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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河诗话

那山，那人，那扁担
□路漫漫

近处是山，远处是山，
远近都是层峦叠嶂的大
山。我们向往深山，行在英
雄的路上， 去朝圣， 去追
寻， 去沐浴新时期的牺牲
奉献精神，让“时代楷模”
的光芒照耀洗礼。

汽车由南阳盆地开往
伏牛群山深处， 从坦荡如
砥的平原， 驶向连绵耸峙
的巍峨。我们是开车坐车，
当年，瘦弱的张玉滚老师，
是用扁担挑着大山的责任
和希望，用脚一次次、一年
年丈量这崎岖难行、 绕山
绕水的十八弯。

山风在谷涧游走，人
在山风中逆行。 山风吹来
寒冷，张玉滚就裹紧棉袄，
让扁担更紧贴肩膀。 山风
携来炎热， 张玉滚就解扣
敞怀， 让山风吹拂并不厚
实的胸膛。 山风中一人一
扁担，执着坚守山深处。

山风会带来雨雪，张
玉滚踩着泥泞， 扁担横亘
肩头，跌跌撞撞跋涉。雨小
了，他摸一把汗水雨水，坚
毅的目光望向校园， 脚下
不停。雨大了，他把衣服脱
下，罩在教科书上，这是孩
子的明天， 坚决不能让风
雨毁坏孩子的前途。

这根窄窄的扁担，是
桑木的。桑致密且坚韧，不
易折， 耐挽拽， 有诗赞颂
“一年两度伐枝柯，万木丛
中苦最多”，勤劳的先祖就
择桑木制扁担， 过去的农
村，哪户都有三两根。可别
人的扁担是为自家生活，
张玉滚的扁担，挑着责任，
为了大山。

这扁担， 是老校长交
到张玉滚手里的。 老校长

吴龙奇坚守多年， 为了山
里孩子，奉献了一生，甚至
把县里解决山区教育问题
特批的正式编制， 没有给
自己同样是代课老师的女
儿，毅然给予张玉滚。扁担
相托， 薪火相传， 精神承
袭，就这样弘扬下去。担当
大义的老校长， 方能一手
带出张玉滚。

从山里出去， 又回到
山里。十九年前，张玉滚师
范毕业回到黑虎庙小学
校。 当时山里出个高中生
都稀罕， 学校有几位面临
退休的教师， 青年调来留
不住。因为这里海拔高，交
通落后。 山里人到最近的
镇上去， 单是车程就需将
近两小时， 而且没通公共
汽车，走路得多半天。

张玉滚也曾犹豫、彷
徨、动摇、退却。 自己不怕
吃苦，但太封闭，没前途。
没有编制， 只能做一名代
课老师， 工资只有二三十
元钱，后来直到 2010 年才
涨到 80 元。他准备离校打
工。 老校长说，玉滚，年轻
人都不来咱这里， 百十号
学生咋办？你一走，咱们这
个学校就开不开台， 好多
学生都得辍学。 留住了教
师就留住了校， 留住了教
师就留住了血脉。 你是山
里的孩子， 你忍心咱学校
解散？ 你忍心咱大山没有
希望？张玉滚深受震撼，经
过重重激烈的思想斗争，
终下决心不负殷切期待，
把一方黑板当成奋斗支
点， 把三尺讲台作为人生
归宿。 张玉滚接过老校长
的扁担，接过了如山责任。

张玉滚把扁担挑在

肩，肩膀磨肿，脚底起泡，
挑出了多重身份，校长、教
师、挑山工；校医、厨师、维
修人。

在孩子们眼里， 扁担
就是最好的书本， 让人永
远去阅读汲取。 扁担就是
车船，张老师驾驶着，挑来
书本，运来希望，带来走向
山外世界期盼的星光。

没有比脚更远的路，
没有比人更高的山。 张玉
滚把扁担执上肩， 把责任
埋在心，把信念化行动，一
趟趟从山下挑来教科书、
教具，挑来生活用品，挑来
蔬菜米面， 他挑来宝贵知
识， 挑来山村孩们的美好
明天。 这些年来， 挑上挑
下，他蹒跚在八里坡，生命
向前，脚步在循环。他把山
样的责任扛起， 没有让一
个学生因为贫困而辍学，
滴水穿石，坚持不懈，努力
提升教学质量， 整体成绩
在全镇名列前茅。 他教的
学生有 500 多人， 从这里
走向山外的世界。 有数十
人考上大学， 有几个还考
上了兰州大学、 四川大学
等名校，有的考上研究生。

十九年如一日的奉献，
构筑了一种精神， 志不移，
甘清贫，愿牺牲，乐奉献。为
了孩子，为了大山，张玉滚
说得诗意且简单： 通向山
外的路十八弯， 我愿意做
一轮明月，守望山村教育，
照亮山村孩子前行的路。

张玉滚的自我牺牲让
我震撼， 无私奉献让我膜
拜。 我不懂诗， 手执
这黝黑的扁担， 我抚
摸到了坚实光荣，感
受到了赤诚奉献，竟

然吟出了诗句《我远来是
为一次洗礼》：

我远来这里 / 为了什
么 / 我跋涉重山 / 我蹚过
溪河 / 听听风的低语 / 仰
视峰的巍峨/离开喧嚣/摆
脱繁琐/不想名利/罢斥争
夺/来这里经受洗礼/自警
自省/ 自励自磨/再扪心
问询自我/人生应追寻什
么/山风不滞/阳光不锈/
答案熠熠闪烁/奉献是人
类不变的美好/奉献是时
代崇仰的楷模

现在，社会已进入繁荣
发展的快车道，可能以后不
挑扁担了， 但不忘初心、甘
守清贫、矢志奉献、大爱报
国的扁担精神永不过时，不
能放弃， 扁担故事要讲述、
传播， 扁担精神要传承、弘
扬。 深受扁担精神的感召，
张玉滚风采的激励， 刘彥、
张磊等优秀青年， 走进深
山，坚守下来。 老校长的女
儿，也离城回了校园。 余超
凤、张紫悦等广西、浙江姑
娘，千里迢迢赶来支教。

随风飘来歌声， 柔美
悠扬， 深情蕴爱， 声声沁
心。“一根希望的扁担，不
离你的双肩， 一头挑着山
外的世界， 一头挑着山里
的期盼……”

这歌声，山风会吟唱，
山林会迎合，山溪会伴奏，
山石会镌刻，大山会铭记，
会传播到山外， 在大地飘
扬，在心头流淌。 ⑦1

（作者单位：卧龙区委
宣传部）

师恩难忘
□丁梦

怀念母亲
□郭秀峰

1945 年农历 9 月，母
亲出生于南阳城北一个
地主家庭。 母亲家族系十
八家王氏， 世代勤恳、家
风良好。

母亲幼时家境贫寒，
有一年除夕，家中无粮下
锅，外祖母让母亲到亲戚
家借来红薯面，新年一家
人不敢出门，在家中喝红
薯面粥。

外祖父英年早逝，母

亲无缘学堂，未习诗书。年
仅 14 岁， 遇兴修水利，荷
担挑土石筑坝。 饭食为窝
头与刺芥汤， 母亲将窝头
带回家，自己只喝刺芥汤。
五更出工，深夜回家，日复
一日，直至水库修好。

因年幼之时过度透支
体力，营养不良，母亲体
质自然不好 。 我出生之
后，亦体弱多病，父母抱
我步行数十里四处求医。

注射针眼遍及臀部，
两腿几近瘫痪， 幸得
父母日夜热敷， 即便
如此， 我会走路的时

间也较晚。 大难不死，身
体受亏，在我 30 岁之前，
一直骨瘦如柴。

母亲生性善良， 性格
直爽， 诚实守信， 待人宽
厚。 邻人需求， 必出手相
助。 乞丐近门， 必施舍食
物。粜粮时，籴粮者多付五
十，跑步追二里退钱。母亲
脾气不太好，但亲戚邻居，
相处很好，亲如一家。

母亲一生节俭， 一直
地锅烧柴草做饭。 子女给
的零花钱，她一直积攒着。
给她买的食物、衣服，也会
转送他人。母亲怕热，却舍

不得安装空调。 母亲没有
坐过火车、更未乘过飞机，
我曾多次安排父母旅游，
因母亲反对而终未成行。

母亲一直在为子女
担忧，等子女日子好过，
母亲却患绝症。 2016 年
秋，确诊胰腺癌。此后数次
住院治疗，回天无力，母亲
于 2019 年 7 月 22 日魂归
天堂。

生养恩重，难报为憾，
慈爱生辉，夜路星光，音容
笑貌，永存我心。 ⑦1

（作者单位：河南雷雨
律师事务所）

卅年前您风华正茂
是我懵懂岁月的指航灯
卅年前我年少无邪
在未知世界里战战兢兢

校园 食堂 日记 照妖镜
还有黑板上莫名其妙的真情
跳棋 足球 成绩 陶渊明
还有那扑面而来的雷雨大风

不管不顾的青春记忆里
我总是在半梦半醒间执着前行
若没有您信任的鼓励与叮咛
又如何在岁月长河里风雨兼程

卅年后我侧耳倾听
熟悉的声音令我热泪满屏
卅年后我依旧天真
这世界万里无云总是晴

文化 收藏 生活 花弄影
九三 民政 慈善 四时景
每一个人生路口的分水岭
都有您认真启蒙的曾经

无论我走过多少余生
您都是永远的北斗星
不管此生是否再相逢
我都永远是您的学生⑦1

（作者单位：宛城区慈善总会）

秋思
□张晓征

天转凉，草叶黄，
一梦红楼望夕阳。
思念如这个季节的夜晚，
一寸一寸延长。
顽皮的风携着桂花、菊花的幽韵，
踏歌而来。
飘过莲花湖，
拂过小村庄，
吹过千年遗址，
吹落我的铠甲。
层层紧密包裹，
紧致排列如玉米粒般的心事，
一颗，一颗，一颗，
就这样被你明净温和的目光看破，
噼里啪啦，
粒粒炸成金黄的纽扣，
缀满早秋薄雾轻纱的霓裳。 ⑦1

（作者单位：卧龙区民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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