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残酷的现实、一连串的打击和每天十

几次自行导尿的痛苦，把年仅26岁的我几乎

彻底击垮，悲痛欲绝的我一度自我封闭、自暴

自弃、莫名发火，甚至想到过离开人世……有

一天，我给领导留下了我最后的请求：“尊敬

的领导您好，请把我今后的工资发给我的母

亲，直到她去世为止……”接着我独自离开了

校园……当我被懂事的学生发现时，我再也

抑制不住自己的情绪放声大哭起来！悲痛之

中，我回忆着自己的成长和不幸，遗憾着自己

的梦想和人生。突然，我想起了张宝军校长

说的一句话：“现实我们无法改变，但我们可

以改变心态！”想起了父亲说的：“爸是一个牛

毛汉，望你教出成才人！”想起了爱人的陪伴

和母亲的孤独守候，想起了同事的帮助和学

生的爱戴……于是，我再次鼓起勇气选择了

坚强！

为了治疗我跑遍了南阳、郑州、北京等各大

医院，经受了无数次尿道扩张术和各种腔镜检

查的疼痛，承受了每天十几次自行导尿的痛苦，

病情不仅没有好转反而还经常地感染、高烧。

2004年10月那次感染，让我的下体红肿的像两

个鸡蛋一样坚硬，40度的高烧加上难以形容的

疼痛让我感觉到了死神的来临。万般无奈之

下，于2004年12月我做了今生最不愿接受的

造瘘手术，戴上了再也无法拔掉的引流管，贴上

了残疾人的标签。

在医院那段时间我就想：我的身体虽然残疾

了，但我的思想还很活跃，我的教学方法还不落

后。我一定要再现价值重返课堂，把自己的所

学、所悟和大家共同分享！因此，手术后半年，在

大家的期待中我再次回到了学校。学校领导担

心我的身体建议我看个门儿、打个杂儿。我说：

“我唯一的寄托就是教学，我的希望在课堂，还是

让我回到孩子们中去吧！”在强烈坚持下我如愿

以偿地又踏进了教室。

点 评

郭春鹏不幸因工

致残，但 17 年来始终

坚守在教学一线，不仅

善于“培优”，而且还努

力“补差”。他常年忍

受着病痛的折磨，把青

春全部奉献给了党的

教育事业。但山里的

孩子是幸运的，他们在

郭春鹏的教育和感染

下一个个走出了大山，

考上了大学，用所学知

识努力追求着完美的

人生。

孩子们在郭春鹏

的教育下，看似是获得

了满脑子的知识，事实

上他们收获更多的则

是良知。而这种良知，

正是从郭春鹏身上悄

无声息迸发出来的无

私、执着、责任、奉献，

这正是我们中华民族

千百年来繁衍不息的

精神动力。

知识可以改变一

个人的人生，知识可以

让一个人生活得更加

美好。知识固然重要，

但良知对整个社会而

言却是极其珍贵的，良

知不仅可以温暖我们

身边的每一个人，而且

还可以温暖整个社会，

它能让世界都会更加

和谐。

郭春鹏，就是这样

一个可敬可爱的人，他

用独特的方式演绎着

当代雷锋故事，用自己

的爱心弘扬着当代雷

锋精神，最重要的是他

用良知温暖和感动着

社会！

良知
比知识更宝贵

2015年4月9日 星期四8 编辑∶韩新愚 电话：0371-65795717 E－mail∶hnrbhxy@126.com 版式∶屈伸 校对∶刘晓丽

农村版特别报道·学习春鹏精神

的确，如果说当初选择了教师

这个职业就注定了奉献和清贫，那工

伤致残的我则更使贫寒的家庭雪上

加霜，让家人备受煎熬。为了我，劳

碌一生的七旬老母亲还在为我操劳

还账；为了我，中专毕业的弟弟被迫

外出打工，错失分配机会；为了我，任

劳任怨的爱人多年都不敢买件新衣

裳；为了我，就连我想给聪明可爱的

女儿买件礼物她都懂事地摇摇头说：

我不要，爸爸有病得买药……

我也是个平常人，我也有七情

六欲。当我听到一些冷言冷语时，

总是流着泪水在想：我是不是太傻、

太混、太自私了？因为我的不幸给

领导和大家带来这么多麻烦，因为

我的坚持连累了家人和朋友太多太

多……可是转念一想，所有的病痛

对我来说虽是人生中最痛苦的经

历，可也磨炼了我的意志、丰满了我

的人生。17年来，是大家的无私帮

助才让我重新站起；17年来，是大

家的不离不弃才让我寄予希望；17

年来，是大家的支持鼓励才见证了

“我虽是残疾，但我不是残废！”

仔细想来，这又何尝不是一笔

巨大的财富呢？所以我不后悔，所

以每当有人问我“是什么支撑着你

一直坚守在讲台，你觉得这样苦苦

坚持值得吗？”我总是发自内心地

说：“是父亲的教诲铸就了我的信

仰，是老师的教导指引了我人生的

方向，是学生的爱戴让我感受到职

业的荣光，是领导的关爱让我必须

选择坚强！”我觉得我这样非常值

得。因为，每当夜深人静耳边响起

父亲的教导、心中想起大家的关爱、

眼前浮现孩子们簇拥着我不让下课

的场景时，我是心安的、是满足的。

那一双双求知的眼神和纯真的笑脸

让我清醒的意识到：我的价值在课

堂，我离不开可爱的孩子和挚爱的

事业。我的心声告诉我：教学，是我

活下去的精神支柱；学生，是我忘却

病痛、意气风发的动力源泉！我因

孩子的爱戴而感动，因课堂的精彩

而兴奋！所以，我毅然执着地选择

了坚守清贫、坚持信仰，无怨无悔地

说自己所想的，做自己该做的，无论

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

坚守良知 为爱出彩

方城县委常委

宣传部长李锡强

“教学，是我活下去的精神支柱；学生，是我忘却病痛、意气风发的动力源泉！我因孩子的爱戴而感动，因课堂的精彩而兴奋……为
此，我毅然执着地选择坚守清贫、坚持信仰，无怨无悔地说自己所想，做自己该做的，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

2015年3月4日，我被中宣部授

予第一批“全国岗位学雷锋标兵”。

那一晚我彻夜未眠，那一晚我流着泪

水回忆起17年来的点点滴滴，有伤

痛，更有感激。感激家人、朋友、学生

的关心和帮助，更感激领导和同事的

关爱、支持和鼓励。所以，我要在此

发自肺腑地向大家道一声：“谢谢大

家！”

说真的，面对这份荣誉我很惭

愧。因为我没有什么丰功伟绩，更没

有什么惊人壮举，有的只是在自己喜

欢的岗位上，拖着残躯病体无怨无悔

的默默坚守！

1976年，我出生在一个贫寒的党员之家，

母亲是一位勤劳善良的农民，父亲是一名抗美

援朝志愿军。两岁还不会走路的我得到了父

亲太多的关爱，他常常陪在我的身边给我讲一

些似懂非懂的话，什么“百善孝为先，忠孝难两

全”“人要干啥说啥，干啥像啥，放哪哪中……”

那时的我觉得爸爸是个英雄，还是个有学问的

思想家。因此，慢慢长大的我很喜欢听他讲他

的故事、他的道理。有一次，我看着在战场上

落下肺病的他痛苦的样子，就问：“爸，你为什

么不找政府不找部队呢？”他连咳带喘地说：

“我是被你奶奶寄养出去过两次的要饭孩儿，

是党和政府救了我，我不能拖累组织违背信仰

违背良心啊！”

如果说父亲早年的家教给我幼小的心田种

下了红色的种子，那曾经精心培育过我的老师

就是在成长道路上影响着我的太阳！是他们爱

岗敬业、无私奉献的高尚师德，是他们渊博的知

识、灵活新颖的教学方法，是他们神奇的人格魅

力深深感染着我，让我茁壮成长。

1994年，我以全县中招第一名、新生第一

名的状元成绩被南阳市第五师范学院录取。

1997年我又以“河南省优秀大中专毕业生”的

殊荣完成了学业。毕业分配时，本来我被优先

推荐到县城工作。可是，当我看到贫困的家乡

师资极度匮乏山区孩子辍学严重时，当我想到

卧病在床的父亲时果断决定：到家乡最偏远的

山村支教，为贫困的家乡作点力所能及的贡

献！

在那里，年轻自信的我凭着一腔热血和激

情同孩子们“泡”在一起，忘我地工作着；尽情挥

洒着青春和汗水，为孩子们点滴进步和成长骄

傲着……只是，每当加班到深夜，眼前总会浮

现出卧病在床的父亲和佝偻着腰身日夜操劳

的母亲，心中随之泛起阵阵歉意，愧疚的泪水

瞬间夺眶而出！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一年后，我所带毕业

班的升学率夺得全乡第一。1998年秋期，我被

任命为教导主任。如果生活的轨迹一直这样发

展下去，我的人生一定会是另一种境界。可老

天却给我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一场突如其来

的工伤事故差点让我离开这个世界，离开自己

热爱的职业和可爱的孩子们。

那是1998年12月21日清早，学校升旗仪

式开始之前旗绳突然断了，几个学生正要上去

更换。我一看雾大杆滑很危险，就上前拉开他

们自己爬了上去。刚到顶端，旗杆突然拦腰折

断，猝不及防的我被重重地摔在了水泥地上。

醒来后的我浑身插满管子，下身失去知觉。我

马上意识到自己的身体废了，钟爱的事业毁

了，梦想的人生完了，巨大的反差让我的心情

一下跌入万丈深渊，伤心的泪水迅速模糊了双

眼。

我是不幸的，也是幸运的。就在我伤心至

极时，大家进行了爱心大接力，他们不仅为我捐

款捐物，而且带来了声声鼓励和阵阵感动。就

这样，年仅22岁的我带着大家的关爱，怀揣未

圆的梦想，在家人的陪伴下积极治疗，拼命锻

炼。虽然不知扎了多少针，但我忘不了爱人用

自行车带我去针灸的瘦弱身影；虽然记不清做

了多少手术，但我忘不了进手术室前那惧怕的

心情；虽然记不住摔了多少跟头，但我忘不了每

次摔倒后家人为我流泪的心痛场景……即便这

样，我也始终没有放弃，因为在我心中有一个信

念，那就是——站起来，重返课堂！

两年后，医生都不敢相信的奇迹居然发生

了，我真的站起来了。于是，我不顾医生和家人

的劝阻马上又回到了学校，又踏上了我朝思暮

想的讲台！

那时的我大小便失禁，一节课要跑几次厕

所甚至有时还会弄脏衣裤，每次大便都因干结

掏得满手鲜血，天天晚上怕多换一次被褥而彻

夜不敢睡着……尤其是冬天，弄脏的衣服不是

一件而是多层，洗又不敢洗，晒又晒不干，没办

法只好用炉子烤、用风扇吹。为此不知烤煳了

多少条被褥、床单，吹坏了多少台风扇……更痛

苦的是，每天晒被褥时像做了错事一样不敢抬

头，每次同事让一块儿坐坐我都以种种理由借

故离开；每次去厕所，我都要偷偷看看里面有人

没人……真的不敢想象，那几年我是怎么坚持

过来的，那种远远大于肉体的精神上的痛苦是

大家根本无法想象啊！

身心的疼痛常常让我看不到希望，唯一的

寄托就是学生和课堂。晚上不敢睡觉时，我会

细心地设计每一节课，从导入质疑到自学交

流，从展示评价到精讲检测，每个环节都不敢

超过10分钟，因为我要在这间隙匆匆地跑去

上厕所，以免不小心把衣裤弄脏。谁曾想，这

样的课堂设计就是十年后的课改新模式。记

得那一年我所带的二（1）班教学成绩一直是学

校第一，在与城关一初中等四校联赛中，每次

校内前20名我所教的班都在8名以上，最多一

次竟然有12名。

培优我在坚持，补差我也不放松。对待家

庭困难的学生我会想方设法进行资助和鼓励，

对待顽皮逆反的学生我根据不同情况设计挽救

方案。记得一个姓张的单亲女生，学习踏实努

力，后来因为学费问题产生思想包袱成绩下

滑。我了解情况后，除了给她买些学习用品之

外，还建议学校减免了她的学杂费，直到她初中

毕业。还有一个姓曹的叛逆男生，刚升入初中

时成绩特别好，后来思想松懈、贪玩捣乱，无心

学习。他家长找到我说：“他原来的老师说管不

了了，你帮俺救救他，俺们山里的孩子除了上学

没有别的出路啊！”同样是山里长大的我被感动

了，于是我和那个家长共同设计了一个双簧：我

让她天天带孩子来，我天天拒绝，不让他进班，

并且叮嘱家长让他回家后下地干活儿，如此反

复。不出所料，5天后那男孩声泪俱下地立下了

誓言。为防止反复，我不仅把他的座位排在第

一排，而且还经常找他谈心、给他补课，对他的

点滴进步进行表扬。看着渐渐在变化的他我常

对爱人说：“要不是年龄悬殊太小，我真想认他

做干儿子！”后来，他凭着自己的努力升入了重

点高中考上了大学。

就这样，带着对教学的挚爱我咬着牙坚持

着，幻想着有朝一日身体能够完全恢复。可

是，2002年春节开始我经常浑身发烫、莫名地

流鼻血。为了不影响学生，我一直坚持到放暑

假才去检查。谁知到医院一查，医生的诊断让

我再次陷入了绝望：过度劳累和长期憋尿致使

双肾重度积水，肾功能开始衰竭。医生说“要

想保命必须住院手术！”听到这个消息后坚强

的爱人崩溃了，苦苦守护我4年的她开始长吁

短叹；乐观开朗的父亲痛苦绝望，在我手术时

撒手人寰……

现在的我，每一次大声讲课和

大幅度的动作都会使伤口揪心的

疼痛，一天到晚引流袋都满是血

红，一天下来浑身浮肿，躺在床上

浑身酸痛。虽然天天服用抗排斥

药物，可还是会出现发烧感染；为

了不影响工作，我总是在晚上输液

治疗。即便如此，只要铃声一响我

就像上满发条的机器一样立刻精

神抖擞投入工作。

工作就像我的强心剂让我忘

却了病痛，但也忽略和伤害了家

人。2011年秋期，领导推荐我爱人

去安阳进行为期3个月的置换学

习。当时她犹豫了很久，担心我又

照顾3岁多的孩子又上课身体会累

出毛病。心里着实没底的我最后

还是说：“多好的机会啊！别担心

我会照顾好自己和女儿的。”在她

走后我把女儿送去幼儿园。刚入

托的小孩子因为不适应新环境每

次去幼儿园总是哭闹，每当孩子抱

着腿哭着说：“爸爸，你就再陪我一

会儿好吗？”我只有强忍着不舍说：

“笑含听话，爸爸一定早点来接

你。”可是就这么一个小小的承诺

我却从来没有做到过。更严重的

是，爱人刚走一个月女儿患上了严

重的流感，我边给孩子治病边上

课。半个月里我没耽误学生一节

课，可独自在家的孩子不知道哭了

多少次。在那样的心情之中我不知

度过了多少个不眠之夜。两个星期

后，女儿病愈我却倒下了……火速

赶回来的爱人哭着说：“你为什么不

早点告诉我？要是你再有个三长两

短我和女儿可怎么活呀！”就是这句

话，一下刺穿了我坚强的外壳，再也

无法掩饰心酸的泪水！

更难忘的是，2013年深冬我

作的一个决定差点成了我终生都

无法弥补的遗憾。当时母亲肺心

病犯了，我正在准备课改标兵评选

和复习备考，实在没空照顾就让她

先在家输液治疗。谁知，一天我正

在上晚自习突然接到乡村医生的

电话说母亲情况不妙。在医院里

我焦急地等待着：千万别出意外，

否则我该如何向姐弟交代，如何向

自己的良心交代！她可是为我守

护了11年家门的坚强母亲啊！见

到母亲，只听她断断续续地说：“孩

儿，不知道妈这次还能不能挺过来

了！”听到这话，悔恨的泪水瞬间夺

眶而出。入院后，为了弥补我内心

的愧疚，一天三顿饭都给她送去想

吃的饭菜，还在医院里陪她聊天，

细心照料。医生和病友看我一个

大男人给妈妈端屎接尿都说我妈

有福，养了一个比闺女还亲的孝

子。我听了之后不是高兴而是汗

颜。因为只有我知道自己的执着

坚守到底亏欠了母亲多少。有时

朋友和家人实在看不下去了就说：

“你到底是图个啥呀，你是工伤致

残由国家养着，不来上班哪怕出去

捡个废品也能贴补点药费，还能早

一点还清巨额的债务！”

忘我工作愧对家人5

坚守讲台永不言弃6

教学是寄托希望在课堂4

父亲教诲终生受益1

因工致残信念支撑2

坚持培优补差不放松3

讲台上的郭春鹏

郭春鹏正在给学生讲授正方体知识

郭春鹏在给五年级学生上数学课

□方城县杨楼镇第一小学 郭春鹏

郭春鹏讲起课来绘声绘色忘记了病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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