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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长征

开学季，又想到我少年读书上学的情景。
我的小学在豫东平原一个小村庄的东

头。那时的农村学校没有水泥地面，一个
暑假过完，教室前后、操场等地全是杂草，
部分杂草长得比我们都高。因此，我们开
学的第一课是全校师生除草，进行卫生大
扫除。

除草，老师会安排离家近的一些同学
从家里带来铁锨、扫帚等工具。劳动虽说
很累，但抵挡不住大家很久不见的喜悦。
记得有个同学家的铲子过于锋利，刚开始
劳动就一不小心割破了手，鲜血汩汩地往
外冒……刚忙完“伤员”的事，另一个同学
竟把自家的牛牵来了，当时我们都惊呆
了。老师缓过神儿，问他啥情况？这个同
学竟说他家没除草工具，让牛吃草，也算除
草了……惹得全班师生哈哈大笑。

经历了两个插曲，场面很快恢复了正
常。大家边聊边干活，映着夕阳的余晖，留
下了一幅热火朝天的劳动画面。

劳动之后，我们领到了新书，晚上回到
家，我会让母亲用旧挂历给我包上书皮。
对门的麦穗家啥纸都没有，麦穗哭着让他

娘给他包书皮，他娘无奈，敲开我家的门，
向母亲说明情况，母亲就把一些旧挂历给
了麦穗娘，把我心疼了好一阵子——那时
的旧挂历，可是几个庄也难觅一本的啊！
母亲包好的第一本是语文书，那美丽的封
面、崭新的墨香还有漂亮的插图，至今令人
怀念。

第二天，大家会学着鲁迅先生在课桌
上刻上“早”字，而我的一位同学中华则不
同，刻的是“奋斗”俩字。我们笑他，他也不
和我们争论，而是专注做自己的事。他的
专注带来了奋发向上的精神和力量。他大
学毕业后返乡创业，致富不忘乡亲，据说为
改善我们小学校的教学环境，无偿捐了不
少钱呢。

放学后，我们会排好队，雄赳赳气昂昂
走出校门，没有校车，没有大人接，路队解
散后，会三五成群各自回家。

那时候的日子，现在回想起来，是快乐
和难忘的，只可惜过去的日子太匆匆。

又是金秋九月，又到开学季，看到孩子
们走进学校时快乐的身影，我很感慨，既
怀念过去无忧无虑的读书生活，又羡慕现
在 的 孩 子 们 有 了 多 么 好 的 读 书 学 习 条
件。8

“农村孩子也是喜欢读书的。
但由于条件限制，孩子们买书不是
很现实，所以我就想用自己的微薄
之力给孩子们建个书屋。”2010年，
在慈善活动中找到快乐的谷国营，
萌生了办“流动书屋”的念头。

这年秋天，谷国营先后购买了
2000多本儿童读物，建成了“漂流
书屋”——不仅本校的孩子可以借，
其他农村小学的孩子也可以。“只要
哪个学校打电话向我借，我都会把
书给他们送过去。”

如今，谷国营的“漂流书屋”已
漂流在周边 10多所乡村学校。乡
村老师关爱荣说：“谷老师的做法，
不仅缓解了农村学校图书少的窘
境，也为偏远农村的孩子送去了知
识和温暖！”

众人拾柴火焰高。这些年，谷

国营先后加入了当地一些爱心团
体，“图书募捐、敬老助残、社区服
务、扶弱济贫……这些活儿我都干
过。”

在校园，谷国营还组织师生
成立了“志愿者服务小组”，经常
组织孩子们参加各种社会实践活
动……他说，近 30 年的教学生涯
里，他心底曾不止一次有过“进城
教学”的念头。而让他打消念头
的，是那些他曾教过的孩子，“一
二十年过去，孩子们都还记得我，
我还有什么不知足的呢！”

“站着是一支红烛，燃烧自己
照亮别人；倒下了就是一支粉笔，
粉身碎骨无怨无悔。”拍打着自己
的颈椎，谷国营微笑着背诵一首
诗，如同在课堂上为孩子们读着课
文……1

□杨林防

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们村只有
小学，村里的孩子上初中要去邻村。
这个中学是四个村庄联办的，叫“片
儿中”。从我们村到学校约有四里
地，路有两条，一条土路，一条是汤河
大堤。两条路相距近百米。正常情
况下，同学们主要走土路。

每天早晨、上午、下午走三个来
回，用现在流行的“计步”算法，约有
三万步。走一趟大概需要半小时，也
就是每天有三个小时在路上。

那会儿，村里各家的日子都过得
紧巴。我们村上初中的 30多个学生
中，没几个家里有自行车，大家基本
上都是走路上学。上学走的时候，顺
路喊几个同学结伴而行，或者在村口
逗留一下，与几个要好的同学边走边
聊天。放学时，大家成群结队回家，
自然不会有寂寞感，也让乡村旷野中
多了几许欢笑，多了一些相互追打的
嬉戏画面。

一块儿走路上学，最怕落单。那
样，一个人走路会很孤单，即使跟着
人群走，也没人理，还会招来别人异
样的目光。特别是冬天，每天早上五
点半起床，起床晚的同学听到同伴
喊 ，要 赶 紧 出 门 ，不 然 ，同 伴 会 埋
怨。偶尔一次还行，连续拖拉几回，
同伴们一生气就不等了，这样，自己
落单了，走在黎明前的黑夜里，能听
到自己“扑腾扑腾”的心跳，再听几
声不远处猫头鹰的啼叫，头发都会竖
起来。

有一次，我起床磨蹭，几个同伴
一气之下提前走了。我从家里出来，
趁着月色快步前行，想着到村东口能
追上同伴或遇到其他同学，谁知错过
了时间点，不见一个同学，又怕迟到

了挨批，只得硬着头皮赶路。走到两
村中间地段，突然想起前几天路边刚
添了座新坟，心都跳到嗓子眼了，浑
身鸡皮疙瘩。快步过坟头，只觉得后
面有影跟着，吓得撒腿就跑，一股劲
儿跑到了邻村村头，才依稀听到前面
同学的说话声。这之后，我再也不敢
拖拉磨蹭了。

夏天雨后和冬天雪融时，土路泥
泞不堪，无下脚之处。这种情况下，
同学们要走汤河大堤，虽然相对远了
半里路，但走河堤是别有情趣的。河
堤是观风景的好地方，平原地区虽然
没有错落有致的景观，但走在河堤上
还是别有一番滋味。春天，看着两岸
麦田由青到黄，仿佛闻到了新面馒头
的香味；夏天，路过村头菜地，瓜果甜
味扑鼻而来；秋天，目光随着一望无
际的青纱帐而摇曳；冬天，思绪在白
雪皑皑的田野里放飞。

有时，突然一场雷阵雨会把放飞
的思绪浇个“透心凉”，这是最无奈
的。走在路上，没有避雨的地方，只
能在风雨中提着塑料凉鞋疾行，一会
儿就成了“落汤鸡”。每年进入汛期，
遇到连阴雨天气，同学们迟到或旷
课，老师不会批评。老师不仅是担心
同学们的路上安全，更为关键的是同
学们坐在土坯房教室里也是不安全
的。那些年，雨天停课一直是学校不
成文的规矩。

阳光总在风雨后。党的惠民好
政策，让乡村教育插上了腾飞的翅
膀。如今，村里的孩子早已告别了土
坯房教室，乡中学实行寄宿制上学。
我每次路过乡中学大门，满脑子全是
儿时去邻村上学的画面，轻轻翻阅，
越发感慨岁月沧桑，越发珍惜现代生
活，越发庆幸今天的孩子们赶上了好
时代。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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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刘向东 本报通讯员 许荣霈 王晓磊

秋日阳光里，雄壮的国歌声中，五六十个稚嫩
的孩子列队站在操场上，向冉冉升起的国旗行注
目礼——舞钢市红山街道办王大苗村小学的开学
典礼庄严肃穆。

“新来报到十来个孩子，我是他们的班主任。”
曾是全乡第一个晋升小学高级职称的谷国营说，
好多年了，他一直教一年级。

谷国营 48岁，有近 30年教龄。他曾被调到
其他学校任教，但几年前，他又被王大苗村的村民

“抢”了回来。
村口，和村民聊起谷国营，一个村民说：“国营

这人啊，教书育人，热心公益。”
谷国营说，他师范毕业后回到山乡，就是想为

乡亲们做点事儿。“山里的孩子需要教师……”

三伏天里，连上省电视台录节目都借别人衣
服穿的谷国营终于“奢侈”了一回：买了辆小轿
车。一连数日“练手”，他都是带着小礼物开车进
山了解留守儿童的暑假情况。20年来，从自行车
到摩托车，谷国营说，他假期和周末最喜欢干的
事，就是进山看望留守儿童……

“那个情景我真忘不掉，才七岁的孩子啊！”拍
打着不久前才做过手术的颈椎，谷国营说，十多年
前，他班上一个学生因母亲去世，父亲外出打工，
无人照顾，每天总是啃着方便面充饥。冬日的一
天，他看见这个孩子蹲在墙角，用红肿的双手拿着
一块干馍啃，脚上是一双露着脚趾的破单鞋……

谷国营心中隐隐作痛，从此他担当起了孩子
父母的角色——饭，他和这个孩子一起吃；棉鞋，
他给这个孩子买……“直到看着他和小伙伴开心
地游戏时，我心情才好了。”

善念如花，善行结果。如今这个已长大成人
的孩子在外地打工，是谷国营手机微信公益慈善
群里最活跃的一个。

20 年间，曾帮助过多少单亲孩子和留守学
生，谷国营说不上来。“记这些干吗呢？可在公益
慈善微信群里，我以前教过的学生越来越多了！”

帮助别人，快乐自己。最初从
事公益活动，谷国营基本是“秘密”
进行的，“事儿不大，也没花多少钱，
咋好意思说呢？最主要的，我真没
想过张扬这事儿。”他说，每一次帮
助他人，心中都会涌起幸福感。

谷国营萌生了一个念头：每月
从自己工资中至少拿出 200元钱，
设立一个“弱势群体救助基金”，专
门帮助那些困境中的人。“十多年
了，我坚持每月往账户里打钱。”

10多年间，谷国营的“基金”，
爱心遍及全国 10多个省——这个
基金，虽然已按有关规定进行登记
并获得了接受捐赠许可，但实际流
水账目，几乎一直是谷国营自己的
工资。“我在群里一提做公益活动捐
款时，大家都很积极，但具体到这个
基金，我从不向别人张口。今年上
半年花费的近万元，都是我自己的
工资收入。”

提起这个“基金”，谷国营说，就
是为了从事公益活动时能有一笔资
金……

早在2006年，附近村民李某身
患绝症，生命即将走到尽头。他想

为 11岁的儿子找一个新家。得知
这家人的遭遇，谷老师送去一笔“基
金”，还做了这个孩子的“代理爸
爸”……

“爸爸就要有爸爸的样子。”谷
国营还主动担起了照顾李某的重
任：每天放学后就赶往医院，陪这个
儿子照看病人；晚上就在医院备课、
批改作业……李某弥留之际，拉着
谷国营的手说：“儿子交给你我放心
了。可我还放心不下两位老人，希
望以后你能多看看我的父母……”

许多年过去了，谷国营牵挂着这
个“儿子”的生活，还会抽空到“父母”
那里看望一番，甚至住些日子……

谷国营这些年捐赠了多少钱？
“我只记得最大一笔是五千元。”近
20年来，谷国营从没有统计过自己
捐助的款项。

今年六一儿童节前夕，谷国营
一次性“认领”了 10个建档立卡贫
困户家孩子的“心愿”，花了1000多
元为他们买来足球、篮球和台灯等，

“孩子的愿望其实很容易满足，我真
心希望有更多的爱心人士能够加
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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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忘师恩

开学时节

上学路上

□范宝琛

记得我上中学时，班主任李老师的历史课幽默诙谐、
生动有趣，同学们听他谈古论今，无疑是愉悦心灵的享受。

记忆中，李老师烟瘾特别大。每逢下课，常见他蹲在
墙角“吧嗒吧嗒”地吞云吐雾。不过，课堂上的他从不抽
烟，偶尔伴着几声剧烈咳嗽，他会忽然自嘲地一拍桌子：

“男生们注意了，以后千万别学抽烟，成了大烟鬼会落下一
身的毛病……”女生听了掩着嘴偷偷地笑，男生们则跟着
起哄。而此时，李老师忽然扬起教鞭，“轻松时刻已过，请
同学们继续上课。”

上世纪 80年代电影《少林寺》热播时，我们几个小屁
孩对少林棍崇拜不已，有一天放学后，我和两个同学鬼使
神差地偷偷钻进邻村一片腊木林，想折几根“少林棍”时，
被护林员逮个正着。正值班的李老师闻讯后心急火燎地
赶来了，滔滔不绝地讲起了大道理……结果，李老师没花
钱把人“赎”了回来。不过，我们还是每人交了一份五页作
文纸的检讨书才算了事。

毕业离开学校后，有次无意中遇见李老师，话题不由
得提起当年做的幼稚傻事。李老师乐呵呵地说，“年少时
难免犯点小错，据我所知，后来的你表现一直很出色的”。

一晃 20多年过去了，李老师早已退休赋闲在家，由于相隔远了，
师生间难得见面几次。去年教师节，我约了几个要好的同学一起去
探望他。走进村子，推开那扇虚掩的门扉，李老师正挥舞着扫帚打扫
庭院，瞬间的惊喜过后，他忘情地扔掉扫帚，伸开有力的臂膀给我们
一个热烈的拥抱。

李老师苍老了许多，不过身板儿还算硬朗。我们争抢着献上感
恩老师的礼物，李老师挥挥手说，“70多岁的人了，烟酒都戒了。唉，
岁月不饶人，老喽！”

热闹的气氛在往事的追忆中不断得到渲染，李老师还忍不住破了戒，他的脸上洋
溢着兴奋，嘀咕着原来喝酒的感觉这么爽……

我们由衷地感到，无论日子多么久远，学生在老师的心目中依然重要。尽管经历
了漫长的岁月，他仍能一语道出我们的名字，满怀深情地将一次探望视为心底温暖的
记忆。

师恩，难忘！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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