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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余靖静

有一位老师，第一次做班主任，遇上了一群
“小刺头”。

20 多年后，这位老师因突发不适，倒在了
工作岗位上。

她带的第一个班级的“小刺头”们——— 当年
的初中生，如今都已奔五——— 辗转找到记者，就
想说一说这段师生故事。

听过的人说，这个故事，像是中国的《放牛
班的春天》。

他们叫她“小姑娘”

1988 年秋天，杭州求是中学，初二(2)班，
全校最调皮捣蛋的一个班，来了一位新班主任。

这个班，“皮”到什么程度？
上课时像菜场，还给老师背后贴纸条；下课

了像跑马场，到学校附近的田里捉泥鳅、放风
筝、“顺”番薯；明明小学里都学过英语，初一的
期末考，三、四十分的屡见不鲜；老师们个个头
疼，批评、处罚都用过，无效。

新班主任名叫程芳，22 岁，娃娃脸，马尾
辫，个子不到一米六。一群“小刺头”打量着她，
“小姑娘。怕啥？”“不欺负她就不错了”。

家长们的第一印象也大致如此。她到女生
家家访，家长问孩子，“你带了个同学回来？”到男
生家家访，家长问孩子，“你带了个女朋友回来？”

可慢慢地，调皮鬼们发现，这个“小姑娘”，
可不太一样。

他们放风筝时，悄悄取了“小姑娘”的丝巾
当风筝的尾巴，线断了，风筝飘走了，“小姑娘”
发现，只笑嘻嘻。

“小姑娘”和他们一起去公园，孩子们图新
鲜，翻墙逃票，她也跟着翻，只是叮嘱他们说，要
是被“逮”住了，“不要说我是你们老师”。

选班干部，原来都是老师指定，“小姑娘”来
了，就变成由全体同学投票决定。

胡卫，调皮鬼的“头儿”，就这样被选成了班
长。班上学习成绩最好的一个女生落选。“我是
大家投票选出来的，觉得被尊重。就算为了面
子，我也要做出样子。”20 多年后，胡卫回忆说。

有一些孩子回家后就“放羊”，不做作业。
“小姑娘”就在放学后把他们留下来，陪着一起
做作业，做完才让走。

“看到老师愿意放弃自己很多休息时间，我
们也懂事了。”

开始不情愿的三三四四个孩子，逐渐变成了主
动留下的七七八八个孩子。班上块头最大的男生“马
儿”，从此成了“小姑娘”的“跟屁虫”——— 做完作
业，还主动送老师回家。同学在路上遇见，觉得
这场面“很违和”。

班风改变了，但成绩并没有立马转型。
在随后的物理期中考，孩子们没有获得

好成绩，大家心情低落，觉得“对不起老师”。
“小姑娘”没有责备孩子们，她请示了学校，而
后带着他们去西湖划船。

四五月的晴日，西湖之上，船桨点水，涟
漪一圈圈晕开。“老师一边开导我们，一边介
绍船与水的物理知识”；“我至今还记得那个

优美的公式：F 浮=ρ液 gV 排。这在当时，在
我们还是小小少年的心中，这种教学方式是
那样的引人入胜。”钱李军说。

他们改口叫“程妈”

打动孩子们的，不只是“小姑娘”的教学
方法和耐心。

在那个奉行“棍棒之下出孝子”理念的时
代，“我们的爸妈，把我们送去学校，都和老师
说，‘孩子不听话，你随便打，随便骂’。”

“原来教过我们的一些老师，动辄就批评
我们、打击我们，凡事喜欢上纲上线，一点错
就要处分，‘杀鸡儆猴’给我们看，有同学就因
此离开学校。”

相比之下，程芳就像孩子们的姐姐。对于
男女同学之间那种朦胧的情愫，这个“姐姐”
只是持“只八卦、不干预”的态度。

有人后来问她，“为啥不管管”？她说，如果
直接命令“不许早恋”，孩子们只会瞒着你，“可
能他们闯了祸我也不知道，那才是我最怕的”。

有“愤怒的少年”曾在学校里贴标语，是“姐
姐”在校长那里说情、“作保”，免除了处分之虞。

班上最叛逆的女生，成了“姐姐”最宝贝
的女生。直到现在，她都喊程芳为“程妈”。

“我当时又小又瘦，还不爱吃饭，程妈办
公室的抽屉里一直放着吃的，下课经常会把
我叫到办公室吃东西，好有精神上其他课。”
“我脾气挺倔的，不喜欢的功课压根不学，程
妈会带我到她家给我开小灶，不仅仅是她教
的物理。”

这个女生的妈妈是一位小学老师，“永远
把我当小学生对待，我的青春期永远在吵架”，
“我妈还跑学校去告我状，说我在家有多不听
话，程妈每次都安慰我妈，说我在学校的好。”

暑假漫长，她就天天骑车去“程妈”家，
“一起做作业，一起看恐怖片，午睡醒了，她就
带着我，一起去西湖边看日落。”

多年之后，这些已过不惑之年的学生们
回想，“程老师就像大禹，带领我们度过了青
春期最不安稳的那几年，她改变的是我们的
人生。”

1990 年夏天，中考了。求是中学的物理
成绩排在了全市第一，化学全市第二，数学全
市第三。“而我们班，是全年级成绩最好的”，
“学科满分，升入重点学校比比皆是”。

初三(2)的全体同学强烈要求，“程老师
要继续带我们读高中”。

不少人明明考上了其他高中，依旧选择
留在求是中学读高中部。班长胡卫考上了中
专——— 当年“铁饭碗”的象征———“如果是程
老师继续带我们，我就不去念中专了。”

毕业典礼那天，得知“程老师不可能带高
中班”时，孩子们纷纷敲打起课桌，表示不满，
校长闻声而来，“以为我们要造反”……

离别的最后，孩子们修改了那首《红高
粱》的歌词，放声唱起，“程芳，你大胆地往前
走！”

“芳名永存”

90 届(2)班，是程芳作为班主任带的第一
届学生。这个班的孩子们毕业了，师生情谊也
一直延续了下来。

老师恋爱了。他们紧张，尾随，考察……老
师结婚了。看着老师脸上幸福的笑容，他们有
些悻悻然，“齐大哥把程老师抢走了。”

在杭州工作的同学，不时邀请老师“家宴”，
拖家带口地一起聚餐。

老师，当年记挂着他们的点点滴滴，现在
记挂的人，又多了他们的娃：“你们家孩子是不
是要上幼儿园了？”“孩子在读哪个小学？”“对孩
子，要讲方法。”……

已经在工作上成为骨干的学生们，早已平
视看世界。面对自己的初中班主任，他们依旧
觉得有许多要学的。

有了微信后，程芳在手机移动端，还是“孩
子王”：“程老师在群里一发言，大家都像打鸡
血，马上响应”；“我们都是 40 多岁的人，在微信
群里永远 10 多岁”；有人工作忙到两只手都拿
着电话，但他觉得最重要的事，是在群里回复
老师。

2016 年 4 月 28 日，“马儿”出差，在群里
问，“有谁在苏州？晚上一起喝酒。”老师说，“半
夜里个个在苏州。”

这是程芳最后一次在 90 届(2)班的微信群
里说话。

坏消息来得突然。4 月 29 日晚八时许，时
任杭州西溪中学校长的程芳被发现倒在办公
室中，灯亮着，51 岁的她再也没有醒来。

那一夜，周琦在梦里，回到了他的中学时
代，见到了程老师，“毕业后从来没有做过这样
的梦。”

在大洋彼岸的澳大利亚，凌晨 1 点，“小鹿”
翻来覆去，怎么都睡不着，直到她收到“马儿”的
微信，“你能不能回来一趟？”

感应，无法解释。
90 届(2)班的学生们纷纷赶来守灵。
前后半个月，他们遇到了程老师带过的其

他学生、带过的老师。在大家的追忆中，他们听
到了：程老师带班一直都不挑学生，甚至会偏
爱那些调皮捣蛋的孩子一些；无论成绩好或
弱，她都一视同仁，她喜欢在孩子的姓后面加
上“宝贝”两个字，譬如，“钟宝贝”“王宝贝”“裘宝
贝”；程老师后来当了校长，她的理念是“不能只
对老师提要求，而不做保障”，“每个老师后面都
有一个家”……

在这群“中学生”的记忆里，“程妈”，这位老
师、朋友、亲人，圆圆脸上永远带着盈盈笑意，
“芳名长存”。

在在 99 月月 44 日日的的 GG2200 杭杭州州峰峰会会欢欢
迎迎晚晚宴宴上上，，国国家家主主席席习习近近平平致致辞辞时时
说说，，““114400 年年前前，，11887766 年年的的 66 月月，，曾曾经经
当当过过美美国国驻驻华华大大使使的的司司徒徒雷雷登登先先生生
出出生生于于杭杭州州，，在在中中国国生生活活了了 5500 多多年年，，
他他的的骨骨灰灰就就安安放放在在杭杭州州半半山山安安贤贤
园园。。””

司司徒徒雷雷登登，，一一个个中中国国人人熟熟悉悉又又
隔隔膜膜的的名名字字，，这这一一次次作作为为中中美美两两国国
友友谊谊的的代代表表，，出出现现在在中中国国最最高高领领导导
人人的的讲讲话话中中。。

从从血血统统上上说说，，司司徒徒雷雷登登是是纯纯粹粹
的的美美国国人人，，他他的的父父母母都都是是在在清清末末就就
来来到到中中国国的的传传教教士士。。但但司司徒徒雷雷登登自自
己己说说，，他他““是是一一个个中中国国人人更更多多于于是是一一
个个美美国国人人””。。司司徒徒雷雷登登的的““中中国国人人””身身
份份，，始始于于杭杭州州，，最最后后又又因因为为他他的的骨骨灰灰
归归葬葬于于此此，，也也终终于于杭杭州州。。

11887766 年年 66 月月，，司司徒徒雷雷登登出出生生在在
杭杭州州天天水水堂堂教教士士住住宅宅((今今杭杭州州下下城城区区
耶耶稣稣堂堂弄弄))。。直直到到 1111 岁岁回回到到美美国国读读
书书，，他他都都生生活活在在杭杭州州，，在在杭杭州州度度过过了了
完完整整的的童童年年，，学学会会了了一一口口纯纯正正的的杭杭州州
话话，，并并认认杭杭州州为为自自己己的的第第二二故故乡乡。。

11990044 年年，，司司徒徒雷雷登登结结婚婚后后偕偕妻妻
子子回回到到中中国国，，第第一一站站也也是是杭杭州州。。在在这这
之之后后，，他他的的主主要要事事业业是是传传教教，，并并钻钻研研
汉汉语语。。11990088 年年开开始始任任南南京京金金陵陵神神学学
院院希希腊腊文文教教授授，，11991100 年年任任南南京京教教会会
事事业业委委员员会会主主席席，，辛辛亥亥革革命命时时曾曾兼兼
任任美美联联社社驻驻南南京京特特约约记记者者。。在在杭杭州州，，
他他参参加加创创建建了了育育英英书书院院，，即即后后来来的的
之之江江大大学学，，他他的的弟弟弟弟后后来来成成为为之之江江
大大学学校校长长。。

司司徒徒雷雷登登一一生生最最辉辉煌煌的的成成就就，，
是是因因为为他他创创办办并并长长期期主主持持燕燕京京大大
学学。。在在老老一一代代中中国国知知识识分分子子心心目目中中，，
司司徒徒雷雷登登首首先先是是一一个个教教育育家家，，一一个个
优优秀秀的的大大学学校校长长。。

清清末末，，义义和和团团烧烧毁毁了了美美英英教教会会
创创办办的的汇汇文文大大学学、、华华北北协协和和女女子子大大
学学和和通通州州协协和和大大学学校校舍舍，，创创办办者者后后
来来计计划划重重建建，，将将其其合合并并为为一一所所大大学学。。

但但在在学学校校名名称称和和校校长长人人选选上上分分歧歧很很
大大，，后后来来达达成成妥妥协协方方案案：：选选一一位位““局局
外外人人””任任校校长长。。非非常常了了解解中中国国，，且且学学养养出出众众、、令令名名远远播播的的
司司徒徒雷雷登登，，成成为为在在华华美美国国人人公公推推的的校校长长人人选选。。

司司徒徒雷雷登登接接过过了了这这个个““无无法法收收拾拾的的烂烂摊摊子子””。。他他曾曾
骑骑着着毛毛驴驴为为新新学学校校选选址址四四处处奔奔波波，，为为筹筹集集办办学学经经费费四四
处处化化缘缘，，用用传传教教的的虔虔诚诚和和毅毅力力，，在在北北京京西西郊郊建建起起了了一一座座
园园林林一一样样优优美美的的大大学学。。如如今今，，燕燕京京大大学学早早已已不不复复存存在在，，
但但司司徒徒雷雷登登留留下下的的校校园园，，成成了了北北京京大大学学的的校校园园。。今今日日燕燕
园园的的湖湖光光塔塔影影、、中中国国风风格格的的校校长长办办公公楼楼和和学学生生宿宿舍舍，，基基
本本保保持持了了司司徒徒雷雷登登主主持持设设计计的的原原貌貌。。

燕燕京京大大学学虽虽然然是是教教会会学学校校，，但但司司徒徒雷雷登登却却提提出出了了
““使使燕燕大大彻彻底底中中国国化化””原原则则。。他他说说：：““燕燕大大必必须须是是一一所所经经
得得起起任任何何考考验验的的、、真真正正意意义义上上的的大大学学，，至至于于信信仰仰什什么么，，
则则完完全全是是个个人人的的私私事事””。。作作为为教教育育家家，，他他深深知知““大大学学不不仅仅
要要有有大大楼楼，，还还要要有有大大师师””的的道道理理，，聘聘请请了了当当时时最最著著名名的的
中中国国学学者者来来校校任任教教，，与与外外籍籍教教师师享享受受同同等等待待遇遇。。短短短短时时
间间内内，，燕燕大大名名师师云云集集，，几几乎乎个个个个如如雷雷贯贯耳耳：：洪洪业业、、俞俞平平
伯伯、、周周作作人人、、郑郑振振铎铎、、陈陈垣垣、、顾顾颉颉刚刚、、张张东东荪荪、、冯冯友友兰兰…………

同同时时，，他他积积极极推推动动燕燕京京大大学学与与一一流流名名校校交交流流合合作作，，
燕燕大大与与哈哈佛佛大大学学合合作作成成立立的的哈哈佛佛燕燕京京学学社社，，作作为为一一个个
学学术术项项目目至至今今仍仍备备受受推推崇崇，，被被视视为为学学术术质质量量的的保保证证。。

司司徒徒雷雷登登出出色色的的建建设设和和经经营营，，让让燕燕京京大大学学的的知知名名
度度和和学学术术水水平平迅迅速速提提升升，，短短短短十十多多年年，，已已成成为为中中国国学学术术
水水平平最最高高的的教教会会大大学学，，在在 8800 多多年年前前，，就就已已经经跻跻身身世世界界
一一流流大大学学行行列列。。

燕燕京京大大学学存存在在了了 3333 年年，，注注册册学学生生不不到到一一万万人人，，后后
来来成成为为著著名名学学者者和和学学科科带带头头人人的的，，就就超超过过 110000 人人，，其其中中
包包括括中中国国科科学学院院院院士士 4422 人人，，中中国国工工程程院院院院士士 1111 人人。。燕燕
京京大大学学还还是是中中国国新新闻闻学学、、社社会会学学教教育育最最早早的的开开拓拓者者，，培培
养养的的著著名名校校友友有有冰冰心心、、费费孝孝通通、、侯侯仁仁之之、、杨杨绛绛等等，，后后来来担担
任任外外交交部部长长的的黄黄华华，，也也曾曾是是司司徒徒雷雷登登的的学学生生。。

作作为为校校长长，，司司徒徒雷雷登登同同情情学学生生运运动动，，九九··一一八八事事变变
后后，，他他亲亲自自带带领领数数百百名名燕燕京京大大学学师师生生上上街街游游行行，，抗抗议议日日
本本对对中中国国的的侵侵略略。。11994411 年年太太平平洋洋战战争争爆爆发发，，他他因因拒拒绝绝
与与日日军军合合作作，，被被关关在在集集中中营营，，直直到到日日本本投投降降后后获获释释。。在在
日日本本侵侵占占华华北北期期间间，，大大批批燕燕大大学学子子从从沦沦陷陷区区奔奔赴赴解解放放
区区，，司司徒徒雷雷登登亲亲自自为为他他们们送送行行。。

司司徒徒雷雷登登后后半半生生背背上上““美美国国在在中中国国彻彻底底失失败败的的象象征征””

的的标标签签，，源源于于他他于于 11994466 年年出出任任美美国国驻驻华华大大使使。。在在大大使使任任
上上，，他他曾曾受受邀邀到到杭杭州州参参加加活活动动并并祭祭扫扫父父母母亲亲之之墓墓，，并并被被授授
予予““杭杭州州市市荣荣誉誉公公民民””称称号号。。当当时时中中国国人人这这样样评评价价他他，，““既既
是是政政客客又又是是学学者者，，既既是是狡狡猾猾的的对对手手又又是是温温馨馨的的朋朋友友””。。

11994499 年年，，在在决决定定中中国国命命运运的的决决战战前前夕夕，，司司徒徒雷雷登登选选
择择留留在在广广州州，，希希望望充充当当中中国国内内战战调调解解者者的的角角色色，，但但最最终终因因
为为形形势势剧剧变变，，不不得得不不悄悄然然返返回回美美国国，，随随即即退退休休直直至至去去世世。。

因因为为他他在在驻驻华华大大使使任任上上的的表表现现，，““举举世世无无仇仇敌敌””的的司司
徒徒雷雷登登成成了了各各方方眼眼中中都都不不受受待待见见的的人人。。在在中中国国特特殊殊的的时时
代代背背景景下下，，因因为为那那篇篇被被选选入入中中学学课课本本的的著著名名文文章章，，他他成成了了
对对华华侵侵略略政政策策代代理理人人和和声声名名狼狼藉藉的的失失败败者者的的代代名名词词；；回回
到到美美国国，，他他被被支支持持国国民民党党和和奉奉行行麦麦卡卡锡锡主主义义的的当当局局““禁禁
言言””，，还还被被一一些些人人骚骚扰扰攻攻击击，，贫贫病病交交加加，，孤孤独独落落寞寞。。如如果果不不
是是私私人人秘秘书书傅傅泾泾波波一一家家悉悉心心照照料料，，晚晚景景会会更更加加凄凄凉凉。。

11996622 年年 99 月月，，卧卧病病多多年年的的司司徒徒雷雷登登在在华华盛盛顿顿病病
故故。。他他最最后后的的遗遗愿愿，，就就是是把把骨骨灰灰送送回回中中国国，，葬葬在在燕燕京京大大
学学校校园园。。但但由由于于错错综综复复杂杂的的原原因因，，这这一一愿愿望望一一直直未未能能实实
现现。。在在早早已已成成了了北北京京大大学学校校园园的的燕燕园园，，司司徒徒雷雷登登留留下下的的
建建筑筑仍仍在在使使用用，，但但校校园园里里至至今今没没有有一一座座司司徒徒雷雷登登的的塑塑
像像，，早早年年安安葬葬于于此此的的其其妻妻墓墓地地，，也也不不知知所所终终。。

在在傅傅泾泾波波后后人人持持续续不不懈懈的的推推动动下下，，司司徒徒雷雷登登的的第第
二二故故乡乡杭杭州州，，最最终终接接纳纳了了他他。。22000088 年年 1111 月月 1177 日日，，司司徒徒
雷雷登登先先生生的的骨骨灰灰被被安安放放在在杭杭州州半半山山安安贤贤园园。。虽虽然然这这不不
是是遵遵照照他他遗遗愿愿的的最最优优选选择择，，但但杭杭州州是是他他出出生生成成长长的的第第
二二故故乡乡，，也也是是他他父父母母和和弟弟弟弟的的长长眠眠之之地地。。生生于于斯斯、、葬葬于于
斯斯，，也也算算完完成成了了他他叶叶落落归归根根的的心心愿愿。。

杭杭州州，，这这个个美美丽丽包包容容的的城城市市，，给给了了司司徒徒雷雷登登这这个个中中
国国人人““熟熟悉悉的的陌陌生生人人””故故乡乡的的温温暖暖，，也也成成就就了了两两个个大大国国
之之间间超超越越历历史史的的友友好好佳佳话话。。

中国版《放牛班的春天》

程老师带班一
直都不挑学生，甚
至会偏爱那些调皮
捣蛋的孩子一些 ；
她喜欢在孩子的姓
后面加上“宝贝”两
个字 ；程老师后来
当了校长，她的理
念是“不能只对老师
提要求，而不做保
障”“每个老师后面
都有一个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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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芳老师工作近照。 照照片片由由程程芳芳家家人人提提供供

废钢烂铁敲响山里娃的梦想

陆波岸

又是一年开学季，深山里许许多多学校历
经近两个月的沉静后，又陆陆续续听到回荡山
间的钟声。我也曾是大山求学人，每当想起山里
阵阵悠远清脆的钟声，就像儿时上学前母亲句
句暖心窝的叮咛再次回响心头，难以忘怀，无法
割舍。

钟声是大山孩子希望与梦想的守候，寒来
暑往，风雨无阻。在莽莽的大山中，有学校的地
方就会有钟声，有钟声的地方就会有书声，有书
声的地方就会有希望。对于山里人来说，每当听
到学校的钟声响起，就像三月听到布谷催春之
声一样。

钟声来自一个个挂在学校里的“钟”。由于
条件限制，大山很多学校用于作息指令的不是
电铃，也不是现代化广播系统，往往是一块当作
钟来敲的锈迹斑驳的废旧钢板铁片，有的是一
块废旧钢板、有的是一片残断犁头、有的是一个
汽车废旧钢圈、有的是一截废旧钢管……有的
挂在教室的走廊里，有的挂在校园的大树上，
很多一挂就是几十年，就像大山里无数个默默
坚守的老师一样，任劳任怨，不问功名，日复
一日敲响自己，催促别人求知前行的脚步。

这些“钟”有固定的敲法和节奏，比如预备
钟声是“当当、当当、当当”，上课钟声是“当当
当、当当当、当当当”，下课钟声是“当、当、当”等
等，决不能敲乱，也不能乱敲。每天，值班老师都
会准点拿起一根铁棒或一把铁锤，有节奏地敲
响这个钟，指令学校师生按时作息。钟声传遍校
园每一个角落，回响在大山深处每一个人的心
田，人们通过钟声的节奏，可以知道学校是在上
课还是下课。

在钟表没有普及的年代，山里很多人根据
钟声安排自己的劳作和生活时间，学校放晚学
的钟声响过之后，在地头山上劳作的人们会赶
忙收尾手头的活儿，炊烟往往也在这时次第袅
袅升起，村童唤牧归，飞鸟相与还。

我上小学三年级之前，就读的教学点没有
这样“高大上”的钟，也没有听到过这样可以响
彻山谷的钟声，我们的作息指令是一个用绳子
挂在老师办公室泥土墙上的铁哨子。每天，这个
教学点唯一的教师黄汉老师会按时拿下这个哨
子，放在嘴唇之间吸足了气鼓着腮帮“哔哔哔”

地吹响，叫他所教的三个复式班十几个孩子上
课、下课或者放学。哨子一吹完，又被他高高挂
起，生怕有淘气的学生趁老师不注意取下乱吹，
扰乱了学校固定的作息秩序。

黄老师生来嘴唇厚实，也许是抽烟等原因，

他厚厚的嘴唇常常呈暗红色，以致当时童真无
邪的我们一直认为，黄老师嘴唇的形状和颜色
是因为吹哨子造成的。就是在我这位启蒙老师
离开人世 30 年后的今天，每当看到有人吹哨子
或者听到哨子声，我都不禁想起他，想起他吹哨
子的样子，想起他在泥土墙的教室里手握课本，

来回踱步领着我们抑扬顿挫朗读课文的样子。
我故乡村完小上下课所敲的钟，是村里一

座有超过百年历史庙宇的生铁铸钟，上面铸有
“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等文字，差不多是半个人
那么高，要两个壮汉才能抬起，那洪亮浑厚的钟
声，可以在五里范围的大山回荡，经久不息。在
那十年浩劫中，那座规模宏大、建筑考究的古庙
宇遭受破坏，许多设施被践踏推倒，所幸这口古

钟没被砸烂，人们把它搬到离庙宇不远的学
校去，作为学校作息时所敲的钟，让它继续传
承这片大山源远流长的文脉，呵护这片大山
每一个梦想与希望。

上个世纪 80 年代的一天，一个淘气的孩
子在学校附近放羊时，跑到学校里抡起木棒
狠劲敲打着这口古钟玩耍，没想到这口历经
无数岁月腥风血雨洗礼、见证无数沧海桑田
人世变迁的古钟，受不了那一棒接着一棒不
知轻重的抡打，钟体从上到下裂开了一条缝，
曾经洪亮的钟声一下子沙哑呜咽。为了保护
它，学校作息时不再敲打这口古钟，让它静静
地挂在学校木楼的廊檐下，继续守护着这片
大山的日出日落，守护着这片大山孩子们的

欢声笑语。
十几年前，我表哥从柳州专程驱车回到

山里，将这口古钟拉到柳州请专业人员帮忙
焊接，将它的伤口细心缝合，然后又把它护送
回山里安顿好，就像照顾自己历尽岁月风霜
侵蚀的亲人一样。在许许多多大山孩子浓浓
淡淡的乡愁里，陪伴他们完成学业的那口老
钟，是他们人生难以割舍的一片情结，甚至像
他们的亲人和恩师一样，即使走过千山万水，
即使岁月冲淡所有记忆，那口催他们求知上
进的老钟，依然挂在他们心灵的最深处，梦里
梦外依然声声敲响，教他们不忘童真、不负年
华。

最近几年，我有机会造访很多山区学校，
特别是那些偏远山区的教学点，每到一个学
校，我除了拜访在那里“献了青春献白发”默
默奉献的老师，还特别留意这些学校作息时
所敲的“钟”，它们虽然大小不一、形状各异，
但都是大山学校不可或缺的一员，甚至可以
说是这些学校一名默默奉献的义工，年复一
年用自己的声音催促着大山里的琅琅书声，
陪伴着一批又一批大山孩子放飞童年的希望
与梦想，送一个又一个怀着理想与信念的孩
子走出大山。

广西全州县白宝乡北山村小学的“钟”，
是一个被厚厚铁锈严严实实包裹着的废旧齿
轮，有碗口大小，被一根同样锈迹斑驳的铁线
挂在教学楼二楼的走廊上。上下课时间一到，
右臂残疾的唐广芳老师，左手抡起一把小铁
锤，有节奏地敲打着这个齿轮，位于山脚下的
校园要么一片欢声雀跃，要么一片书声琅琅。

广西灌阳县洞井瑶族乡野猪殿小学的
“钟”，是一截粗水管的废旧接头，被铁线挂在
低矮瓦房教室外的柱子上。每次“当当当”上
课钟声响过之后，61 岁的“单腿教师”李祖清
准时戴上那副一边已经开裂的老花镜，一手
拿着教材、一手拿着教鞭，在简陋的教室里来
回踱步，领着孩子们一遍遍朗读课文。琅琅书
声从那座低矮的教室中传出，在浓浓的山雾
里飘扬，和着声声鸟鸣，为这片大山的春意平
添了几分活力与生机。

这就是大山学校钟声的使命和担当，也
许无人知道老钟何时挂、无人细问钟声何时
响，但只要这块在外人看来“就是一块铁”的
钟响声不息，一代又一代的大山孩子在钟声
的催促下发奋图强，他们生根发芽在深山老
林石缝里的梦想就会开花结果，偏远封闭的
大山就有远离愚顽蒙昧的希望，自强不息的
民族就有源源不断的接班人。

▲这是广西山区部分学校上下课所敲的“钟”。 摄摄影影：：陆陆波波岸岸

在莽莽的大山中，有学校的地方就会有钟声，有钟声的
地方就会有书声，有书声的地方就会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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