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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
那几年，白金和艺术团志同道合的朋

友们一起在全国各地演出，甚至出海岛下
基层到祖国的边防线上为战士们慰问演
出。青春年华里，他用音乐和才艺谱写了
华丽的乐章。

2012年6月，白金临近毕业。此时，
艺术团接到美国邀请。因为白金出色的表
现，他被团长推举参加此次的出国演出学
习。

白金很开心，这是一次很好的学习机
会，也更能开阔眼界。他渴望着在异国的
舞台上展示中国艺术的奇妙，也把中国的
传统文化更好地推向世界。

人生似乎到了新的高度，五彩斑斓的
未来正在向白金招手。

一次演出，他改写了人生的轨迹

出国的日期已定，白金回家办理护照
等出国手续。他将这个好消息告诉了家人
和朋友，大家都为他感到十分开心。辛苦
一辈子的父母更是觉得扬眉吐气，无限欣
慰。

一个好朋友知道他回来，邀请他去主
持一个贫困山区留守儿童的爱心募捐活
动。本身就热心公益的白金高兴地去了。

命运的转折可能就在一瞬间。
白金上学后其实很少再回家乡，前些

年父母靠着打工的钱在县城置办了房子，
白金基本就没有再回过村里了。他对家乡
的情况也不太了解，他简单地以为这些年
经济快速发展，乡村的面貌也已经焕然一
新。

可是当白金看到山区孩子的现状时，
他的内心受到了强烈的震撼。依旧是简陋
的校舍，朴素的衣衫，童真迷茫的脸。这些
年，山区也在努力地前行，但由于地处偏
远，交通不便，山里的人走出去一拨又一
拨，留下的依旧是贫困不堪。乡村孩子依
旧在贫穷和落后的边缘行走，师资力量极
为薄弱。一个老师常常身兼数职，音乐和
体育老师基本没有。

但没有，并不代表孩子们没有需求，
没有兴趣，没有向往。一张张稚嫩的脸上
写满了对外面世界的渴望，对艺术的新奇
和向往。白金自己也从这个年龄阶段走
过，他似乎看到了曾经的自己。

他在那一瞬间意识到了山区教育的
贫瘠，感悟到了教书育人的重要意义，对老
师这个职业有了新的理解。

离开时白金不舍、纠结、彷徨，灵魂深
处仿佛有个声音在呼唤：别走了，留下来帮
帮这些孩子。复杂的心情伴随着回程的
路，在颠簸中冲撞、在转弯中选择、在前进
中交替。车窗外的不是风景，是孩子们那
一双双纯净、惊奇、渴求的眼神。

“外面的世界很精彩，你还有很多未
完成的梦想。”

“人的青春最宝贵，把青春献给孩子
们更有意义。”

“我要帮助这些孩子走出大山，改变
命运。用我微薄的力量去照亮孩子的路，
这才是人生最大的价值所在！”

他在心底暗暗做了决定，留在山区，
做一名山村教师，尽自己的努力来帮助这
些需要他的孩子。

山路蜿蜒曲折，白金却清晰地看到了
前方的光。

可是当他把这个决定告诉家人时，却
遭到了全家人的极力反对。父亲气得要打
他，母亲也是反复地规劝，亲戚朋友都打来
电话你一言我一语地批评指责。

父亲说：“我供你读书这么多年，就是
想让你从山里走出来，山里真是太苦了。
你是哪根筋想不明白，竟然还要再回去。
你不是丢我的脸吗？”

母亲说：“我们没指望你今后有多大
本事，只是想让你以后日子过得好一点，让
我们省点心。你做啥都行，就是不能做老
师，辛苦不说工资还少得可怜……”

家里的伯伯劝他：“你还年轻，以后的
路长着呢。去山里当老师，可能一辈子都
回不来了。千万别做让自己后悔的事。”

那一段时间，白金的手机接了不少电
话。亲戚朋友得知他放弃出国想回山里做
老师都觉得他是脑子进水了，苦口婆心地
劝他，试图让他回心转意。

团长听到这个消息后也很意外，反复
地和白金沟通，再三地挽留。他清楚地知
道白金的才华和隐藏的潜力，未来的路光
明万丈。而白金此刻的选择无疑是在自毁
前程。白金说他已经想清楚了，他想去最
需要他的地方。团长最后无奈地说，艺术
团的大门永远对你敞开，什么时候想明白
了随时回来。白金感激中带着愧疚，他终
究是辜负了团长的厚望。

比起劝说，更让白金困惑的是周围朋
友的冷嘲热讽。他们不能理解白金的选
择，在城市待习惯的他们也无法想象一个
好不容易走出山村的孩子再重回山村的执
着。

他们说那些都是伟人做的事情，我们
都是凡人，做好自己，改变自己的命运就够
了。

前面是一座山，挡住了白金的路。他
的内心也在各种斗争，一会是繁华如梦的
城市，一会是安静恬淡的村庄。一会是父
母恨铁不成钢的失望，一会是孩子们饱含
期待的双眼。

夜里，白金辗转反侧。
这时朋友又邀请他一起去盛湾镇泰

山小学进行爱心捐赠。在活动中，他了解
到因为缺少专业的音乐老师，孩子们即将
毕业了，连一节音乐课都没上过，能上一节
音乐课成了孩子们最大的心愿。白金当即
决定，帮助孩子们实现期盼已久的心愿。
这一节课，白金上得特别认真，站在三尺讲

台上，台下一张张稚嫩的脸和一双双欣喜
的眼让白金深情又投入。他和孩子们沉浸
在音符中，感受着心与心的交流。原本计
划两节的音乐课上了两个多小时。

暮色降临，为赶上最后一班船，白金
和朋友们不得不离开。

身后，孩子们唱着刚刚学会的歌曲，
依依不舍地送别他们。清脆的童音在大山
深处回荡，白金坚定了自己的想法。

他给母亲打了个电话，再次表明了态
度，希望家人能够理解和支持。

母亲无奈答应了，并劝说父亲尊重了
他的选择。

新的人生刚刚启程，白金无比期待
着。

用心用情，他逐渐走进孩子的心里

白金留下后，先在淅川县第一初级中
学做了五年的代课老师。五年里，他在教
好学生的同时一直坚持做公益，常常去山
区参加爱心捐赠和义演。

2017年，白金通过招教考试，终于成
为一名人民教师。他放弃了离县城近条件
好的学校，主动要求去了家乡所在地西簧
乡崖屋中心小学。

西簧乡崖屋村是典型的贫困山村，这
里四面环山，位置偏远。教学生活条件差，
生活条件艰苦。但白金壮志满怀，信心百
倍，他终于盼到了这一天。他带着无限的
责任感和使命感走进了崖屋中心小学。

可很多事情看起来简单，做起来却并
非易事。

此时的崖屋中心小学仅有一栋教学
楼，学校共有90多名学生，六个年级，连校
长王长金在内共7个老师。每个老师都要
身兼数职，语、数、外和班主任一肩挑。很
多年轻教师听说分配到这里，就直接放弃
工作了。有的老师咬咬牙来了，也待不了
多久就又走了。有时候，一学期就要换四
五个老师，学生还没适应就又走了。频繁
地更换老师严重影响了学生的成绩，整个
学校的成绩在全乡排名倒数。很多家长都
在考量让孩子换个学校，哪怕离得远点，至
少能保证教学质量。

可是，白金来了之后，这些家长慢慢
都打消了这个念头。并且还有些在外务工
的家长听说后主动把孩子转回来上学。白
金这个名字很快传遍了崖屋村。

白金都做了什么呢？一个老师的力
量可以改变一个学校吗？

开学后第一次摸底考试，白金看着试
卷气得发抖。他难以相信自己的眼睛，他
更无法理解学生的成绩为什么差到这种程
度。四年级的学生竟然还有考二十多分
的。简单的加减乘除运算都不会，语文作
文写得更是一塌糊涂。关键问题是，孩子
们对于这样的成绩无动于衷，好像不会是
很正常的事情。对于学习也没有什么动力
和兴趣可言。此刻，白金意识到肩上的担
子有多重，山村教育的路有多崎岖。

但他更多的是沉沉的担忧。对于农
村孩子来说，知识是唯一的出路，也是改变
命运的最佳途径。

这么小的孩子根本不懂得知识的宝
贵，可是书到用时方恨少，等到醒悟时一切
都已经来不及了。知识型社会，对于文化
的需求越来越高。只有把基础打牢，以后
才能攀登上更高的山峰。他们不懂，是因
为他们还是孩子。白金作为老师，他有责
任和义务教他们懂得这个道理。

青少年阶段是人生的“拔节孕穗期”，
最需要精心引导和栽培。1~12岁正是孩
子接受能力最强的时候，也是打基础的关
键阶段。“蒙以养正，圣功也”，白金暗下决
心，一定要教给孩子们正确的思想，帮他们
打牢基础，引导他们走正路。

只要孩子们肯努力，一切都还来得
及。他也从孩童时期过来，明白孩子们贪
玩的心性。他决定先和孩子们做朋友，充
分调动孩子们学习的兴趣，让大家先接受
他，才能听进去他说的话。

他来之前，学生们的体育课基本是空
白，简单的跑跑步做做操而已。白金先教
孩子们踢足球，打篮球。他耐心地给孩子
们讲动作要领、赛场规矩。小朋友们学得
很快，很快就踢得像模像样，满头大汗，不
亦乐乎。

校长王长金看着孩子们开心的样子
也高兴极了，拍了很多照片做了“美篇”发
到了网上，得到很多人点赞。但也有人注
意到，孩子们连双像样的球鞋都没有，很多
孩子都是穿着破旧的拖鞋在踢球。

但这一点都没影响到孩子们的热情，
即便摔倒了也是很快就爬起来，继续欢天
喜地地玩。山里的孩子本来就像满山的金
银花一样，坚韧不拔，吃苦耐劳。

其实看到的不只是群众，细心的白金
在第一次踢球时就看到了孩子们的窘迫。
他知道不能因为课余爱好给家长增加负
担，他想办法联系了爱心联盟。

爱心联盟经过协调，很快给孩子们送
来了一批球鞋。尽管不是很好的品牌，但
孩子们已经如获至宝。运动场上的身影更
活跃了。

孩子们在白金老师一次次扶起，一次
次擦汗，一点点耐心教导下，慢慢放下戒
备，开始主动叫他白老师。白金讲课时也
开始专心听讲了。

白金看到学生们的变化，心里乐开了
花。但他知道这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

课间，他看到学生们有点疲惫，就给
大家表演魔术，孩子们看着一个个圈圈在
他手里变来变去，欢呼雀跃。

他们的注意力真的被吸引过来了。
白金问大家，你们想学吗？只要好好学习，
我就教你们。课上我们认认真真地学，课
下我们就高高兴兴地玩。

孩子们越发喜爱白老师，放学后也不
肯回家，总是围着他问这问那。白金开始
把学生组织起来补课，集中补课加个别辅
导。每个孩子对症下药，什么不会补什
么。基础很差的就从小学一年级的课程开
始补，一遍一遍不厌其烦地教，直至教会为
止。

学生李然说起来白老师，还记得他给
学生补课的样子。她说从来没有老师像白
金老师这么耐心过。讲一遍两遍还行，还
不懂的话老师就生气了，但白老师的字典
里好像就没有厌烦两个字。他会一直讲，
直到讲到学生明白为止。

他一直相信，没有教不好的学生，只
有不会教的老师。

白金的字典里是“一个也不能少”。
有个学生，先天智力残疾，考试时都是胡乱
画的，连自己的名字都需要老师替写。也
跟着大家从一年级读到四年级，但还是什
么都不会。所有老师和同学也都以为这很
正常。唯独白金没有放弃。

他苦口婆心地和他谈心，告诉他所有
学生都是一样的，别人能会他也一定可以
的。只要肯用心学，他会帮他一起努力。
就这样，白金一个拼音一个拼音地教，一个
数字一个数字地讲。他手把手地教他写
字，写了一张又一张。夏天闷热的教室里，
白金的T恤衫湿漉漉地贴在身上。他拿着
蒲扇给学生扇着，全然不顾自己的大汗淋
漓。小手写累了，白金给他揉揉手，让他歇
一会儿，给他拿几块西瓜吃吃再继续学。

他还给学生讲了张海迪、史铁生之类
的自强不息的故事，鼓励他的信心，激发他
的斗志。

在白老师的努力下，这个所有人眼中
的“笨”学生终于认清了26个字母，学会了
写自己的名字。

他开心地手舞足蹈，逢人便说自己会
写字了。

白金买了笔和作业本奖励他，还在班
里表扬他很多次。他告诉班里的同学，对
待所有同学都要尊重。人格永远是平等
的。对于弱势群体，我们有的不应该是嘲
笑，更是应该给予更多的帮助。

要永远保持内心的光，因为你不知道
谁会借此走出黑暗。

这个学生后来学习依然很吃力，进步
缓慢，但一直在坚持努力，知识对他至少不
是完全的空白和陌生。

山村的天黑得很早，来接学生的家长
站在窗外，看着谆谆教导的白老师和认真
学习的孩子们，心慢慢放回了肚子里。

白金总是细心地关注每个学生的情
况，也把每个学生都放在心上。刘金贤和
曹雨欣两位同学的学习成绩一直不太好，
之前的考试几乎从来没及格过。白金把他
们两个作为重点帮扶对象，安排他们坐在
讲桌两侧，随时关注着他们的学习，督促他
们。课堂上，别的学生讲一遍就会的问题，
白金要给他们反反复复讲上七八遍。在白
金的努力下，他俩的成绩都提了上来。

李清楷同学的成绩一直在中下水平，
作业也很少完成。白金到他家去做家访，
和他的爷爷奶奶认真地沟通交流，找到问
题症结。共同督促他的同时，还安排了老
师来帮助他学习。一段时间以后，他的语
文、数学均达86分以上。以前都是站在领
奖台下，看别人领奖，为别人鼓掌的他，现
在竟然站到了领奖台上，得到了大家给他
的掌声。李清楷高兴坏了，捧着奖状回家
后，爷爷奶奶也很激动。李清楷的爷爷每
次见到白老师，都要紧紧地握住白老师的
手，一个劲地感谢白老师把学生们的成绩
教得这么好！杀年猪时，他还特意跑到学
校来邀请白老师去家里坐坐。白老师笑着
说，这都是老师应该做的事情。

李一航同学很聪明，可学习就是不踏
实，每次考试成绩都不理想。白金经常拉
着他聊天，给他讲外面世界的精彩。一天
早上，李一航同学起床晚了，担心上学迟
到，没吃早饭就来了。白老师得知后，给他
做了一碗热气腾腾的鸡蛋面。李一航吃着
面，眼泪掉进了碗里。他上课再也不捣乱，
开始认真听讲，成绩很快就提升了。

李天灏同学在和伙伴们做游戏时不
注意，弄伤了自己的手腕。他右手暂时无
法写字，落下了一堆的作业，心里很是着
急。白金就一直安慰他不要着急，好好休
养，等伤好了，再慢慢做。白金还让同学们
帮助他的日常生活和学习，等他好了还给
他专门补课。

白金教过的学生经常回来找他，或是
请教问题，或是谈心解闷。他没教过的学
生也慕名而来，白金都一视同仁地对待。
白金常对学生们说；“不管坐在哪里，你们
都在我的心上。”

他的努力没有白费。期末考试时，班
里学生的成绩从最低分20多分提高到79
分。这50多分的背后是白金用了无数课
余时间换来的。改完卷子后，他像个孩子
一样在办公室里跳了起来。他为学生的进
步由衷的高兴。

学生李俊博说，在课堂上，我们不懂
的题，老师会一遍一遍给我们讲；在生活
上，我们有困难，老师提供对我们有用的
东西，帮助我们解决困难；在活动上，老师
带我们去踢足球，野炊，踢完足球之后白
老师又带我们回到教室，把他准备的水
果，拿出来让我们吃，我们非常感谢他，感
激他！

孩子们稚嫩的话语无法充分表达对
白金的喜爱。教师节他们没有精美的礼
物，只是一张张的小纸条，上面一字一句写
满了对白金的感谢。白金把这些小纸条收
藏起来，累了拿出来看看，立马就精神抖擞
斗志昂扬。

一个学生的奶奶说，孩子太喜欢白老

师了，不知道怎么表达才好。家里有一枚
古钱，孩子以为它很值钱，和奶奶商量要把
古钱送给白老师。可白金说，你好好学习
就是对老师最好的回报。

传道授艺，他为山村孩子打开另一扇窗

在提高学生们成绩的同时，白金也在
努力丰富着孩子们的课外生活。白金来到
崖屋中心小学后，就挑起了德育主任的重
担。他不断探索德育工作新思路，寻求学
生更喜欢的德育工作新方法。他努力地给
学生心灵埋下真善美的种子，引导学生扣
好人生第一粒扣子。

白金有着深切的家国情怀。他注重
弘扬传统国学精粹，经常组织学生们朗诵
古诗词，了解传统国学知识。他根据《弟子
规》内容，自编韵律操激发学生昂扬向上的
活力。他自学太极拳，教授全校学生学习
太极拳，让学生在锻炼身体的同时，通过刚
柔并济的招式感受中华传统文化中“天人
合一”的博大精深。冬天里，崖屋村白雪皑
皑，白金带着学生们慷慨激昂地朗诵毛主
席的《沁园春· 雪》。在千里冰封、万里雪
飘中感受伟人的情怀，在山舞银蛇、原驰蜡
象中树立伟大的理想，用俱往矣，数风流人
物还看今朝的期许鼓励学生的昂扬斗志。
他给学生们讲新中国成立的历史，讲共产
党浴血奋战的光辉历程。讲新时代的人民
公仆焦裕禄殚精竭虑为党的事业奋斗终身
的故事，讲感动中国十大人物的感人事迹，
让学生们从这些道德模范身上汲取营养和
力量，端正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树立崇高
的理想。

在全乡组织的“三比三评”活动展演
中，白金带领同学们表演了《精忠报国》和
精彩的魔术，荣获了一等奖，也受到了西簧
乡中心校领导及乡亲们的一致好评。

假期，白金和学校的老师们一起带着
孩子们开展夏令营和冬令营。他带着孩子
们去远足，崇山峻岭中留下了他们不畏艰
险的身影。他把厨房带到教室里，教孩子
们做饭，让学生们掌握了基本的生活自理
能力。他开展形式多样的爱国主义教育活
动，激励孩子们为中华崛起而读书。他挑
起了全校的音乐课，把一首首经典的红色
歌曲教给了同学们。学生们慷慨激昂地唱
着爱国主义歌曲，对祖国的热爱激荡在每
个学生的心中。

白金充分发挥自身优势，生动活泼地
上好每一节德育课。他根据每个孩子的兴
趣点，教学生们弹电子琴、打架子鼓、表演
魔术、戏曲。他组织开展了推进“戏曲进校
园”活动，为孩子们讲解国粹戏曲文化知
识，示范专业的舞台动作。他深入浅出地
教孩子们站桩，走台步，练云手，摆弓步，学
唱腔，排节目。他带领孩子们观看、赏析戏
曲节目选段；为孩子们一个一个画出精彩
的京剧戏妆，让孩子们亲身体验戏曲的人
物角色，去把握和拿捏京剧人物的特征，感
受传统戏曲的文化魅力。他带着孩子们制
作出了青衣，老生，老旦，花旦，刀马旦，武
生，小生等各种角色的戏曲脸谱面具。他
为孩子们画的戏妆，让孩子们兴奋得几天
都不愿洗脸，生怕掉了彩。美术课上，白金
老师引导学生们画出自己喜爱的京剧脸
谱。配上戏曲小知识，制作成展板，悬挂在
教室窗口，供全校师生参观、交流和学习。
他在提高学生美术功底的同时又丰富了学
生的戏曲知识，形成了崖屋中心小学独具
特色的德育校园文化品牌。

李天灏和李保泽两位同学平时性格
很内向，尤其李天灏同学格外胆小怕人。
自从跟着白老师学习了戏曲以后，他们的
性格慢慢地变得开朗起来。每天晚上回到
家里，他们都要跟家人表演展示一番，得到
了家人的夸奖鼓励。李天灏慢慢变得自信
起来，性格也比原来活泼多了，上课回答问
题的声音都变得更加洪亮了。李保泽同学
以前很讨厌听戏，但自从白老师开始教大
家学习戏曲后，李保泽也会来到白老师跟
前凑热闹。看着身边同学学得很认真，他
也被感染了，不知不觉也悄悄跟着学起
来。放学回到家里，爷爷奶奶正在听戏，保
泽同学走到爷爷奶奶跟前说：“爷、奶，听我
跟你们唱一段咋样？”爷爷奶奶一听说：“别
瞎捣蛋，你啥时候学会唱戏了。”李保泽明
白，爷爷奶奶这是不相信他。他啥话也不
说，张口就唱起了《智取威虎山》。爷爷奶
奶爱听戏，听了一辈子戏，从来都是听别人
唱，现如今孙子居然站到他们面前给他们
唱戏了，顿时惊呆了。他们简直不敢相信
自己的眼睛和耳朵。听着孙子唱的戏，老
人家高兴得把一天的疲惫都忘掉了，一个
劲地拍着手说好。

每天下午的第四节课，是崖屋中心小
学固定的德育社团活动课。白金老师充分
利用这个时间带同学们学唱京剧名段、练
习京剧发音技巧、排演京剧节目，学生们沉
醉其中，常常忘记了放学时间。来接孩子
的家长们，看着孩子们专注地排练，也不忍
心上前打断，在外面看着等着。节目渐渐
编排成型，引来学校周边的很多人来学校
驻足围观，孩子们表演得也更起劲了。一
传十，十传百，大家渐渐地都知道了崖屋中
心小学的孩子们会唱戏了。

艺无止境，德无止境，学无止境。白
金老师在教孩子们学习的同时更注重提升
孩子们的艺术修养境界。他积极地与自己
的老师、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南阳市三
弦书》第六代省级传承人——姬玉香老师
联系。他拍下孩子们学戏时的图片视频发
给姬老师，给她讲了这里孩子们的情况。
他邀请老师来崖屋中心小学为孩子们传授
这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姬老师被白金感动，不辞辛苦来到了
崖屋中心小学，手把手地教授孩子们练习
动作，一句一句反复细致地教唱，孩子们很

认真地学习，很快就学会了三弦书名段的
唱腔。中途休息的时间孩子们还围在一起
看着谱子交流探讨，反复推敲琢磨唱腔。
姬老师被孩子们学习的热乎劲儿所打动，
而孩子们为姬老师带来了家里的花生、玉
米、橘子。姬老师被孩子们的纯真感动得
热泪盈眶。

金裕博、李自豪、孙平、李晓楠、李保泽
等8位同学高兴地说道：“我们会唱三弦书
了，我们现在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
人了。”自豪感在孩子的心里油然而生。

教育是潜移默化的浸染，也是显而易
见的改变。现在，走进崖屋中心小学的校
园，任何一个孩子都能演唱出一些经典的
戏曲名段。崖屋中心小学的孩子们也都变
得更加阳光自信，朝气蓬勃。

他是山村孩子的窗口，为孩子们打开
艺术的大门，为贫瘠的山村带来希望的火
苗，为渴望的心灵带来丰盈的福音。

甘做春茶，他把苦涩留在心底

教育是一个仁而爱人的事业，爱是教
育的灵魂。谁爱孩子，孩子就爱他，只有爱
孩子的人，他才能教育孩子。他深知童年
的心理健康对于孩子以后的发展至关重
要，栽一棵树很容易，但一棵良木的长成却
需要细心地呵护和引导。

来到崖屋中心小学的几年间，白金跑
遍了每一位学生的家里。他详细了解了每
一位学生的家庭生活状况。看到一些特别
困难的学生，他总是要想办法去帮助一下，
对他来说，自掏腰包为学生们垫付一些费
用，购买一些学习用品，是很经常的事情。
对于班里的贫困学生他更是格外的关照。

学生李俊博是班里的尖子生，非常勤
奋刻苦，但家庭却是最困难的。父亲外出
打工，母亲很早就离开了家。爷爷常年瘫
痪在床，年迈的奶奶常常生病住院。李俊
博很小的时候就用瘦弱的肩膀挑起了家的
重担。有次期末考试的前一天，李俊博还
请假去医院照顾生病的奶奶。

白金去家访的时候，李俊博正在给爷
爷擦脸。阴暗潮湿的屋子里，只有几件简
陋至极的家具，很多杂物凌乱地摆放着。
白金的心里很不是滋味。回去的路上他思
索良久。李俊博是个自尊心很强的孩子，
一定要想个合适的办法。他联系了爱心人
士，带着米面油、新衣新鞋等东西来到了俊
博家里，还和大家一起给家里整理了一
番。躺在床上的爷爷不停地说，俊博你要
好好谢谢白老师。

“俊博，这个世界充满了爱，只要内心
有太阳，生活中处处有阳光，老师只希望你
长大后心存善念，在有能力时能多帮助别
人”。俊博坚定地点了点头。

这样懂事的孩子，更是让白金无限的
心疼。

有天课外活动结束后，李俊博来给白
老师请假说明天的课他不来上了。白老师
问为什么呢，李俊博说，明天爷爷生日，他
要在家陪着爷爷。他想给爷爷送个礼物，
可他也没钱。爷爷从没有吃过蛋糕，他很
想让爷爷吃上一块蛋糕。

白金把学生的话都记在了心里。
白金第二天下课后赶回县城，在蛋糕

房里自己做了一个蛋糕，然后坐车拎了回
来，下车就直接去了李俊博家中，给他爷爷
唱了生日快乐歌，还拿出葫芦丝现场表演
了一曲。

躺在床上的爷爷开心得老泪纵横，说
这是他过得最开心的生日。而李俊博这个
小男子汉也忍不住抹了眼泪。

屋子很黑，老旧的门上曾经鲜艳的春
联破烂不堪。可是屋里传来的音乐声是这
个山村夜晚最动听的乐章。

这些年，很多学生都吃过他做的饭，
只要空着肚子来学校，他都会去给学生做
上一碗饭。做了多少，他自己都数不清
了。夏季炎热，他常给学生买西瓜吃，煮绿
豆汤喝。冬天极冷，学生上课也冻得瑟瑟
发抖，他就提前熬好一大锅姜茶，给每个学
生倒上一杯。热气腾腾中，暖的不只是学
生们的身体，还有一颗颗稚嫩的心。

有次周五，天忽然下了大雨，有两个
学生家在刘沟，离学校很远暂时回不了
家。两个孩子就坐在教室里等着雨停。白
老师本来也准备回家，路过时看到逗留的
孩子。他了解情况后，和孩子家长打了电
话。然后跑去学校旁边的超市买了方便面
给两个孩子煮了煮，又担心两个孩子吃不
饱，还冒雨跑去买了馒头。白金看着孩子
们吃饱后，陪着他们一直等到父母来接才
放心离开。

一次，学校附近的一位学生因为家人
远出，很晚也没回来。冬天的夜晚天黑得
伸手不见五指，学生一个人待在家里，很害
怕，哭着跑到学校来找白老师。白老师一
边安抚着学生，一边打电话与学生家人联
系。他陪着学生一起等到家人回来，才放
心地回去休息。

农忙时节，有的家长忙于农务，没时
间来接孩子，或者来得很晚。白金就主动
担起送孩子们回家的任务。他常常像个孩
子王一样，领着一堆孩子们在村庄里穿行。

过桥的时候，他不放心，就背着孩子
们，一个一个背到对岸。河水涨涨落落，白
金宽厚的后背温暖依旧。

他教孩子们做饭，避免孩子们在父母
不在家的时候没有饭吃。他给孩子们说我
们要有独立生活的能力，才能让父母放
心。他把电磁炉、案板、刀、菜带到教室，一
点一点地示范给学生们，再让每个学生来
尝试。班里的每个孩子都在他的教导下学
会了做饭，有了基本的生活自理能力。他
还教孩子们给家长洗脚，打扫卫生，做一些
力所能及的事情帮父母分担。

有个学生的奶奶说，孩子回来说老师

让给你们洗脚，你们辛苦了。奶奶说起来
还直抹眼泪。任性的孩子变得懂事，这一
切都离不开白金的谆谆教导。

乡村的留守儿童，长期远离父母的
呵护，爷爷奶奶又不懂得与孩子沟通。
久而久之，一些孩子养成了孤僻的性格，
脾气也很暴躁。同学间随意的一个玩
笑，不经意间的一个小磕绊等，都会引起
双方之间的一场轩然大波。白金常和学
生们谈心，及时了解学生的心理动态，有
效地化解矛盾冲突。其他班的同学有
事，也找他给帮忙解决。在他的努力下，
班级里没有一例学生恶性事件，更没有
一例安全事故。

乡村孩子们的童年生活很是单调。
为了安全，家人们出去干活就让孩子们自
己待在家里。放学后孩子们常常都是在家
里看电视，其他的也没什么活动了。

白金挖空心思想了很多点子去丰富
孩子们的课外生活。崖屋村的风景很好。
春日里，白金领着孩子们带上锅碗瓢盆走
进了如诗如画的乡间田野，与孩子们一起
观赏金黄的油菜花，沐浴在温柔的春风
里。也借机给孩子们讲一些植物花卉的名
称，再让孩子们多观察多留心，用文字或图
画去记录美好的画面。

秋日里，漫山遍野都是金黄的银杏，
吸引着眼球。白金又带着孩子们出发了，
一起去感受丰收的喜悦，季节的更迭，感受
一切美好的存在。

暮色中，炊烟袅袅升起，一双双明亮
的眼睛里闪现着本真和希望，淳朴与烂
漫。白金用心托起孩子们多彩的童年，用
手挽留童年的春风。

孩子们远在他乡的父母，通过微信看
到了都忍不住称赞，连声向白老师表示感
谢。有家长说道：“现在到哪里去找像你这
样的好老师呀？你做的这些，父母都不一
定做得到，你比我们做得还要好，孩子们遇
到你真是莫大的福分，你让我们这些出门
在外的父母感到踏实放心。”

白金经常和爱心人士一起行走在茫
茫的大山中，为贫困山区的孩子和乡亲们
送去爱心。他的爱心已遍布在盛湾、金河、
西簧、寺湾、老城等淅川的各个地方。

他把奉献作为一种习惯，永远在帮助
他人。他心里有着无限的爱，并且一直散
发着温暖的光，照亮每一处寒冷。可是蜿
蜒的山路上，也留下了很多他辛酸的身影。

2017年秋，一夜暴雨后，山洪暴发。
回校的209国道正在抢修,不时从两侧的
山顶滚下碗口大的石头。白金在乡中心小
学改卷，心里放不下学生们的安危,毅然决
定徒步回校。最危险的一段山路爆破后，
一边是陡峭险峻的裸石悬崖，一边是水流
湍急的猛烈洪峰。白金小心翼翼地走着，
可是脚下的滑坡使他一下子滚落到悬崖边
缘，慌乱之中他抓住了一块大石头。同行
的人迅速抓住了他，把匍匐在悬崖边缘的
他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他的脸上，手上，
腿上，全是血口子。衣服撕破了，裤子开线
了，鞋子也张口了。可他硬是忍着伤痛，深
一脚浅一脚翻山越岭坚持走回了学校。看
到孩子们都安然无恙，他松了一口气，简单
清洗后就拿起课本继续给学生们讲起了
课。

白金当时也没有想太多，周末回家妻
子看到伤口问他怎么回事。他轻描淡写地
说起，妻子当时就哭了。她抱着白金说，你
是整个家的顶梁柱啊，你万一有个三长两
短，让我们怎么活呢？

白金的心里其实也有点后怕，他也不
敢想象如果有万一又是什么样的情况？他
的学生要怎么办，他的家人要怎么办？

可是既然选择了远方，便只顾风雨
兼程。白金热爱他的职业，为这份职业
做任何事情也是心甘情愿。这一路走
来，他从未耽误过学生的一节课，从未辜
负过一位家长的厚望，即便是行走在死
亡线上的青春年华，他也要奏出最动听
的歌曲。

这样多才多艺的男生，这样阳光明媚
的青年，这样胸怀大爱的老师，一定是有着
良好家境，在无限的爱和温暖中长大，拥有
无数的能量才能像太阳一样去温暖人间，
像达者一样去兼济天下，像大海一样去包
容去给予。

可是，走进白金的家，才知道更多的
故事。

白金在县城的家位于一个老旧小区，
没有电梯。水泥步梯已经破损了棱角，斑
驳的门窗更是无声地诉说着它们古老的年
龄。

白金的父亲和母亲都有糖尿病，常年
吃药打针。父亲为了生计，耳顺之年还在
建筑工地上做着最重的苦力。母亲一个人
在家帮他带两个孩子，常常突发低血糖晕
倒。白金远在山里根本无力顾及。有次母
亲在家中晕倒，很久才自己慢慢苏醒。后
来等白金周末回来时才给白金说，白金难
过得掩面而泣。孝顺的他极为担心母亲的
身体，从此他一天三个电话往家打，生怕母
亲再出什么意外。母亲为了让他放心，告
诉他，我每天早上起来就把家里的门打开，
这样我万一晕倒，孩子们还能喊喊邻居帮
帮忙。你只管安心上课，家里的事别操心
了。在母亲的支持下，白金只能含着泪讲
好每一节课，对得起自己的初心，也对得起
母亲的付出。

（下转第三版）

白笔筑童梦 金心育雏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