命？”

5月4日，午后的阳光强烈得有些刺眼。上
课了，黑虎庙小学的校园静了下来。三年级教室
里传来琅琅的读书声，一个年轻帅气的男老师正
在上语文课。

他就是张磊，张玉滚的亲侄子，在这里教书
已经4年。

2007年，张磊大学毕业后,在深圳上班。不
久就认识了女友，广西姑娘余超凤。

“当时，他俩感情好得像蜜里调油。”张玉滚
笑着说。

“为啥回来教书啦？”
“还不是因为俺叔。”张磊冲着张玉滚努了努

嘴。
原来，2009年，学校一下子有3位教师面临

退休，马上春季开学了，这可咋办？张玉滚像当
初的老校长一样犯了难。

思来想去，他把“主意”打到了自家侄子身
上。

“我叔给我打电话不下五六次，几乎天天
打。”一开始，张磊没有答应。

“后来，咋下定决心了？”
“小时候我叔背我跋山涉水上学的情景，咋

也忘不掉。我是本乡本土人，不能眼睁睁看着孩
子们没学上。”张磊说。

应承了叔叔，可是咋想办法让女朋友也一起
回来呢？

“张磊跟我说回家见见老人，把亲事定下
来。”余超凤笑着回忆说，“他说老家挺好的，有山
有水。我问山多大，他说不大。没想到，跟着他
一路回来，越往里走山越高。”

回家第二天，张磊就带着余超凤来到黑虎
庙小学。“往里一看，教室破破烂烂，窗户两面透
风，孩子们冻得直哭。有个孩子连鞋都没有，脚
肿得像胡萝卜。”这个心软的姑娘看得直掉泪。
小情侣商量后决定，余超凤留在黑虎庙小学教
书，张磊到县里的石佛寺镇学玉雕手艺，挣钱养
家。

转眼5年过去了，2014年春节过后,有个老
师调走,学校又拉不开栓。张玉滚再次动员张磊
回来代几天课，没想到这一“代”就到现在。

黑虎庙小学现有教师8人，其中4名是退休
返聘的。63岁的陈金亮就是其中之一。2016年
退休后，他和老伴儿本想回到县城享几天清福，
顺便照顾孙女。因为学校总是缺教师，他干脆把
孙女接到身边，自己继续教书。

“只要孩子在，学校就在。”这是采访中，老
师们说的最多的一句话。

2012年7月，镇平县特批7个深山区民办教
师转正名额，张玉滚转为公办教师。张磊在课余
修完了本科课程，目前也已转正。

“县里正在尽最大努力解决师资短缺问题，
逐步提升山区教学质量。还给深山区教师发放
津贴，想方设法提高山区教师待遇。”镇平县委书
记李显庆说，“让乡村教师更有尊严，有回报、得
发展，基层教育才有希望，乡村才能振兴。”

对偏远的山村来说，每一所学校，就是一堆
火；每一个老师，就像一盏灯。火焰虽微，也能温
暖人心，点燃希望；灯光虽弱，却能划破夜空，照
亮未来。

5月4日下午，告别黑虎庙小学。回程途中，
伫立尖顶山头，但见满山连翘，枝叶舒展，绿意蔓
延。山谷中，那面鲜艳的五星红旗，高高飘扬，仿
佛一把燃烧的火炬，永不熄灭……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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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华县2018年城区学校建设招商信息
为落实国家教育发展规划纲要精

神，大力推进教育公平、均衡发展，彻
底解决西华县城区学校“大班额”问
题，经西华县委、县政府研究，决定于
2018 年度新建、改扩建一批城区学
校。现将各学校建设谋划情况介绍如
下，诚邀有识之士参与、合作。

一、项目概况

本次谋划建设共七所学校，具体
情况如下：

（一）红花路学校（校名暂定，以下
同）。计划选址在红花路与教育大道
交叉口东侧，占地约 110亩。四面环
路，交通方便，服务范围涵盖青华路以
西、红花路南北两侧传统人口稠密区，

生源充足。
学校规划为九年制学校和一所幼

儿园。其中九年制学校建设规模 60
个班，学位 2820 个，建筑面积 25170
平方米，预计建设费用5200万元。幼
儿园占地12亩，规模12个班，建筑面
积 4906 平方米。预计建设费用 965
万元。该项目总投资约6167万元。

（二）建设路初中。计划选址在建
设路西段路北，三星驾校西区东侧，占
地约46亩。

规划建设初中（寄宿制），规模24
个班，教职工人数57人，学位1200个，
建筑面积 18372平方米，预计建设费
用3564万元。

（三）南华路学校。计划选址利用

一职专校园改建，占地 70亩，西邻理
想城、盛宏朗庭小区，北邻西华建业城
小区，东邻周西快速通道，南邻南华
路。

学校规划为九年制学校，规模48
个班，学位 2280 个，建筑面积 20000
平方米，预计投资4127万元。

（四）女娲路学校。项目选址在贾
鲁 河 由 南 向 东 转 弯 处 内 侧 ，占 地
111.17亩。西邻贾鲁河沿河风景带，
北邻教育大道、山水家园小区，该地区
人口稠密，教育资源稀缺。

学校规划为九年制学校，建设规模
60个班，学位2820个，建筑面积25170
平方米，预计建设费用5200万元。

（五）长平路学校。计划选址在长

平路东段路南，胡辣汤产业园西侧，占
地 90亩。是西华县最具发展活力区
域之一。

学校规划建设九年制学校，规模
48 个 班 ，学 位 2280 个 ，建 筑 面 积
21000平方米，预计投资4386万元。

（六）迎宾路小学。计划选址在原
周庄小学，拥军路与迎宾大道交叉口，
占地约28亩。

学校占地 28亩，规模 24个班，教
职工人数80人，学位1080个，建筑面
积9056平方米，预计投资1778万元。

（七）职教中心迁建。
计划选址东邻吴黄路、南邻华兴

大道，西邻富士康实训基地、淘宝产业
园，占地约200亩。

学校建设规模120个班，教职工人
数200人，容纳学生6000人，建筑面积
99900平方米，预计投资1.5亿元。

二、合作伙伴条件

1.合作伙伴应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境内注册的独立法人，具有投资的相
应资质；2.具有项目相应的投融资能
力，能满足项目建设资金需求，信誉良
好，无不良行为记录。

三、合作模式

意向合作伙伴可选择以下方式进
行投资：（1）独资办学、独立经营。西
华县政府承诺在国家、省民办学校相
关政策基础上，在土地供给、教师配备

等方面加大支持办学力度；开辟“绿色
通道”办理各项手续。（2）对部分已纳
入国家“PPP”项目库的学校，双方按

“PPP”模式合作建设。（3）垫资建设，政
府回购。学校建成后，周边地块商业
价值会有大幅度提升，县政府从此收
益中优先用于建成学校的回购。

其他问题，双方可详细面谈。

四、联系方式和报名时间

西华县教育体育局
史艺高 18903871056
李中文 15290048179
报名截止时间：2018年5月31日

西华县教育体育局
2018年4月26日

黑虎庙小学航拍图⑨3 李嘉南 摄

大课间，孩子们在做广播操。⑨3 张卡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