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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值军，男，中共党员, 45岁，1976年3月出生，2019年7月加入中国
共产党，崇阳县高枧乡桃花村四组人，1995年毕业于蒲圻师范学校，
1995年毕业后一直远离家乡,无怨无愧地扎根在青山库区深处的湘鄂赣
三省交界的盘山村教学点工作。26载，默默坚守，无怨无悔，以校立家,
在库区深处坚守“一师一校一班”的“三一”学校。一贯勤恳敬业，爱生如
子,工作务实，勤俭持校。在26年青山库区盘山教学点任教期间，让一个
只有800多村民,几乎没有初中生的库区深处小山村培养出30多名大学
生，其中武汉大学的,汉江师范大学的,苏州大学的……让一个只有3个
学生教学点成长为50多人的教学点,赢得青山库区村民的一致称赞和高
度信任, 让每一个库区乡村儿童成为最好的自己，为青山库区教育奉献
自己全部青春。

1997年荣获青山镇政府“先进教学工作者”；
2002年荣获青山镇政府“优秀教师”；
2005年荣获青山镇政府“先进教师”；

2007年荣获崇阳县“小学语文优秀教师”；
2010年荣获崇阳县政府“十佳师德标兵”；
2012年荣获咸宁市政府“模范农村教师”；
2015年崇阳电视台“孤岛上的坚守”王值军专题片；
2016年湖北省电视台“坚守库岛的摆渡人”王值军专题片；
2017年央视1、13台朝闻天下“大山里的摆渡老师”王值军专题片；
2017年荣获湖北省“荆楚楷模”；
2017年荣获湖北省“十佳师德标兵”；
2017年荣获湖北省“五一”劳动奖章；
2017年荣获湖北省“南鄂楷模”；
2018年荣获咸宁市政府“新时代最美咸宁人”称号;
2018年荣获省政府专项津贴基层一线人才;
2020年荣获“全国马云乡村教师奖;
2020年荣获咸宁市政府“敬业奉献模范奖。

“去”与“留”的选择

盘山村最开始的第一个教学点是楠木坑
教学点,盘山村位于湘鄂赣三省交界的幕阜山
脚下，青山水库上游，一面傍山，三面临水，是
崇阳县最边远最原始的教学点。1995年，王值
军师范毕业，听从既是启蒙老师又是领导的安
排：“盘山教学点只有一个学过五年级的代课
老师和三个学生，成绩一直上不去,你去盘山
教学点教书，把当地的教学质量搞上来。这是
我对你的期望,也是我的嘱咐,更是我的愿望!”
王值军二话没说，带着启蒙老师的期望、嘱咐
和愿望,满怀着一腔对教育的热爱,卷起铺盖就
来到盘山教学点。一到学校，他被眼前的境况
惊呆了：教室是借用当地农民的几间土坯房，
而且是牛棚改造的,黑板斑驳脱落，学生的课
桌“缺腿少胳膊”，教室四面墙壁千疮百孔。而
他的寝室里连一张床也没有。

“说真的，当时我想打退堂鼓，但是，看到
孩子们纯朴的脸庞和充满求知欲的眼神，我留
下了。”就这样王值军和他的三个学生开始了
楠木坑教学点的生活。

1998年暑假，一场大雨将楠木坑教学点的
“教室”冲倒了。没有教室，意味着学生每天要
乘船两个多小时到青山镇上读书，既不安全也
不方便。王值军发动当地村民建造学校，有钱
的出钱，有力的出力。

“最艰难的是当时建造房子缺少木材，要
到距离盘山村近20公里的山上去弄。在山上
砍伐好树木，但是树木太重太大，无法运到山
下。只好等着下大雨的时候，山洪爆发，利用
水的力量，把树木运到山下。”王值军在介绍的
时候，怕记者听不懂“水运”树木的方法，王值
军补充说，“类似于放排。”

在一次“放排”的过程中，王值军没有站
稳，整个人从山崖上跌入洪流中，浑身湿透，磕
破了头，鲜血直流。本该住院治疗的王值军在
医院简单包扎后，第二天又回到了学校的建设
中。现在在他的眼角留下一道深深的弯月形
的伤疤。整个暑假，王值军连同村民一起，没
有休息一天，终于在 1998年的 9月 1日建成了
一栋简陋的教学楼。

2017年,由于盘山 .尺冲的库区学生逐渐
回流,教学点的学生已经有四十多名,原来的教
学点已经不适应当今的时代 .特别是经过中央
电视台 1 台记者七天七夜的实地采访后,于

2017年 12月 31日经中央电视 1.13台<<朝闻
天下>>播出“大山里的摆渡老师”王值军专题
片播出后,在各级领导的关怀下,新建了尺冲库
区教学点,新教学点使用上网教室 .电脑 .电子
白板 .教学一体机……让库区的每一个孩子成
为最好的自己。

“忠”与“义”的选择

既然选择了留下，就义无反顾地选择了责
任和担当。由于盘山教学点只有一个库区老
师，王值军成为了学校不是校长的校长。从
此，我每天重复着校长、班主任、工友、父母的
工作职责和担当。盘山村由于库区交通阻塞，
出行不便，条件特别艰苦，盘山教学点最后只
剩下王值军一人坚守。为了学校事务，王值军
几乎放弃了家庭义务。

盘山教学点建在半山腰，望得见水，却要
到 500米外的山下挑水吃。为了保障学校正
常用水，王值军每天天一亮，就要起床，拿上扁
担水桶去挑水，平时一天跑 5趟，夏天至少要
跑 8趟。由于路窄、坡陡，因为挑水摔跤受伤
是 经常有的事；另外，由于这个教学点位于库
区，远一点的学生就会在学校住宿，近一点的
学生需要王值军划船接送，因此，每天挑好水
后，还得为在校住宿的学生烧水、做饭、洗衣
服，还要划船去接附近的学生……，忙完这些，
才能开始一天的教学工作。

“娇妻病故未守终,临终嘱托别离我太
远。”那是 2007年秋天，王值军的妻子身体不
舒服，到武汉同济医院检查结果是早期癌症，
在武汉同济医院住院，在武汉服侍妻子一天后
便委托岳母照顾，匆匆赶回学校给学生上课。
后来，妻子病情恶化，转回县医院保守治疗。
租房在医院旁边治疗 .11月 25 日，星期天，为
了不耽误学生上课，两点半乘船进学校（因为
过了两点半，就没有船进入盘山村了）。只剩
下妻子一人在租房里,当天下午5点，他的妻子
突然大出血，当医生赶到后经抢救无效病亡，
当时只有23岁。他妻子在临终不停让医生一
定转告他：“别离我太远。”因当时没有通信设
备，直到第二天下午，才得知妻子病故的消
息。等王值军骑着摩托车带着儿子绕道赶到
崇阳县人民医院时，已经是晚上十点了，他们
父子只能在医院的太平间见上妻子最后一面，
那一年他儿子刚好2岁。

为了妻子的最后嘱托“别离我太远”，他把
妻子葬在库区里教学点旁,为了启蒙老师的一
句叮嘱和愿望 .为了让每个库区孩子都能享有
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他深深扎根在库区,一
手牵着2岁的儿子,一手托着库区的孩子,无怨
无悔地默默在库区耕耘。 期间,青山镇几任教
育干事看到王值军未到三十,头发都已花白,三
次把他调到镇上完小去教书，他一想到当地村
民和妻子的叮嘱，启蒙老师的愿望，他每次都
一一婉言拒绝了。2010年，崇阳县政府领导和
教育局领导，在一次青山库区的教育调研中，
看到已经全身苍老,关节因痛风而严重变形,走
路不方便,头发已经花白的王值军, 心痛的一
致表态:你为了库区的教育,你付出已经很多,
应该到县城教书。王值军马上毫不犹豫地说：

“这里情况特别，条件不好，我习惯了，别人来
不了,我也放心不下库区孩子们。”面对这样的
机遇，王值军再次拒绝了领导的好意。

在王值军身上发生了“忠义两难全”的遭
遇，每当面对妻子的遗像，他愧疚难当，后悔莫
及。祈求她的在天之灵能理解他，原谅他，因
为王值军把一腔忠诚奉献给了党和人民的教
育事业，把满腔的情义奉献给了三尺讲台，奉
献给了库区的孩子们。

“取”与“舍”的选择

随着经济的发展，不少库区村民有的搬到
镇上或县城，教学点留下来的儿童由爷爷奶
奶照管。王值军把全部的爱倾注在学生身上。

王老师平时生活非常节俭，他家最好的物
件是一台彩色电视机，这还是为了让住宿的学
生了解外面的世界而买的。可是他对孩子从
不吝惜，每周总会多次自掏腰包托人从山外买
来荤菜、时令蔬菜为学生加餐，增加营养，平时
出差也总不忘为学生带点常备药回校。他的
宿舍有3个大小不一的百宝箱：一个百宝箱里
装有体温计、感冒药、消炎药、纱布、胶布……；
一个百宝箱里是一叠叠有着鲜红分数的试卷、
计分册、备课本、日记本；还有一个大大的百宝
箱，里面有五颜六色夏天、冬天的衣服、袜子、
裙子……

记得有一天，5岁的沈伟松深夜拉肚子，
把被子衣裤全弄脏了，王值军赶紧爬起来烧水
给小伟松洗澡、给他喂药。山里孩子穷，只有
一套冬装，他把伟松的衣被洗干净，在火塘边

烘烤, 等衣被烤干，天都快亮了。当孩子换上
洗得干干净净的衣服时，孩子仰起小脸，拉着
他的手说：“老师你真好！”

有一次，学生王伟不知道什么原因没来上
学。当日送学生回家的时候，便来到王伟家中
家访。王伟的奶奶告诉他，王伟在早晨被邻
居家的狗咬了。他便问：“孩子打了狂犬疫苗
没？”“这点小事，要打什么疫苗啊！"王伟的奶
奶说。他一听，时间还没超过24个小时，马上
自己掏钱开着租来的船，把王伟送到镇医院
打疫苗，又在黑夜水雾中把王伟安全送回家。
半夜回到学校的时候，住宿的学生已经泡方便
面吃了，而三岁的儿子抱着没吃完的方便面
脸上挂着泪水，倒在床上睡着了……看到这一
幕，王值军哭了。

为了丰富孩子们的课间活动，他四处去淘
置活动器材，到水库小学要过课桌椅，到华陂
小学要过乒乓球台和篮球架，还自费给孩子们
买气球、跳绳、本子、铅笔……在这 26年如一
日中，他坚持做好每一个留守儿童的“好父
亲”，好老师！在 26年如一日中，坚持给每位
留守儿童的心里辅导及家校联访。这些年来，
为了孩子们上下学方便，自掏腰包购买了一艘
小木船和一艘小铁船，当时总共花 1万多元，
花去了当时三年的工资；陆续续为住宿孩子添
置 10 多床棉絮，每年自费为库区孩子们买
1000多元的本子、笔、鞋子等。每月自费为住
宿孩子们购买感冒药 .消炎药 .创可贴 .体温计
等等。在 26年中资助了沈阳、沈依、王红艳、
廖熠涵等 10 多名学生，让她们终于学有收
成。王值军舍弃的是一些微不足道的金钱、财
物，个人的精力和付出，得到的回报是山区孩
子能够收获知识、收获梦想，改变人生的命运，
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和理想。

其中感受最深的是他的学生王红艳。在
2018年的一天，她突然带着她儿子和老公的苏
州紫砂壶厂的慈善人士，来到尺冲教学点，为
库区的孩子们送来了二万多元的本子和铅笔，
画笔，衣服，鞋子，书包……特别是为十户特困
家庭送去二万多元的大米，食用油，衣服，鞋子
等。临走的时候，抱着王老师深情地说：“老
师，没有你免费扶持我上小学，免费给我吃，免
费给我本子和笔，就没有我现在的成就。今
天，我特地感恩我的启蒙老师。”

岛上的学生走了一茬又一茬，王值军依然
坚守在自己的三尺讲台上。26年来，一提起
王值军老师，当地村民总是竖起大拇指：“王老
师是好人啊，是我们的恩人啊！”留守儿童的父
母打电话给王老师，说得最多的就是“谢谢”。

现在的尺冲教学点，一共3个年级52个学

生。有一年开学，王值军到盘山村学生家中走
访，学生沈阳的奶奶说：“王老师，我家沈阳在你
学校读书，顺便也把沈依带去吧，学多学少我们
不在乎，关键是一个孩子在家没伴玩，我们年龄
大了，也带不了。”尺冲村村民龙甫老爷爷说:

“王老师我家丽娇的妹妹因大脑发育不全，让她
到学校去接触学校环境，开发她的智力。”就这
样，几户人家都把最小的孙子送到了王值军的
教学点，王老师的学校又多了个“学前班”。

“村民信任我，孩子们喜欢我，我真舍不得
他们。”王值军面带微笑说。

虽然只有 52个孩子的学校，但课表上课
程开设齐全，音乐体育美术每个年级都开设
了，国学经典课程也在其列。复式班教学，教
学任务繁重，但王值军安排得当，讲课认真，学
生成绩优异。2008年，崇阳县全县抽考，王值
军所带年级名列全县第三。近几年，他的班级
在全镇也是一二名。

教学点旁边住着一位 80岁的王奶奶，儿
孙都在外地打工。每天空余的时候，王值军给
老人挑水，有时候把学生带过去陪老人说说
话，摘摘菜，让老人享受天伦之乐。遇到大雨
或者大雾天气，学生无法回家，王值军便带着
四、五个男生睡觉，女孩子就在老奶奶家睡。

“库区的孩子很纯朴、懂事，遇事只要讲道
理，同时通过《弟子规》、《三字经》中的小故事，
告诉他们人生哲理。”王值军说，“他们对王奶
奶很好，这就是现实的传统美德教育。”

“别看这个小学校，还出了三十几个大学
生，王丹考上了武汉科技大学，王淼考上了南
昌大学，李哲考上了武汉大学，王哲考上了哈
尔滨大学……”说到这些学生的时候，王值军
脸上充满了自豪，以前交通闭塞，大山资源得
不到很好的利用，把每一位孩子送出深山，告
别贫困，让他们在更广阔的天空翱翔是他的梦
想。希望莘莘学子学成归来，造福家乡，把家
乡的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这才是他和孩子
们共同的梦。

现在盘山教学点还依稀看到“崇阳县大泉
乡盘山小学”的牌匾和放置在操场上的小木
船、铁船，锈迹斑斑，破旧不堪，已经成为师生
弥足珍贵的记忆。也正是这条承载着孩子们
梦想和王值军希望的船，王值军二十六年摆渡
不止，共同驶向美好的明天……

“让每个孩子都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
育，是他不断努力的方向。”这是央视记者对他
的肯定。

“廿载留孤岛，勤送学生登彼岸；一心系讲
台，全将热血献他人。”这是省楹联学会皮治洪
对王值军的高度评价。

1927年 8月至 9月，崇阳县农民自卫军随
罗荣桓上了井冈山，崇阳西山赤卫大队在鄂南
秋暴中被打散，中共崇阳县组织遭到严重破坏，
县委领导人惨遭杀害，共产党人和农会干部转
入地下，崇阳境内的工农革命力量损失殆尽。

在国民党反动派的血腥统治下，中国共
产党人找到了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在付出
了血的代价后，懂得了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
夺取政权的真理。在加强对苏区和工农革命
武装建设的同时，更加重视地方革命武装的
建设，并统一了地方各级革命武装的编制和
称谓，即：县、区称游击队，乡、村称赤卫队。
1928年下半年，随着红五军在湘鄂赣边界的
盘旋式游击，鄂东南各县开始出现工农武装
割据的局面。1929年 2月至 1932年 12月，在
刚恢复的中共崇阳县特支和中共崇阳县委的
领导下，崇阳县先后建立起两支地方游击队
和 4支赤卫队，为创建、发展和保卫红色苏区
发挥了重要作用。

1929年2月，中共崇阳县特支组建了一支
30余人枪的崇阳县游击队。8月，中共崇阳县
委恢复后，收集原西山赤卫大队被打散的部分
人员编入县游击队，共60余人枪，由县委委员
赵炳煜和刘道炳分别任队长、政委。当年冬，
赵炳煜牺牲，李国正接任队长。

1930年 9月，为了开辟崇蒲边界苏区，中
共鄂南（蒲圻）中心县委从崇阳游击队和蒲圻
东南区游击队中抽调 20余人枪，组建成崇蒲
游击队，由李世绿、李世钱分任队长和指导
员。其主要任务是打击崇蒲边界地区的保安
团武装，发动群众建立革命政权。

1930年6月，在三山仙人坪宋家成立金紫
区游击队，30余人枪，队长周面洋。1931年 7
月，在应家畈成立方山区游击队，20余人枪，
金应学、周本申先后任队长。1931年 9月，建
立梓木港区游击队，辖梓木、黄茆、河山等乡赤

卫队，由区委书记刘定保任队长。1932年 3
月，在塔坳汪家建立塔坳区游击队，20余人
枪，队长但茂功，政委万家模。

同时，在一些党组织力量较强的山区乡村
还建立农民赤卫队，其中高枧小山村赤卫队的
建立及与反动民团的斗争堪称地方革命武装
斗争的杰出代表。

高枧乡小山村（又名小山界，今中山村）与
江西省修水县毗邻，是江西和湖北的必经要
道。小山村四面环山，土产丰富，但人民生活
过得很苦。全村共80余户，近400人口，地主、
富农各1户，中农8户，其余都是贫雇农。有田

120亩，均被地富占有。贫雇农租种地主土地
维持生计，因田租太重，大多债务重重。尤其
是高枧民团由反动派廖东林把持，经常以派捐
课税为由到小山村烧杀抢，逼得农民群众走投
无路。

1929年初，小山村的贫苦农民经中共修水
县执委工作队员丁德珍等人的宣传发动，成立
了一支由 30余人组成的农民赤卫队，徐道安
任队长。在丁德珍、徐道安的领导下，赤卫队
打土豪、分财产，为保卫农民的权益同反动派
展开了殊死斗争，处罚了寒泉的豪绅廖神照，
将财产分给贫苦农民，极大地调动了人民群众

对敌斗争的积极性。小山界一度成为崇阳县
较早的革命根据地之一。

1930年，国民党崇阳县政府为了消灭小山
界这支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武装，派以廖东
林、廖团生为首的“铲共”团长驻高枧、大源一
带，对小山界等地的农民赤卫队进行“清剿”。
当年7月底，高枧、大源、通城、修水等几个“铲
共”团在联防团团总王道璋的统领下，从东南
西北四面同时进攻小山界革命根据地，包围了
农民赤卫队。战斗中，赤卫队充分利用小山界
的山地条件，采取灵活机动的战术，与敌人周
旋，一次又一次地打败了敌人的进攻。有一

次，从早晨持续到下午，战斗7个多小时，共打
死打伤敌人 30多名。赤卫队也伤亡惨重，34
人的队伍有18人壮烈牺牲。

赤卫队撤退后，王道璋下令开枪射击逃离
的群众，不慎手枪走火，打伤了自己的鼻子。他
恼羞成怒，下令杀人、放火，大肆抢掠。一时间，
山上山下，屋里屋外，浓烟滚滚，烈火呼啸，枪
声、喊声、哭声、楠竹爆炸声、房屋倒塌声，此起
彼伏，惊天动地。一个好端端的小山界革命山
村，陡然间尸横遍野、血流成河，惨不忍睹。全
村48个屋堂、近万亩山林，顷刻间毁于一炬；有
208人或被刀枪送命，或被大火烧死，其中有8
户绝了香火。如徐家屋48人就死去29人。徐
道安 9口之家，被杀死 6人。尤为惨无人道的
是，徐道安的母亲刘雪英被抓去后，敌人把她的
衣服脱得精光，用皮鞭猛力抽打，全身皮开肉
绽，多次晕死过去。当敌人问：“还支不支持儿
子革命？”她正气凛然，坚定地回答：“只要还有
一口气，我就要支持儿子革命到底！”直至活活
被打死。参加赤卫队的陈幼林在山上被“铲共”
团捉住，敌人把刀捅进他的肚子里，又把肠子拉
出来，用草绳把肠子绑起。陈幼林被当场折磨
致死。还有其兄徐木林被国民党捉去，将他的
耳朵割下来，强行要他本人吃掉，然后押到高枧
被剁成4块。死者家属去领尸埋葬时，国民党
还要收过刀税；死者若是革命队伍里的干部，不
准收尸，当众用刀砍烂喂狗。

尽管国民党反动派以极其残酷的手段血
腥镇压革命群众，妄图消灭共产党和共产党所
领导的这支革命武装，却适得其反。他们的暴
行，激起人民群众更大的仇恨，人民群众的斗
志更加高昂。他们越镇压，人民越反抗，革命
武装就越发展、越壮大、越坚强。“铲共”团血洗
小山界的第三天，赤卫队在小山界为死难的烈
士召开了追悼会，决定重建赤卫队，继续高举
革命旗帜，同仇敌忾，誓与国民党反动派及其
土豪劣绅斗争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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