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 8 月 30 日采访时，李万军刚给远在江
苏的另一个支教老师王芳打过电话，问她啥时
候能回来。电话里，王芳说她已经在路上了。

年近 50 岁的王芳是被李万军“忽悠”来的。
李万军说，虽然目前长岭头小学有 5 个支教老师
和一个代课老师，但仍缺 3名教师。

当年李万军夫妇来到这个学校支教时，学校
也是 60多个孩子，却只有他们夫妻俩和王献伟夫
妇四个老师，“眼瞅五个年级五个班连课都开不
了，心里急啊！”于是，他四处寻找那些愿意来这儿
支教的老师，丈夫在外地工作而又没有家庭负担
的乡中老师王芳，成了他们的目标。为了让王芳
来这儿教学，李万军给了她很多“优惠”条件：“每
天让你免费坐我的车，还管给你做饭。”

在附近景区开代销点的王娟也是代课老师。
每月她有 1200多元工资，代着二年级的语文和数

学。她是个从山东嫁过来的媳妇儿，现在一心扑到
了工作上，除了周六周日，代销点的门锁着，就算是
有空闲，她也不去店里打理生意了。“钱挣不多，责
任大啊！”30岁刚出头的王娟说，她原本并不想在这
里代课，但和孩子们接触久了，“舍不得了。人不能
光为挣钱，多做点有益的事儿，自己心情也好。”

“这里的孩子离不开我。”记者在和这几个老
师交谈时，听到最多的就是这样的话。

“长岭头是偏远山区，学校里留守、贫困儿童居
多，为了帮他们实现走出大山的梦想，这些支教老
师付出很多！”市教体局的工作人员任焕英感慨。

因为村里没有幼儿园，李万军夫妇为儿子在
城区报了名，他们面临的问题是：每天谁来接送
儿子。两口子商量决定：花钱雇人接送。“不能
因为咱个人有点儿困难就耽误那些山里娃儿的
学习。”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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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文章

在封丘县城的一个街道养老院里，
住着一位名叫鹿潘氏的老寿星。别看
老人 104岁了，却眼不花耳不聋，精神矍
铄。前不久，县长寿办和养老中心，还
不约而同地为她颁发了“长寿之星”奖
状。

“命运多次打击我母亲，但她始终不
屈服，顽强地生活着。”鹿潘氏老人的小女
儿鹿中芬介绍说，她母亲在旧社会受尽饥
饿熬煎，饱经磨难；进入晚年，又接连遭
受丧亲之痛：69岁时，丈夫积劳成疾撒手
西去；92岁那年，二儿子也因病去世……
然而，不幸没有让老人倒下，她始终热爱
生活。

“母亲的承受力特强，作为晚辈，我
自愧不如。”鹿中芬由衷地敬佩母亲。
在乡邻眼里，鹿潘氏是一个多才多艺的
农村妇女。除了纺棉织布、扎花绣鞋等
普通技能外，她还有一手精湛的剪纸技
艺。她的剪纸构图朴实饱满，造型生动
逼真，剪出的人物、花鸟、十二生肖等作
品鲜灵活脱，带有浓郁的乡土气息。附
近几个村里的人办喜事，都会请她剪

“喜”字剪窗花。“我的剪纸才艺就是跟

母亲学的，这手艺在我们家都已经传四
代人了！”鹿中芬自豪地说。

“ 人 老 了 ，光 拖 累 子 女 也 不 是 办
法。”鹿潘氏说，她对自己的养老问题始
终有着清醒认识。育有五女三子的她，
丈夫去世后，按当年分家时的约定，她
应该生活在三儿子家的。但由于三儿
媳是外地人，一直改不过来口音，她怕
沟通时出现误解，闹出不愉快，就主动
提出到大儿子家吃住。5 年前，她看到
儿女们都年事已高，侍候自己不方便，
就主动要求到县城的养老院里去住。

鹿潘氏从年轻时开始，生活起居就
颇有规律，住到养老院后，她从不挑食，
与工作人员关系融洽，颇受人尊重。然
而最开始，子女们爱面子，怕乡里乡亲
说闲话，常劝她还回家住，她就说：“老
人跟老人住在一起，有话说，心里畅快，
我还能活大岁数哩！”

鹿潘氏的儿女们都很孝顺，几乎天
天都有子女或孙辈往养老院里看她。
除带去食物和日用品，他们还会陪她聊
天，帮她洗澡擦身按摩。鹿中芬的儿媳
每次来，都会捎来老人爱吃的绿豆沙、
油炸糖糕等零食，老人很高兴，祖孙俩
成了忘年交。

一晃，鹿潘氏入住养老院已 5年光景
了。这期间，她没生过任何大病，身体各
项指标都很稳定。院里的护工说，老寿
星每天都喜欢拿把梳子梳头，一梳就是
很多遍；每餐过后，还会要人帮着把假牙
拿下来刷洗，还不时漱口……

“卫生习惯好，也是俺长寿的一个
秘诀哩！”鹿潘氏老人乐呵呵地说。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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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金贵

40年前，在我的老家豫北汤阴农村，
普通农家是没有专用厨房的。大多数人
家做饭的灶台和睡觉的大炕连在一起。
长方形的大炕，大多都是用土坯砌成的。
炕的外侧，就是煤火台。紧挨煤火台的大
炕，下面有个空洞，用于堆放煤泥，方便添
火做饭。

记得我十几岁时每到星期天，我和弟
弟最辛苦的活儿，就是和煤。我俩先从村
里的土坑里，用箩头抬来黄土，再按比例
配上煤沫儿搅拌均匀，中间挖个坑儿，倒
进清水，然后和成煤泥。煤火的旺与不
旺，取决于煤质的好坏。印象中有一种叫

“焦作沫儿”的煤又黑又亮，又旺又耐，还
无烟。有的煤就不行，矸石较多，做饭时
直冒浓烟，一顿饭下来，整个屋里能成为

“窑洞”不说，还叫人直落眼泪。
那时候吃饭、洗衣用的水，差不多都

是我父亲从村中央一口老井里挑来的。
井口旁有两块巨大的青色条石，上面架着
一架辘轳。这口井，是全村人的生命之
源。那时，煤火台上的锅都很大，还有一
种锅叫“罗锅”，肚子大，锅口略小，几乎能
添一桶水。尽管母亲力气很大，但每次端
罗锅时，她都要系上围裙，借助肚子的扛
劲儿，才能把锅端下来。锅里的东西，以
萝卜青菜、南瓜红薯为最多。那时的年
景，“糠菜半年粮”嘛！

吃饭用的碗，大多是粗瓷大碗，白色
或紫红色。最大的碗口，足足有八九寸

大，抱在怀里像个小盆子。我清楚记得，
母亲最开心的时候，就是我们几个牛犊子
一样的孩子围坐在一起，一人抱一只大
碗，呼哧呼哧地吃完一碗汤汤水水，又去
锅里盛第二碗。

时光在飞。转眼 20多年过去了，我
家做饭有了专用厨房。烧水做饭不再用
煤泥，变成了煤球，干净了许多。后来经
过改造，大冬天还可以有热水洗手洗脸。
在煤球炉的四周，我父亲找人加工了一个
铁质水箱，利用煤球散发的热量，可以将
冷水烧热。后来，精明的商家又生产了一
种类似于小锅炉的产品，中间放煤球，四
周是热水。当然，井水是不再用了，因为
家家户户都用上了自来水。做饭用的锅
碗瓢勺，比早些年小了许多，特别是那种
大号的罗锅，不见了踪影。粗瓷大碗，都
换成了细瓷花碗。锅里碗里盛着的，多是
鸡鸭鱼肉，萝卜青菜反倒成了点缀。

时光仍在飞。转眼十几年又过去了，
我家今天的厨房，已脱胎换骨。同样是烧
火做饭，我们用上了天然气。整体橱柜、抽
油烟机、壁挂炉……一应俱全。更可喜的，
我家日常的生活用水，还用上了南水北调
中线工程丹江口水库里的，不但烧的开水
没有了杂质水渍，还甘甜爽口。而且，我家
厨房的墙壁上，还挂着“科学食谱”。锅里
碗里的大鱼大肉，五谷杂粮，新鲜果蔬，牛
奶鸡蛋，不是想吃什么就可以吃什么的
——“负责”我家厨房的我爱人说，饮食不
仅要科学搭配，还要讲究在什么时段吃什
么东西。而且，她还像是怕我们多吃似的，

把家里吃饭用的碗，全换成了碗口大不过
三寸那种。因此我常跟她开玩笑，说我们
家的碗就像是“儿童玩具”。

顺便再告诉大家一个小秘密：这几年
一到春天，我爱人就跑上十里八里，从地
里的蒲公英到野苋菜，从树上的榆钱到槐
花，都成了她猎取的对象。那些可怜的蒲
公英们，还没来得及把金黄的花朵献给春
天，就已被我们送进了肚里。我爱人还振
振有词地说这叫“回归”。

抚今追昔，我们一家人，心里都美着
呢！8

□郭小红

“人生没有真正的绝望。树，在秋天
无奈地丢下了落叶，心很疼，可是整个冬
天，它又在平静中积蓄力量。春天一到，
芳华依然……”偃师市槐新街道新新社区
一个简陋的裁缝店里，王亚鹏正对着手机
朗读她喜欢的散文。只要生意不忙，每天
她都会对着手机读一会儿。

小小的裁缝店里，缝纫机、布料、做好
的衣服，还有布架上精致的小盆栽，青翠
欲滴的绿箩，干净整洁，井井有条，处处体
现着女主人热爱生活、乐观向上的心态。

“我今年 40 岁，但我的心理年龄要大得
多，很成熟。”王亚鹏说，如果不是20年前
的一次意外，她的人生也许会顺利很多。

王亚鹏从小酷爱朗诵。19岁那年，
她怀揣着梦想，来到一家合布厂打工，想
攒点钱去学习播音主持。谁料一不小心，
她的右手卷进合布机里，被高温机器严重
挤压烫伤。尽管她得到及时治疗，可还是
落下了终身残疾，右手除了拇指和食指，
其他 3个指头蜷缩在一起，不仅拿东西不
便，还留下了难看的疤痕。

19岁，正是女孩爱美爱做梦的花季，
可王亚鹏却承受着打击。她闷在家里不
愿出门，甚至有过轻生念头，常常一个人
跑到河边痛哭，发呆。是家人的安慰和男
友的不离不弃，让王亚鹏再次燃起了希望
之火。婚后生子，她带着儿子从图书馆借
来书，讲故事、唱儿歌、读散文，读给孩子，
也读给自己。没有机会上学，她就自学，
模仿揣摩朗诵名家的发音，看一些朗读方
面的专业书籍。朗读，就像一道光，照亮
了那些灰暗的日子……但王亚鹏依然不
敢出去找工作。很长一段时间，她对“四
肢健全”几个字很敏感，更不敢到舞台上
去朗诵，非常自卑。

2008年，有了女儿之后，家庭的压力
也更大了，仅靠丈夫一人打工维持不了生
活。要强的王亚鹏就在家人的支持下，开
了一间裁缝店。“当时我只会蹬机器，受过
伤的手连剪刀都拿不稳，复杂的修改制作
更是不会。不过，瞎子不怕老虎，我相信有
志者事竟成！”王亚鹏说，她边学边干，有时
为了让客人满意，修一件衣服要到凌晨一

两点，没有暖气，店小得连煤炉也放不下。
王亚鹏受过伤的右手皮肤十分脆弱，干活
时，手掌磨泡，手指裂口经常会有血渗出，她
买来成盒的创可贴，用凡士林抹抹，贴上创
可贴继续干。累了就拿本书朗读一会儿。

屋漏偏逢连夜雨。为开裁缝店借的
账还没还完，打工的丈夫又从脚手架上掉
了下来，差点儿要了命……王亚鹏更努力
了，趁着夏天淡季时她到郑州学习服装设
计、裁剪，几经历练，她掌握了裁缝的各种
技能，不仅能养活自己，还能帮衬家里了。

“生活吻我以痛,我愿报之以歌。”心
灵手巧的王亚鹏，说话柔声细语，为人实
在，价格公道，老顾客很多。在她的辛苦
经营下，小日子过得有模有样。去年一个
偶然的机会，她结识了偃师市热爱朗诵又
热爱公益的蒋庆峰。在蒋庆峰的鼓励下，
王亚鹏开始参加各种公益朗诵活动，除了
到学校给孩子们上公益朗诵课，到贫困乡
村给农民朗诵诗歌，她还经常参加各种朗
诵大赛……

王亚鹏喜欢朗读积极向上、充满美好
情感的诗歌、散文。她的声音温柔深沉，她
的朗诵深情款款，感动自己，温暖他人。“感
恩，有你。”每次朗诵完，她都会轻轻地告诉
听众。

“人生最大的敌人是自己，战胜自
己，就会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和快乐。”
现在的王亚鹏，每天说话都带着笑，充实
而快乐。8

□本报记者 刘向东 本报通讯员 王晓磊 郭凤丽

山里娃儿和城里的孩子一样，9月 1日开学。
李万军、刘延利夫妇，一个教五年级的数学、英语，
一个教三年级的全科，他俩提前一周就带着不到
三岁的儿子从城区赶到了校园。

儿子发着烧，不停哭闹，刘延利就抱着他跟在
李万军身后，想方设法地哄。“不早来不行啊，还不
知道今年到底能来几个新生呢。”李万军说，暑假前
他们分别到各自然村摸底，有十二三个适龄儿童，
但一些家庭条件好的会把孩子送到城区上学，有些
在外打工的家长会把孩子带到身边，具体能来多少
新生，说不准。

地处山区的长岭头村，1200多口人居住分散，
支教环境艰苦。“我就是个山里娃儿，对山有感情，
尤其是看到那一双双渴求知识的眼睛，我就愿意去
这样的地方。”谈及选择支教的初衷，李万军说。

1996年从师范毕业的李万军，已在三尺讲台
坚守了 22个年头，也和妻子刘延利一起支教了 11
年。日前，他们夫妇双双被评为 2018 年度“河南
最美教师”。他们夫妇原本在距城区较近、条件相
对较好的学校任教。11年前，他们响应号召，同时
成了支教老师。那一年，他们的女儿刚满 6 岁。
为了不影响工作，他们干脆把女儿带在身边。

从雷庄希望小学到瓦房沟希望小学，再到长
岭头小学，每到一处，条件都一样简陋：办公室也
是宿舍，墙角则是“厨房”。紧挨大山的屋里，夏天
潮热，冬天湿冷，没有空调也没有电扇，“蝎子蜈蚣
不请自到。每次半夜听见女儿惊叫，不用过去看，
十有八九是蝎子在她脸上爬来爬去……”有一年
下大雪，通往学校的山路坡陡路滑，一家三口差点
滑下山沟……李万军常念叨这件事，是因为村干
部听说后，当即号召全村群众顺山路扫雪除冰。

“乡亲们的举动让我感触很深，他们是在用最朴实
的方式欢迎俺，也想留住俺，俺要对得起这份信
任。”李万军说，条件再艰苦，他们夫妻从未打过退
堂鼓，“早些年经济条件差，只有一辆破自行车，无
论刮风下雨，俺两口每周日下午都是准时带着女
儿赶来，在山路上骑骑推推、上上下下，从未耽误
过一堂课。”

今年假期，已经长大了的女儿埋怨，说她从小
就没享受过好的学习环境。刘延利说，每每想到
我们上课，女儿孤独地在校园趴在板凳上画画的
情景，心里挺不是滋味儿，“可山里的孩子也是父
母心头肉啊！看着他们一双双渴盼的眼神，我就
在想，再苦再累也得留下来为他们做点事儿。”

校园附近，一位 80多岁的老太太打理着小菜
园。她身后的院落里，有一对正在打扫卫生的中
年夫妇。他俩也是长岭头小学的支教老师，丈夫
叫王献伟，妻子叫朱华玲。1994年参加工作的他
们，原是乡中学的老师，比李万军夫妇早几年来到
这里。

前些年，市里没少往长岭头派支教老师，但多
是“流水兵”，学校原有的几位民办教师接连退休
后，眼看学校“无师可用”，从长岭头村走出去的王
献伟急了。2002年暑期，王献伟和妻子主动要求
回到老家教书。

那时候，学校的教室因年久失修成了危房，新
校舍还没竣工，他们就打“游击”，借村委会的几间
房当临时教室。天热时，他们就在河边的树林里
教学，用大石块当黑板……王献伟教语文、体育、
音乐，朱华玲教数学、英语。他们白天上课，双休
日或晚上，就踩着山路一家一户家访。“山里的孩
子很多都是跟着爷奶，作业没人辅导。吃过晚饭，
我们出去转转就当是散步，为孩子们讲解一下难
题。说实话，我们从没把这当负担，也不觉得有多
累。”王献伟笑着说。

对于学生，他们百般用心。而对自己的子女，

往往是忽略——他们 10多岁的女儿生病，都是自
己去卫生室打点滴。前年，他们的女儿在城区医院
做阑尾炎手术时，独自在医院输液。等他们下午下
课，骑一个多小时车赶到医院时，孩子已饿得把病
友剩下的饭菜吃个精光。“她才十来岁啊！”朱华玲
说，好几次，她看着独自扶着墙在医院走廊走动的
女儿，泪水夺眶而出。

育人先树德。王献伟常对孩子们说：“一个人
如果没有良好的品质，无论是否聪明，是否成绩优
异，都成不了大器。”为培养孩子们的良好道德品
质，王献伟身体力行做榜样。村里有个 80多岁的
老太太，独自一个人在家。她家里没有井，王献伟
经常给她挑水，一缸挑满得跑上三四趟。他和妻
子还经常带着学生到老人家中帮忙打扫卫生、做
家务……

百善孝为先。王献伟夫妇虽然工作繁忙，但
对尽孝的事儿毫不含糊。多年来，王献伟还一直
把妻子 80 多岁的养母带在身边，工作之余，精心
照顾老人的生活起居。老人闲不住，他们就为她
开了一小片菜地。看到记者采访，老太太走过来
说：“献伟、华玲对俺真好呀！从没把俺当成养母，
是当亲娘了！”

锅碗瓢盆变奏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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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寿星的幸福生活

舞钢市东南20多公里的大山脚下，有一所五个年级60余名孩子的
小学——长岭头小学。这里的孩子们来自周边山区20多个自然村。学
校目前有 6名教师，其中有两对夫妇。他们常年行走在蜿蜒的山路上，
承载着山里娃走出大山的梦想，也履行着教书育人的神圣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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