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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王京雪

2016 年 9 月 5 日，杨家小
区楼下，一排花圈安静地摆放
在路边。吊唁者络绎不绝，每当
有人走进小区似在打量寻找，
便有热心的居民上前询问是否
来为杨敬年先生送行，并为其
指路。

9 月 4 日上午 1 1 时 5 2
分，南开校园里几代师生所共
同拥有的那个奇迹——— 经济学
家、教育家、翻译家、南开大学
教授杨敬年悄然逝去，享年
108 岁。

客厅里，门旁桌子上曾放
着杨先生 105 岁寿辰时的报
道，那时，他举着红酒杯从报纸
里冲人们微笑。现在，客厅的这
一角被布置成简单的灵堂，他
从另一张照片里，注视每位前
来道别的朋友。

就在一个月前的 8 月 6
日，杨先生刚刚接受《新华每日
电讯》的专访，在采访时，他说
自己也会想到死亡，“我不怕
死”；当被问及如何看待自己的
一生，他说“俯仰无愧，仰不愧
于天，俯不怍于人。”又提到一
副对联，“同生死，共安危，出入
相扶持，碧落黄泉君先去；去名
缰，斩利锁，俯仰无愧怍，海阔
天空我自飞。”

一生命运跌宕起伏，历经
坎坷磨难，但从未失去信念，杨
先生是足以轻言一句“俯仰无
愧”的。37 岁留学牛津，40 岁
回国教书；50 岁到 70 岁，被错
划右派，翻译了合 200 万字的 7 部经济学著作、定稿校
审了 180 万字的联合国文件翻译；71 岁平反后，在国
内率先开设发展经济学课程；86 岁才从大学讲台上退
休；88 岁写完 20 多万字的《人性谈》；90 岁翻译 74 万
字的亚当·斯密《国富论》，95 岁又增译 6 万字；100 岁
出版 27 万字的自传《期颐述怀》；105 岁《人性谈》再
版，口述了一万多字的改动……

他告诉我们自己挺过一次次逆境的秘密是“以义
制命”的原则，就是不管处于什么境地，都坚持做自己
认为该做的事，“命是我不能改变的处境，义是我该做
什么就做什么。”

因为时代原因，这位牛津大学博士、“民国四大经
济学家”中两位的得意门生、南开大学财政系的首位系
主任，最终都只是一位硕士导师。他没有“博士生导师”
的头衔，没有显赫声名，没有什么惊心动魄的举动，但
这丝毫无碍于学生们称他是自己“毕生的老师”，丝毫
无碍于无数人为他的人格力量所打动。

8 月 29 日，对杨先生的报道刊发后，在新华每日
电讯草地周刊和新华社的微信公号上引发众多读者讨
论。有迷茫的大学新生留言说要直面生活，有青年人说
要奋起直追，谁的青春不奋斗？也有年长者说要向杨先
生看齐。

“国人楷模，学人楷模，教师楷模”“一个真正的爱
国者、学者、非常值得尊敬的老师，堪称国宝”“中国知
识分子的楷模”“东方的无坚不摧”“我永远的榜
样”……

读者们热烈地赞颂这位以一生追求学问，直到生
命最后都还在思考“中国的未来”的学者，而我们尚未
来得及将这些信息转达，尚未好好告知读者的思考与
感动，尚未带着报纸与一个月前听我们抱怨知道先生
太晚而忍不住笑起来的他再见一面，便收到先生过世
的消息。

杨先生的家人安慰我们，说已在病床前将文章读
给先生听，又感叹先生在离世前接受这样最后一次采
访，是冥冥中的安排吗？我们竟将永抱这样的遗憾！

生前，杨先生曾同家人要求丧事一切从简，甚至提
出要把骨灰撒入大海。杨先生的朋友觉得，先生不会喜
欢我们太为他的离开难过，不会喜欢自己在过世后突
然被捧到什么位置上。他们反过来宽慰前来送别先生
的人，老子说：吾有大患，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
患。杨先生一生都是“舍身”而宠辱不惊的人，现在，他
只是“摆脱一切束缚，迈入了下一个阶段”。

杨敬年先生走了，杨敬年先生还在。先生之风山高
水长。

带给孩子们开心而不是“苦哈哈”
“逆行”支教教师周正文：给大山里的孩子知识和快乐，也是一种成功

本报记者李平

得知一所只有 6 名学生的小学，因缺老
师孩子们面临失学时，他辞去公职到深山教
学。家中独子且在城市有稳定工作的他，当起
了 6 名学生的老师。

两年的坚守、两年的改变，这个曾破败不
堪、漏风漏雨的边远小学，不仅成为孩子们快
乐成长的乐园，也成为村民守望相助的灯塔。

因为他的到来，这座建校 40 多年的贵州
边远小学，第一次有了升旗礼、第一次有了水
彩画、第一次有了足球运动……

近日，记者驱车近 3个小时走进这所山
区小学，感受特岗教师周正文平凡而又不平
凡的故事。

“逆向而行”进山村

两年前，遵义赤水市教育局举办的一场
特岗教师招聘会，让 30 岁的周正文改变了人
生轨迹。

“我当时在遵义市红花岗区教育局工作
了 5 年，原本觉得日子会这样不咸不淡地过
下去，娶妻生子，陪伴父母。”周正文说。

赤水市教育局机关党委副书记聂军说，
当时教育局招聘 1 名志愿到杨柳教学点工作
的特岗教师，前后有 20 多人报名，最后留下
来的是在城里有稳定工作的周正文。“我们告
诉他不用着急答复，希望他与家人好好商量
后再做决定，毕竟之前招聘的特岗教师，看到
那里的艰苦环境后，有直接哭着离开的。”

“我之前在红花岗区当过 3个月的初中
物理老师，喜欢教学，喜欢与孩子们在一起。
如果我不去，这 6个孩子可能面临失学，我也
想挑战自己，看看什么样的环境还有这样的
教学点。”周正文决定听从内心的声音。

2014 年 8 月底，没与父母商量，周正文
辞去公职，带着棉被、衣服、洗漱用品，来到赤
水市长沙镇长兴村杨柳小学。

“这哪里是学校？我还以为是村民堆放柴
草、农具的废弃房。”虽然已有心理准备，但来

到杨柳小学，迎接他的是一栋没有旗杆、屋外
都是杂草、屋内满是泥水的土坯房，周正文的
心被砸疼了。

“坚强地面对，带领小伙伴们走向属于他
们的快乐小屋……”一夜难眠的周正文，
2014 年 8 月 31 日发出一条微信。

9 月 1 日一大早，周正文拿起锄头、扫
帚，开始清除学校周边的杂草、房后的边沟和
打扫霉味刺鼻的教室。

学校打扫干净了，孩子们开学了。周正文
也艰难地适应着这里的环境。他在微信里这
样描述居住环境：“楼下肥猪为我打节拍、床
边老鼠为我跳舞、无数的蚊虫陪我一起听蛐
蛐的优美歌声，连远处的小溪也耐不住寂寞
跟着欢唱起来……”

两年下来，这个曾经 140 多斤的帅小伙，
整整瘦了 20 多斤。

让孩子们开心上学

刚来杨柳小学时，周正文发现 6个与爷
爷奶奶生活的留守儿童内向、怕生、自卑、厌
学。

周正文决心改变。
首先是把课讲得生动有趣。为让学前班

儿童和一年级学生学会数数和简单的加减乘
除，周正文用手臂蚊虫叮咬的疤痕，教学生数
20 以内的数字和简单的加减乘除。

“杨柳小学既有三年级学生，又有学前班
儿童，每个年龄阶段的教育方式都不相同。比
如一堂 40 分钟的课，前 20 分钟给三年级上
语文，后 20 分钟给一年级上数学，学前班儿
童则安排看图书画画等。”周正文说，对于理
解慢的小孩，通过联系生活实际，让他们消化
学习内容。

农村小学，课堂之外的教学远比课堂之
内丰富。冬日里，当积雪覆盖层层山峦时，周
正文带着孩子们到竹林堆雪人、打雪仗、挖冬
笋。今年 10 岁的王婷至今还记得去年 12 月

一场大雪过后，周老师带着他们一起点蜡烛
学习、一起烧柴洗脚、一起围着操场玩老鹰抓
小鸡、一起摇着白雪覆盖的翠竹到处奔
跑……学校成了孩子们的乐园。

9 月初，正是村民收割水稻的时节。由于
缺劳力，周正文带着孩子们轮流到学生家中
干农活，大一点的孩子帮忙割水稻、背稻子，
小一点的孩子帮忙拾稻穗，他自己则成为村
民家中的一个青壮劳力，割稻子、打谷子、背
谷子等，样样都干。

周正文认为，参与村民生产生活是教育
孩子懂得感恩、懂得物力维艰的重要方式。
“学校教育其实只占学生人生教育的 30%，
更多需要通过家庭教育的方式教学生自立自
强，比如带着学生们帮爷爷奶奶割水稻，让他
们体会粒粒皆辛苦的道理，也更懂得感恩爷
爷奶奶的辛勤付出。”

大山里生活，除了诗和远方，更多的是劈
柴、做饭的琐碎。当留守的老人忙农活、赶场
时，周正文带着 6个孩子一起生火做饭，一起
刷锅、洗碗。两年下来，6个 5 岁至 10 岁不等
的小孩犹如小大人般，学会了自我照顾和互
相照顾。

今年 5 岁的夏开泉对记者说：“叔叔，我
非常喜欢到学校上课，这里有奶粉喝，有饼干
和水果吃，还有哥哥姐姐陪我玩。”杨柳小学
孩子普遍营养不良、个矮、衣着单薄。周正文
自掏腰包为孩子们改善营养：买奶粉、水果、

饼干。
从 2014 年 9 月到 2016 年 8 月的学生身

高统计表中，记者发现这些孩子两年来身高
普遍增高 11 厘米。

“哇，五星红旗飘起来了！”

2015 年，是周正文最繁忙也是最开心的
一年。

这一年，他在这所建校 40 多年的深山小
学，升起了第一面红星红旗。当孩子们第一次

唱着国歌举行升旗礼，高喊“哇，五星红旗飘
起来了”，周正文一辈子都忘不了。

“2015 年 10 月 4 日，冒雨组织大家(20
多名留守老人)来修操场，第一车水泥罐车上
崎岖山路时就陷着，第二车第三车(陷车后)
挖掘机帮忙推上来，第四车爆胎，第五车第六
车直接半路侧翻了，纵然修得这么艰难，大家
还是想尽各种办法在雨中在泥泞中奋
战……”就在这一年，在社会爱心人士帮助
下，周正文和乡亲们一簸箕一簸箕地挑水泥，

硬化了 100 多平方米的操场，粉刷了三间小
教室内壁。从此，即使在雨后，孩子们也可以
在操场上跳绳、打羽毛球、玩足球了。

这样的好老师，也离不开村民们对教育
的支持。2015 年 4 月 9 日，当一位上海朋友
带着儿童读物和学习用具驱车到杨柳小学
时，一段近千立方米的塌方阻断了道路。周正
文一个电话，10 多名留守老人硬是走了一个
多小时山路，扛着锄头、铁锹，担着簸箕，到塌
方点排险修路。

周正文的忙和累，村民看在眼里、疼在心
里。一次偶然机会得知周正文老师因选择大
山支教至今单身时，长兴村村支书赵光友还
请分管杨柳小学的长沙镇中心小学校长涂世
平帮忙，让他给周正文找个对象。

赵光友动情地说：“现在年轻人都向往
城市，有几个想留在农村沾泥带露的？周正
文老师来到这所大山小学，不仅给孩子们带
来了知识和力量，更温暖着村民的精神世
界。”

将周正文看成亲人的村民夏永昭说：“去
年 5 月份雨季来临时，周老师专门背着行李
住进了我家，每天宁愿多走两个小时山路，也
要带着三个小孩上下学，这样用心用情的老
师我活了 50 多岁第一次遇到，我都不知道怎
么感谢他。”

尊重村民意见不撤教学点

长沙镇中心小学校长涂世平告诉记者，
原本今年想把周正文调到中心校当老师，但
杨柳小学一直招不到顶岗教师，只能让他在
这里继续坚守。

据赤水市教育局副局长付强介绍，像杨
柳小学这样的边远教学点，赤水市还有 45
个，涉及 3000 多名学生。而随着易地扶贫搬
迁和自然的城镇化过程，每年将减少 3 到 5
个教学点，但长期还将存在 30个左右的教学
点，涉及 2000 多名学生。如果加上 22 所边远
的村级小学，赤水市长期存在 52 个教学点
(村级小学)，涉及 6000 多名学生。

为破解边远教学点困境，行政性撤除一
些教学点、统一实行集中式办学是否可行？赤
水市教育部门表示，一所边远教学点的撤还
是留，最终须尊重村民意见，只要还有一个孩
子读书，政府就要兜住义务教育的底线，决不
让一个孩子因教学点的撤除导致失学或大龄
就学。

在周正文看来，中国这么大，各种情况都
有，总有一批撤不走的教学点需要教师的坚
守，而他就愿意做其中的一员。

“因爱我们相遇，老师将与你们共成长，
一起加油！”周正文这样总结他的大山支教生
涯：“衡量一个人成功与否和价值大小有很多
方式，陪伴大山里的孩子成长、给予他们知识
和快乐，也是一种成功。”

（2016 年 8 月 29 日，新华每日电讯整版
刊出本报记者对杨敬年先生的专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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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少数民族学生的“上海妈妈”
新华社记者仇逸、龚雯

7 年跋涉 16 万公里，只为对更多的新疆
少数民族学生家庭进行访问、沟通；连续 5 年
实现新疆少数民族学生 100% 就业，只为他
们更好地建设家乡、回报社会……上海中医
药大学辅导员洪汉英，不仅是党的十八大代
表、全国师德楷模、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
更是新疆少数民族学生在遥远异乡的亲人
“洪妈妈”。

内地高校新疆少数民族教育面临很大的
一个问题是文化的差异，语言不通带来生活
习惯上的不适应，随之而来的就是入校后学
习上的困难。洪汉英认为，克服这些问题的关
键在于与家长取得联系，形成家、校的合力，
帮助学生成长、成才。

从 2009 年开始，洪汉英利用每年寒暑
假，走遍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绿洲，对学生
进行家访和对毕业生回访。新疆土地广袤，学
生相对分散，一天可能只能访一家，大部分时
间都在赶路。一次去和田家访，正值斋月，她
一日三餐就靠三个鸡蛋扛下来。“我们不能放
弃任何一个孩子。”洪汉英说。

2014年起，除了家访，洪汉英还带领她的
工作室成员到新疆组织新生及家长宣讲会。今
年第一次跟随洪汉英参加宣讲会的辅导员薛
靖告诉记者：“虽然做好了心理准备，但到了当
地还是遇到很多问题。我们无法想象前几年洪
老师一个人是怎么克服这些困难的。”

“身体上的不适和劳累都能克服，最担心

的是孩子不能来读书。”洪汉英说，今年有个
新生差点来不了，高考留的联络电话打不通，
还是通过当地行政部门一层层找到的。这名
学生家庭贫困，继母的两个儿子一个丧失听
力一个脑瘫，40 岁出头的父亲累得满头白
发，看到洪汉英后，一米八的大高个在她面前
哭得稀里哗啦。2012级康复专业学生塔吉古
丽曾为是否继续学业而苦恼，因为父亲肝硬
化，母亲一人种地，家里还有两个弟弟在上

学……在洪老师的帮助下，她坚持了下来，今
年以优异的成绩毕业，留在乌鲁木齐工作。

洪汉英表示，贫困阻碍了不少孩子的求
学路，受限于语言、环境等，偏远地区的家庭
对国家出台的教育脱贫政策知道得不全面，
保守的观念还认为女孩读书无用。“所以，再
苦再累我们也要挨个跑，挨个讲，用实际行动
换取家长的信任，尽量减少这类现象发生，把
国家对新疆少数民族学生的政策和民族团结

之爱播撒到每一个角落。”
“虽然关心照顾，但是作为老师，我对于

新疆少数民族学生的学业一点也不偏心，严
格要求、一视同仁。”洪老师表示，虽然少数民
族学生享受了国家政策来内地上大学，客观
来说，文化基础普遍比其他同学薄弱一些，但
并不能因此对他们降低要求。“我在新生第一
次见面会上就讲，大家一定要在大学期间赶
上来。作为医学生如果降低对自己的要求，不
仅对自己不负责任，更是对患者不负责任。”

在严格的教学环境下，洪汉英辅导的新
疆少数民族学生连续 5 年 100% 就业，特别是
2016 年在三甲医院就业的占 21 . 4%，参加
2016 年新疆人才引进考试的通过率为 100%。

2012 年 8 月，上海市教委成立了“洪汉
英工作室”。从 2013 年起，“洪汉英工作室”组
织少数民族学生沪语培训班，帮助学生了解
多元文化，让临床见习、实习的学生有更多收
获。目前工作室共 9 名辅导员，一起通过教育
管理服务，加强内地人群与新疆少数民族学
生之间的交流。

值得一提的是，不仅在上海，“洪汉英工
作室”的经验就像“蒲公英”一样辐射到全国，
广东、天津、黑龙江等地也相继成立少数民族
学生工作室。

“再过 4 年我就要退休了，一个人的力量
始终有限，工作室是新疆学生在异地的一个
家，希望通过大家的努力，让新疆少数民族这
个家越来越大，越来越温暖。”洪汉英说。

新华社上海 9 月 10 日电

▲洪汉英老师(右二)在学生迪丽努尔·阿布力克木(左一)的家
中进行家访(8 月 19 日摄)。 新华社发

▲杨柳小学周正文老师与 6 名学生的合影（9 月 1 日摄）。 新华社记者李平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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