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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孟昭丽、张国俊

8 岁男孩兰新荣就要转学了，这个曾为他保
留了两年的芋坑小学，或将面临被撤掉的命运。

芋坑小学，一名学生，一位老师。
而在兰新荣的家乡福建永泰县，目前这样的

学校有 11 所。
近年来，我国农村生源不断减少，这在人口不

足 40 万的山区县永泰尤为明显。来自县教育部门
的数字显示：当地中小学生人数已从历史峰值的
9 万左右下降到如今的 4 万余名，全县 84 所小学
中，教学点 43 个，比例过半。

“哪怕还有一个孩子选择在家门口读书，教学
点就要办下去。”当地教育部门如此承诺。

走进这些位于基层村部的教学点，记者看到，
各种硬件设施虽显“迷你”却一应俱全，办学条件相
对简陋但教师们的教学依旧一丝不苟，精益求精。

坚 守

35 年来，从未想过要离开，

只想静静地待在山区，陪这里

的孩子们慢慢变老

从家门口到芋坑小学，步行仅需 10 分钟，兰
新荣的爷爷兰河仕已气喘吁吁。

这位瘦小单薄的 65 岁老人，和记者聊天时，
微微喘着气，时不时咳嗽几声。他称自己患有哮
喘，不能干重体力活，只能每天在家，照顾 85 岁的
老母，接送孙子上下学。

兰新荣在芋坑小学读二年级，目前是学校里
唯一的学生。

“8 年前我来到这里时，教师就我一个，孩子
还有八九个。”吴志光老师说，没想到，短短几年，

学生只剩一个。

看着一个个孩子离开学校，兰河仕一直担心
芋坑小学会被撤掉。

对于兰河仕来说，如果孩子到塘前镇中心小
学上学，近 9 公里的路，交通不便，每天接送孙子
不知该如何是好。如果在中心小学附近租房，既增
加开支，又不能照顾老母。

兰河仕家是村里的贫困户。在兰新荣很小的
时候，母亲已经离开，父亲常年在外打工。

兰河仕的妻子种了 5 亩枇杷和 5 亩柑橘，一
年收入一万多元。“受霜冻影响，今年 5 亩枇杷绝
收。”兰河仕有些无奈。

“儿子在外打工月薪才 3000 多元，去掉租房
费和饭费，每个月也是所剩无几。”想到家里的收
入情况，兰河仕打消了“让孙子租房读书”的念头。

兰河仕的心思，吴志光早已读懂。
“我知道他担心这里只有一个孩子，我会离

开。”吴志光笑着说，从师范毕业选择在留守农村
当一名老师，35 年来，从未想过要离开，只想静静
地待在山区，过着不被外界打扰的生活，陪这里的
孩子们慢慢变老。

“中心校毕竟师资配备更为齐全，愿意在家门
口读书的孩子，家里往往有更多的无奈。”吴志光
告诉记者，“反而是这些孩子们更需要我们在教学
和生活上，给予格外的关注。”

实际上，8 年前从塘前镇中心小学回到芋坑，
也是吴志光的决定。

“那个时候，学校提出要派一名教师到芋坑，
我主动提出回到这里，一些老师并不理解。”吴志
光说，“我知道，这里的孩子，才是最需要我们的。”

山区的教育生涯是“苦”的。
毕业不久吴志光就来到了当地的岭头小学教

书。“单单山路就要走一个半小时。在寒冷的冬季，
从山下走到山上，背心都会湿透，过一阵就会感到
寒气逼人，透心儿的凉。”吴志光说，往往是周日下
午到学校，在山上住一周，周六再下山回家。

仅这所学校，吴志光一待就是 6 年。
芋坑村是畲族村，人口 600 余人。“早年的芋

坑小学也位于大山深处，需走半个小时的山路。”
吴志光还记得十几年前来这里教学半年的情景。

2013 年，永泰县在当地实施“造福工程”，200
多户从大山深处搬迁出来。兰新荣家就是其中一
户。不仅搬迁户住上了宽敞明亮的楼房，教学条件
也大为改善。

记者在兰新荣家看到，三层楼房里窗几明亮。
家具只是简单的摆设。兰河仕说，搬迁下来以后交
通方便了很多，尤其是孩子读书，站在家门口，往
下一看，学校就在眼前。

位于村部的芋坑小学十分精巧漂亮，配有塑
胶操场，教室宽敞明亮，崭新的桌椅还泛着亮光。
“在各种政策的倾斜下，这几年，农村学校的硬件
设施的确改善了很多。”吴志光说。

兰新荣每天早上 8 点前到校，吴老师会让他
早读 10 分钟。“阅读对一个人一生影响最大，是孩
子们内心充盈的源头。”吴老师在教室里特意挂了
一幅字：“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语文、数学、音乐、思想品德、美术、体育……
吴志光包揽了所有的课程。

让吴志光最头痛的是音乐、美术课。“好在教
育部门也注意到了这一点，给农村配备了教育信
息化设备，可以通过远程教育中的名师课件，让孩
子跟着学习，享受和城里孩子一样的名师教育。”
吴志光说。

教室里，“感恩、责任”四个红色大字显得格外
醒目。

“教育不仅仅是教知识，更是要教会学生如何
做人。”吴志光最大的担心是，孩子们不懂得如何
感恩，如何回馈社会。

再过一个月，兰新荣就要结束二年级的课程

了。三年级开始学习英语，吴志光显得力不从心。
为了不耽误兰新荣的学业，吴志光和塘前镇

中心小学校长王国锋早早开始商量了。
王国锋建议兰新荣到中心小学就读。王国锋

说，如今农村寄宿生不仅可以免费住宿，还可以享
受一顿免费早餐。学校针对家庭困难的学生，还会
提供棉被和免费的午餐、晚餐。

“除了国家给予农村的一些普惠性政策外，一
些社会爱心人士也会给农村学校捐款，这些钱可
以用于补助这些贫困学生。”王国锋说。

充分沟通后，兰河仕也认为，这对孩子是最好
的一条路。毕竟，“融入集体生活”是兰新荣迟早要
面对的。

下学期随着兰新荣的转学，芋坑小学将没有
生源。

“只要有一个孩子愿意就近读书，我们一定会
保留这所学校。”王国锋说，如果实在没有学生，也
会根据实际情况而选择保留教学点，让老师先回
到中心校教学。

亲 情

只要有孩子需要，我愿意

将自己所学都奉献给山里的孩

子们，让更多孩子走出大山

在永泰县赤锡乡荷溪小学的班级课程表上，
语文、数学、美术、音乐、体育……所有的课程都由
程桂英老师一人承担。

而学生只有一名，7 岁的女孩曹芸霞。
“程老师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村大家庭中的一

员了，我们离不开她。”荷溪村党支部书记黄立球
说，县里多次调程桂英到赤溪乡中心小学任教，可
一次次被村里的乡亲们感动着，她还是选择了留
下。

荷溪村也是畲族村，距离永泰县城 10 余公
里，人口 400 余人。“村里的年轻人都在外面打工，
只剩下一些老人和留守儿童，老人们会种一些青
梅、橄榄，有的人在林下做养殖业，人均收入不足
万元。”黄立球说。

在这个偏远的村庄，程桂英已经待了 19 年。

“刚来时，学校还有 4 个班 5 位老师，每个班
有学生近 20 人。”程桂英说，这几年班里的孩子越
来越少，到去年只剩下一名一年级学生。

荷溪小学位于村部，有两间教室，一间用于日
常教学，一间是多媒体室，用于远程教育。在教室
的“学习园地”里，贴着往届孩子们的书法和美术
作品。教室的黑板上，程桂英的字娟秀漂亮。

“每年的六一儿童节，孩子们都会合影。”程桂
英指着这些照片说。从一张张照片能看出，学生们
的确越来越少了。

尽管只剩下一名孩子，53 岁的程桂英却格外
用心。

“我相信，我们的孩子语文、数学基础不会比
城市孩子差，但是孩子们的音乐、美术教育却在一
定程度上缺失，虽然通过远程教育做了一定的弥
补，但毕竟和城市孩子相比，还有不少的差距。”程
桂英说。

“而且一个孩子，学习氛围也不容易形成。”这
是程桂英所担心的。

程桂英的老家就是荷溪村。为了让孩子们能
读书，她变着法子去帮助他们，甚至，在学校里，她
开始做起了饭。

“最初是一些孩子因为家里太远，早上带饭过
来中午吃，我担心饭菜太凉，会帮他们热热饭。后
来索性就让他们带粮食来学校，我给他们煮饭菜
吃，到现在，我直接帮助他们买菜做饭。”程桂英说。

除了煮饭，孩子们的午休，也是和她一起度过
的。“孩子们很顽皮，有的孩子也会看我合上眼，就
悄悄地溜走。”程桂英笑着说，孩子的安全也得随
时关心。

为了方便程桂英照顾孩子们，村里特意在村
部二楼，为她腾了一间厨房和一间卧室。

“这几年，学校的条件改善了不少，煮饭的工
具也从十几年前的土灶，换成了如今的煤气灶，再
也不用去捡柴火了。”程桂英说，“最初是离学校远
的孩子来这里吃饭午休，这几年近处的家长也把
孩子送来了，他们说孩子在这里吃得更多。”

一次煮饭时，一个孩子跑过来对程桂英说，
“程老师，您既像妈妈，又是老师。”程桂英乐坏了，
她说，孩子们带给了自己太多的快乐。

一年年的同吃同住，和程桂英熟悉后的孩子
们，开始叫她“妈妈”。这让程桂英更加难以离开荷
溪，难以割舍这份对这些可爱的孩子们的依恋。

十几年来，程桂英的作息一直未变：每天早上
5 点起床，6 点从家里出门去菜市场买菜，然后骑
20 分钟摩托车从家里来到学校，7 点半，开始迎
接孩子们到来。

虽然今年学生只剩一个学生，她的习惯依然
没变。

然而，单人校的老师也有难处。“就是不敢请
假，没有人替换。今年妹妹送 93 岁的父亲去看病，

没有人帮助推轮椅上下坡，最后只有让邻居帮
忙。”程桂英讲起这些，觉得有些愧对家人。

但她仍然认为，教师是最美的职业。女儿大学
毕业后，如今也成了一名人民教师。

而在赤锡乡，目前有 3 个这样的教学点。赤锡
乡中心小学校长黄大灿说，目前除荷溪小学外，云
林小学有一名二年级学生，白叶小学还有一名一
年级学生。在这些教学点，老师们还会兼着幼儿班
的课程。

黄大灿说，“教学点往往是初小，设置一、二年
级，等到了三年级，孩子有了一定的自理能力，学
校会鼓励他们到中心校读书，国家出台了寄宿生
就读优惠政策，这让地处偏远的孩子们就读方便
了许多。”

“我们希望家门口有学校，一直会有这样一位

好老师。”曹芸霞的妈妈兰金秀说，每天早上送
孩子到学校，晚上接回去，不仅没有任何费用，
还十分便利。

下个学期，曹芸霞也将转到赤溪乡中心小
学。“大女儿在中心小学读五年级，下学期也会
考虑将小女儿带过去，虽然不舍，这样两个孩子
一起照顾更方便。”兰金秀说。

学校将何去何从？“只要还有学生，我们就
一定会把教师派下去。”黄大灿说，“往往愿意留
下就近读书的学生，家庭都是比较困难的，一定
不能让这些孩子失学。”

程桂英说，“农村教学条件差，留不住教师。
可只要有孩子需要，我愿意将自己所学都奉献
给山里的孩子们，让更多孩子走出大山。”

不 舍

被家长们留了一年又一

年，不知不觉就留到了退休年

龄

再过一年，59 岁的陈光辉和 55 岁的妻子
许碧如就要离开教学岗位了。

他们所在的永泰县富泉乡蜚英小学和蜚安
小学，如今都只剩下了一名学生。

“被家长们留了一年又一年，不知不觉就留
到了退休年龄。”许碧如笑着说，“这些孩子的爸
爸们也曾经是我的学生。”

37 年扎根在一所学校教学，许碧如已经为
这个村庄培养了两代人。

“最多的时候学生有 300 多人，村里不仅办
起了小学，还有初中。”许碧如说，随着越来越多
的孩子们进城读书，村里只剩了一名小学生。

位于蜚安村村部的教室里，记者看到，一张
教学用的大木桌和几张塑料学生桌椅简单地摆
着，黑板旁放着一台用于远程教育的电脑。

而在村部旁边的旧教学大楼，现已废弃，村
里计划将其改为村里的敬老院，正在规划建设
之中。

永泰县教育局一位负责人解释说，随着农
村生源的减少，一些旧校舍被利用起来，建起了
村部，留出几间给学校使用，也有一些破旧的校
舍也开始改做其他用途。

和许碧如的经历一样，丈夫陈光辉所在的
蜚英小学也从最辉煌时的 200 多人，到如今的
一名学生。

“学生少，一对一个性化的辅导会更容易到
位，可是对于孩子的全面发展来说，还是有些不
利。”陈光辉和妻子的看法一致。

看到记者，7 岁小姑娘许书慧大方地唱了
一首歌《我爱家乡，我爱祖国》。她说，这是跟着
许老师刚刚学会的。

来学校接许书慧的奶奶黄小红说，孩子父
母在山西务工，还有一个妹妹在他们身边，于是
就让大孙女先回到家乡来上学，5 岁的小孙女
到了入学年龄也会回来读书。

“这么多年了，许老师培养了许多优秀学
生，她教出的孩子到了中心校成绩都在中上等，
我们很信任她。”黄小红说，“而且在家里读书，
费用少，也更省心。”

为了让许书慧在家门口也能接受到好教育，
许碧如使尽了浑身解数。带着许书慧边唱边跳，
许碧如已是满头大汗，可笑容依旧。“我希望孩子
们能快乐学习，健康成长。”许碧如告诉记者。

“知识上的学习，可以想办法，但是孩子的
品德培养，就需要家校一起配合。”许碧如说，
“如今农村孩子也存在过度娇生惯养，一些孩子
不会打扫教室，甚至拉大便还要老师擦。我会告
诉孩子们，这些是他们该做的，回到家，还要帮
助家人做家务。”

“当许书慧的妹妹再来读书时，我已经退休
了。”许碧如说着，心中还有着种种不舍。

“37 年了，除了分娩请假，几乎就没有缺过
课。”许碧如说，“不管学生有几名，我们的责任
都是一样重。”

“只要有学生在，教学点老师一定会保障。”
富泉民族中心小学校长郑才局说，考虑到教学
点一旦撤掉再恢复就比较难，是否撤掉会根据
实际情况。

“不仅仅是在教学点的布置上会精心考
虑。”郑才局说，这几年，国家对农村学校的支持

力度很大，中心小学是永泰县唯一一所民族学
校，共 208 名学生，一座新的教学大楼正在规划
建设之中。

“在硬件上提升的同时，在师资上也进行了
帮扶。”郑才局说，通过教师轮岗，学校引入了一
位福州市数学学科带头人，带动了整个学校的
数学教学水平。

郑才局说，如今农村也十分重视素质教育，
学校布置有畲族文化长廊，将畲族历史、畲族文
化、畲族服饰等制作成宣传壁画，还收集整理了
畲族戏曲民谣、婚丧嫁娶等作为乡土教材，课程
丰富多彩。

“这些老教师们的教学经验丰富，农村的孩
子们需要他们。”郑才局说，未来希望能发挥他
们的优势，为农村教育提供更多的建设性意见。

留 任

这里曾经住过十几位老

师，如今只剩我一个，显得空空

荡荡

56 岁的卢瑞珍老师，退而未休。
每个周日下午 4 点，卢瑞珍都会准时坐上

从县城到同安镇西安村的班车，一个半小时后，
顺利到达西安小学——— 她已经工作了 38 年的
地方。

卢瑞珍说，这里曾经办过初中校，最多时教
师有十几位，学生有 300 多人，有的年级甚至开
了两个班。而如今学校只剩下了自己和两名学
生。

去年 9 月，为了仅有的一个学生。已到退休
年龄的卢瑞珍选择再留任一年。

“没想那么多，学生需要就来了。”卢瑞珍
说，到了第二学期，又来了一名学生。

和其他老师一样，卢瑞珍也要承担这里所
有的课程。孩子的减少，并没有影响到她备课的
专注。

“留下来的孩子，往往是家庭未能给予更多
照顾的孩子，这个时候，老师就要起到更多的作
用。”卢瑞珍说。

和大多数学校老师可以当天往返不同，因
为路途遥远，卢瑞珍每周都要在山上住六晚，周
日下午出发，周六早上，再搭乘 6 点 40 分的班
车回家。

“村里的老电影院，是教师们的宿舍。这里
曾经住过十几位老师，如今只剩我一个，显得空
空荡荡。”讲话中，卢瑞珍有一丝悲凉。

30 多年来，卢瑞珍都是如此度过，从时间
上来看，她陪学生们的时间远远多于自己的孩
子。

“他们都是我的孩子。”卢瑞珍说，“一些毕
业后事业有成的学生会回到家乡，邀请我们这
些老师们一起吃饭，听到他们都有出息了，这是
我最大的安慰。”

“如今国家对农村的投入大了，一个基层教
学点一年经费在 6 万元，基础设施不断更新，也
给孩子们添置了更多学习用具。”卢瑞珍感慨
道，农村校舍更漂亮了，可学生越来越少了。

据永泰县教育局统计，自 2012 到 2015 年，
通过实施中小学扩容工程、校安工程、薄弱校改
造等途径，共投入资金 2 . 02 亿元，新建、改扩
建中小学校舍面积 86881 平方米。

在信息化方面，永泰先后投入 1173 万元用
于中小学教育信息化建设，全县中小学实现“班
班通”全覆盖。在师资配备方面，永泰也建立了
城镇中小学教师到农村学校任教制度、城乡教
育和学科对口支教办法，实现了全覆盖。

“尽管做了不少努力，城乡教育仍有较大差
距。”永泰县教育局一位负责人坦言，农村师资、
生源外流现象依然存在，音乐、美术、计算机等
专任教师依然短缺。

“农村中小学还存在着新教师补充困难、生
活待遇偏低等问题。”这位负责人说。

“也许下个学期，随着孩子们的转学，自己
就要离开了。”卢瑞珍说，如果孩子们还是选择
在这所学校读书，还是很高兴自己能发挥余热。

“只要有学生在，教学点就会保留。”永泰县
教育局这位负责人说，虽然集中办学是大势所
趋，但是只要有一个孩子愿意在家门口读书，就
会为他保留一所学校。

为了一个孩子的“留守学校”

“只要有学生在，教学点就

会保留。”永泰县教育局一位负

责人说，虽然集中办学是大势

所趋，但是只要有一个孩子愿

意在家门口读书，就会为他保

留一所学校

▲ 5 月 28 日,永泰县富泉乡蜚蜚安小学许碧如老师和她的一年级学生许书慧在排练
“六一”节目。 新华社记者张国俊摄

 5 月 26 日，吴志光老师和兰新荣在操
场参加升国旗仪式。 新华社记者张国俊摄

“愿意在家门口读书的孩子，

家里往往有更多的无奈，这些孩子

们更需要我们在教学和生活上，给

予格外的关注”

——— 教师吴志光
“我们希望家门口有学校，有

一位好老师”

——— 学生家长兰金秀
“只要还有学生，我们就一定

会把教师派下去。往往愿意留下就

近读书的学生，家庭都是比较困难

的，一定不能让这些孩子失学”

——— 乡中心小学校长黄大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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