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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白县黄柏塬镇中心小学是镇上

唯一一个教学点，在这里，只剩下 23

名学生，每一位老师都不只拥有一

种身份。

9 月初刚开学，教师郑江正

在给学生们上写字课，除了担任

写字老师，他还是安全老师，是

学校里的会计。

黄柏塬镇位于太白县东南

部，距离县城 73 公里，全镇总人口

不到 2000 人。由于地理位置偏僻，年

轻人都纷纷选择外出打工，孩子们也大

都选择在外地上学，留在镇上的人越来越少。

今年58岁的郑江，从1980年开始就在这所

学校里当老师，41年里，郑江有很多次调走的机

会，但他都选择了山区学校的三尺讲台。

看着如今建设一新的校园，郑江回忆起他刚

来时的场景。他说，高中毕业后，他选择回到家乡

做一名老师，当时初中和小学在一起。教室都是

土坯房，没有水没有电，白天老师要上课，放学后

他们就自己去河里挑水在学校做饭，点着煤油灯

批改作业，这样的情况一直持续到上世纪90年

代中期。除了学校环境不好，教师紧缺也是大问

题，当时小学加初中共9个年级，约100名学生，

老师只有14名。对于老师而言，每一门课都要带，

每一个年级也要带，上节课也许教的是一年级语

文，下节课这位老师就得教初三的数学。为保证

教学水平，这些老师每天都是夜以继日地工作。

郑江说，那时候学校离家只有1000多米，可自己

时常住在学校，因为每天备完课大都是半夜了。

近些年，黄柏塬镇中心小学的环境变得越

来越漂亮，土坯房也早已变成楼房，操场也是塑

胶跑道。可是学生却一个接一个地走出大山去

县城或市区学校读书，年轻老师也换了一批又

一批。郑江依旧守在这里，总有人问他，你想过

离开吗? 郑江说，年轻时也想过。因为教学突

出，有一年县上打算调他去县城的学校任教，可

郑江因为种种原因还是选择留在这里。后来，他

的孩子去宝鸡上学，家人也去了宝鸡，可他还是

留了下来。郑江说：“学校留个老师不容易，再

等老师宽裕一些。”“让年轻的老师去吧，我就在

这儿了。”每一次，他都有自己离不开的理由。其

实大家都知道，他是舍不得这些孩子。

因为责任与不舍，郑江选择扎根山区学

校，将自己的青春献给了当地的教育事业。

2016 年，教育部等给乡村学校从教 30 年的老

师颁发了荣誉证书，郑江就是其中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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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慧婷老师是一个“90 后”，她给人

的第一印象十分阳光、可亲。她的工作是

面对一群特殊的孩子，因为这种“特殊”，

所以她给了这些孩子更多的耐心、引导和

关爱。

不久前，记者在宝鸡智塔儿童启能

成长中心见到了白慧婷。这家成长中心是

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培育孵化的，专注

于孤独症和智力低下儿童的特殊教育康

复机构。孤独症儿童又被称为“星星的孩

子”，从事孤独症儿童康复训练和教育的

老师，往往需要付出更多的耐心和精力。

宇宇（化名）是白慧婷教过的一个男

孩子，宇宇的逐渐康复、回归社会，让白慧

婷感慨不已。她回忆道：“记得，宇宇来我

们中心时 4 岁，那时刚刚确诊了孤独症，

其实，对于 4 岁这个年龄来说，进行康复

干预有些晚了。当时宇宇不会说话，不听

指令，还有攻击性行为，想要什么东西首

先选择去抢夺。”

“我就先跟宇宇耐心地进行沟通和引

导，同时，还要做宇宇父母的心理工作并

告诉他们，如何一起教育、引导孩子的成

长。”白慧婷说，“我会告诉宇宇，当你想抢

玩具时，手心向上表达想要比伸手去抢，

小朋友和大人更容易理解你的意思……”

就这样，在老师耐心、专业的引导下，两年

后，宇宇进入正常的幼儿园生活、学习。

在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康复机构的老

师们除了要引导、教育孩子以外，在这些孩

子家长身上花费的精力也很多。老师们会

经常开设家长课堂、进行公开课等，教授这

些家长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引导、教育孩子，

甚至有时对情绪低迷的家长进行劝慰。白

慧婷除了有相关的教师资质，还考取了社

会工作者证、康复治疗证等。所以，白慧婷

平时下班后，除了在手机上回复一些家长

的问题外，还需要不断学习相关知识。

“作为孤独症儿童康复机构的教师，

你有什么特别想对大众说的话吗？”听到

这个问题，白慧婷很感慨，她下意识地正

了正自己的衣服，徐徐说道：“希望社会

更多地了解、关爱这些孩子。比如，我们机

构会组织亲子活动，去看电影、逛公园、参

观科技馆等，让孩子们去接触社会。但是，

有时会有个别围观者说难听的话，这对孩

子和家长的打击是很大的，他们本就相比

其他孩子和家长心理脆弱，如果被一些孩

子听到，那对康复是很不利的。所以，特别

希望大家给予这些孩子最善意的包容和

更多的关爱!”

青年园丁
把爱送给星星的孩子      ■ 本报记者 麻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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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喜欢上我的课，这就

是对我作为老师最高的奖励。”9

月 6 日，国务院有突出贡献专

家、宝鸡文理学院教授彭曦谈起

当老师的经历，言语间充满不悔

和喜悦。彭曦喜欢上课，80 岁

左右腿脚便利时，还坚持去学校

讲大课，给学生讲考古学和周秦

文化，颇受学生爱戴。

彭曦今年 88 岁，60 多年

来，“老师”这个身份一直伴随

着他。1960 年，彭曦从西北师

范大学历史系毕业后，到甘肃

环县一所中学教书。当时那里

群众的生活还很困难，许多孩

子吃不饱、穿不暖，穿着补丁

衣服的孩子们扑闪着求知的双

眼，望着老师。这让彭曦百感交

集，愈发觉得教师的责任之重。

“1985 年 9 月 10 日 是 我

国第一个教师节，当时我在内

蒙古的狼山上，考察战国秦长

城。”彭 曦 回 忆，当 时 有 人 认

为秦昭王长城没有修完，学术

界争议大，彭曦结合史料，推

测战国秦长城必定是修完了。

为解开疑惑，教学之余，彭曦

徒步跋涉在陕甘宁和内蒙古

等地，开展大范围实地考察。

长城修在险要之处，彭曦几次

险些丢掉性命。最终，彭曦用

实物证明，战国秦长城全线竣

工，且遗迹丰富。彭曦专著《战

国秦长城考察与研究》出版

后，获学术界盛赞。

1988 年，彭曦被聘请为宝

鸡师范学院（今宝鸡文理学院）

历史系主任、教授，主要教授中

国考古学、中国历史文献、考古

通论、古文字学等课程。彭曦的

考古课尤其受欢迎，学生坐得

满满当当，许多老师也慕名来

听课。上课之余，彭曦还会开展

甲骨文讲座、周秦文化专题讲

座，这些讲座知识量丰富，深受

学生喜爱。

几十年来，彭曦在宝鸡边

教学边做科研。在给学生讲中

国古代科技史时，彭曦又产生

了考证造纸术的念头。当时教

科书上通常写，造纸术是东汉

蔡伦发明的。上世纪，西汉灞桥

纸、扶风中颜纸等文物出土，彭

曦收集研究了大量考古实证和

文献资料，在西安灞桥、宝鸡扶

风等地严谨考察。彭曦发表文

章提出 ：西汉就有了民间造纸

术，蔡伦是总结、改进、推广民

间造纸术的科技专家。此研究

成果将中国发明造纸的时间向

前提了约 300 年。

彭曦还著文提出中国人工

炼铁时间应在西周，当时遭到

不少质疑。后来，河南三门峡西

周墓出土了铁剑，质疑者的道

歉信也飞向彭曦手中。彭曦用

行动教育学生，求学治学中专

注、严谨的精神犹如一把利器。

彭曦的爱人也是一名教师，

曾在甘肃执教 18 年，这对伉俪

皆把学生看得很重。至今，彭曦

和爱人已教过数万名学生。谈及

做老师的感悟，彭曦说 ：“当一

个好老师，不能单纯地传授知

识，而要把知识当作一把钥匙，

开启学生的智慧之门。”

博学教授
耄耋之年不舍讲台     ■ 本报记者 张琼

乡村教师
41年坚守山区学校        ■本报记者 于虹

“长大后我就成了你，才知道

那支粉笔画出的是彩虹，洒下的

是泪滴……”这首熟悉的歌曲，正

是对宝鸡中学王丰华教师一家 5

代 15 人教书育人的真实写照。

“80 后”王丰华出身于教育

世家，她的曾祖父王永德曾是

位私塾老师，从教 20 年 ；祖父

王怀民曾随解放军参加关中战

役，解放后，王怀民在眉县横渠

中学、槐芽中学工作，献身教育

事业 35 年 ；舅祖父薛庭芳同样

从教一生，先后在眉县青化、槐

芽等县内学校从事教育工作，

从教 34 年 ；父亲王常劳在眉县

槐芽中学、眉县中学、宝鸡中学

等多所学校工作，从教 44 年，

现仍特聘在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附属中学任校长 ；王丰华和丈

夫在宝鸡中学教书，从教15年；

侄女王婷在眉县横渠中心小学

当老师，从教 8 年……

“父亲将青春年华奉献给了

他的学生，他对教育的执着、坚

持和奉献精神，是我们做老师、

做子女的学习榜样。”王丰华谈

起父亲王常劳，言语间满是钦

佩。王常劳先后在 5 所中学担任

校长，并著有专著《一生只爱教

育》。从教生涯中，王常劳撰写

学术论文论著 20 余篇，主持国

家重点科研课题 5 项，其研究成

果获得优秀奖并推广，最早引

入外籍教授推广“双语”教学模

式。因工作突出，王常劳曾获陕

西省优秀思想政治课教师、省

特级教师、陕西省“明星校长”、

宝鸡市劳动模范等荣誉，被聘

为省首批教育指导委员会主任

委员。王丰华说，为支持父亲的

工作，母亲严芝琴作出了很大

的牺牲，母亲也是一位教师，曾

在眉县槐芽中学、眉县中学工

作 20 多年。

王常劳认为世上没有比育

人更伟大的职业，父辈热爱教

育的激情也直接影响着王丰华。

王丰华上学时，父亲要求王丰华

选报师范院校。王丰华师大毕业

后，成为宝鸡中学一名数学教

师，承担学生管理和数学教学任

务。丈夫程波和王丰华是师大同

学，也在宝鸡中学任教，承担班

主任及主课教学工作。程波出版

的书籍《立体几何专题实战版》，

在省内外进行学术交流。

三尺讲台传承五代人，王丰

华继承了曾祖父、祖父、父亲和

母亲的衣钵。王丰华深知，她从

父辈传承下来的不仅是教书育

人的职责，还有深植于心的教育

情怀。在王丰华的亲友里，还有

伯母王月恒、舅父严一凡、舅母

宇淑花，教龄分别为 33 年、26

年、26 年，以及堂姐王晓燕、王

艳铂、王菁，教龄分别为 18 年、

17 年、18 年，堂弟王彦平在宝

鸡文理学院工作。在祖辈教育精

神感染下，家中青年人矢志育

人，继续诠释着“传道、授业、解

惑”的职业真谛。

教师家庭
5 代 15 人扎根教坛     ■ 毛丽娜

王丰华（后排右一）和家人的合影

编者按 ：九月桂香，第 37 个教师节如约而至。古人云“师

道既尊，学风自善”，一个地方有尊师重教的蔚然风气，那这里

的教育事业就美好可期。2500 多年前，燕伋思念恩师孔子，

在千阳掬黄土堆成十余米高的土台登高望鲁。如今，尊师重教

风气依然润泽西府，今年教师节，不妨听一听我们身边的师者

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