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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每看到山西省临县老家院落大

门上的“教师世家”4个大字，秦京锋都

感觉压力变大了。“我们得做到什么程

度才能对得起这 4 个字？”他忍不住

感慨。

秦京锋是山西省临县第三中学校

党支部书记，大门上的“教师世家”4个

字是从一块牌匾上“复制”下来的。

30 多年后，秦家已有四代 13 人从

教，仅秦京锋兄弟姐妹中就有4人从事

教师工作。教育热情何以延续？秦京

锋说了16个字——“修身守正，自强奋

进，终身学习，报效祖国”。

第一个教师节“礼物”

20 世纪 80 年代，尊师重教的氛围

愈发浓厚。1985年9月10日第一个教

师节之际，临县人民政府决定，对当地

教育发展作出重要贡献的教师之家颁

发“教师世家”牌匾，秦家正是其中之

一。据秦京锋回忆：“牌匾上的字是县

里专门请当地颇有声望的长者书写，

然后再刻到牌匾上的。”

牌匾是以秦京锋的祖父秦运忠、

父亲秦尚予和秦京锋这三代教育人的

名义申请的。那一年是秦京锋工作的

第二年，虽然是初出茅庐的新手教师，

但 祖 父 和 父 亲 对 他 的 影 响 已 持 续

多年。

祖父秦运忠上学期间就接受了新

思想的洗礼，与志同道合者探求救国

救民的真理。毕业后，秦运忠先后在

临县万安坪村、树家山村等地的学校

任教。“七七事变”后，他毅然加入中国

共产党，任临南县（今山西省临县）车

赶区委委员，组织创办了抗日小学。

1942年大年初二，因叛徒出卖，秦运忠

年仅30岁的生命结束了。“新中国成立

后，国务院还给祖父颁发了烈士证

书。”秦京锋介绍说。

虽然没见过祖父，但秦京锋认为

祖父是有文化底蕴的。在老家村子大

门的门洞里，秦运忠和朋友一起将诸

葛亮的《出师表》和王羲之的《兰亭集

序》书写其中。

20 世纪 30 年代，在吕梁山区的一

个偏僻小村庄，做了这样一件事，祖父

的 形 象 在 秦 京 锋 脑 海 中 变 得 异 常

高大。

不过，受祖父影响更深的可能是

秦京锋的父亲秦尚予。秦尚予赓续父

亲遗志，17 岁便参加中国人民解放

军。1950 年 10 月，他成为抗美援朝首

批出国作战人员，归来后荣记二等

功。1955 年 3 月，秦尚予转业回到临

县，先后在一高小、二高小、丛罗峪完

小、胜利坪学校、东峁学校任教，培养

了一批又一批学生。

在秦京锋的记忆中，父亲秦尚予

很少回家。当时秦尚予工作的学校距

离家 20 公里左右，虽然有自行车可以

代步，但秦京锋往往也只能一个月见

父亲一面。

“他把自己的时间都用在了工作

上。”秦京锋说。

20 世纪 60 年代初，秦尚予到县教

育局工作。两年后，他干了一件让人

费解的事——申请到乡下的前刘家庄

学校任教。

“父亲觉得当老师挺好，从事这个

职业很有意义，也很有成就感。”秦京

锋说，“他总给我们讲他的这些想法。”

还有一件事让秦京锋印象深刻。

“文革”后教学秩序陆续恢复，但此前

的学习材料基本都被烧了，资料奇缺，

学生上课怎么办？

这时，秦尚予凭记忆编写了一份

高考语文复习资料。这让秦京锋由衷

地敬佩：“这样的事情放在大城市我不

会太惊讶，但在山区、老区、贫困区临

县，确实很难得。”

1977 年恢复高考后，秦尚予任高

中语文教师兼班主任，工作忙碌，加之

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中过细菌武器之

毒，47岁就双目失明。

眼睛看不见，但没能阻止秦尚予

学习的步伐，他天天坐在屋里通过收

音机听《新闻联播》，一刻不忘关心国

家大事。“有些我都不太了解的事情，

父亲都一清二楚，还给我和村里人详

细讲解。”秦京锋回忆。

前两年，秦尚予带过的第一届4名

学生组团看望 80 多岁的“秦老师”，已

是古稀之年的学生从省城、县城启程

奔赴秦家。这让秦京锋非常感动，他

主动要求当司机、厨师，拉着蔬菜、水

果给父亲和4个“学生”做了一顿大餐，

见证了他们深厚的师生情谊。

身为“教书匠”，但不以
“匠”自居

“京锋啊，我觉得你回去跟家人

好好商量一下，读高中的话未来发

展空间更大一些，读中师基本就一

条 路——回到咱们这个小地方当老

师”。1981年，15岁的秦京锋即将初中

毕业，校长、老师忍不住再三劝说。

秦京锋的成绩在全县名列前茅，

他也深得老师喜爱。但当时父亲双目

失明离休在家，叔伯的爷爷奶奶没有

儿子，也跟秦京锋一家生活在一起，再

加上4个弟弟1个妹妹还在上学，家里

人口众多，生活压力很大。摆在秦京

锋面前的选择显而易见——毕业后就

能分配工作的中师。

18岁初登讲台，时间一晃，秦京锋

如今已有38年教龄了。从任教初中到

任教高中，秦京锋一直担任语文教师

兼班主任。如今，作为学校党支部书

记，他依旧坚守在教学一线。

“教育注定会成为秦老师人生的

不二选择。”有同事这样评价秦京锋。

身为“教书匠”，秦京锋却不以

“匠”自居。“不能把教师这个职业只当

作养家糊口的工作，而是要有教育情

怀和教育追求，虽然可能达不到教育

家的水平，但要有教育家的追求。”

临县是山西省贫困山区之一，信

息闭塞。2008 年左右，秦京锋发现许

多学生不知道如何填报高考志愿。

通过对历届学生进行调研，秦京锋

更确信了自己的判断：“他们不了解大

学、不了解专业，所以填报志愿时比较

盲目，之后又后悔去某所大学读某门专

业，这样的状况比较普遍。”于是，他编

写了校本教材、课件，指导全校学生填

报高考志愿。后来，他觉得不能仅限于

这一点，又开展了更加广泛的生涯规划

指导，指导学生选择职业和规划人生。

如今，许多学生会向秦京锋请教

相关问题，也有学校专门邀请他做生

涯规划讲座。他也觉得，“做这件事情

很有意义和价值”。

山区学生大多性格内向，遇到困

难都憋在心里。所以，秦京锋不仅关

注他们的学习，还关爱他们的心灵。

秦京锋很重视培优扶差工作，对

学困生总是给予特殊照顾，比如课堂

上多提问、多巡视、多辅导，对他们的

点滴进步给予大力表扬，课后常找他

们谈心、交朋友，帮助学生树立信心。

秦京锋还让学生坚持写周记，写身边

事，写心里话，写出自己的真情实感。

“这样才能更好地了解学生是怎

么想的，以及是怎么看待老师的，能让

学生感受到老师真的关心他们。”秦京

锋说。他把“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导

之以行，持之以恒”作为座右铭，力求

做学生生活中的“父亲”、错误中的“大

夫”、交往中的挚友。

工作中，在许多教师的课堂上都

能看到秦京锋的身影。有一个学期，

他听课超过 100 节，其中不仅有语文

课，还有数学、英语、美术等。秦京锋

说，他听课的目的主要有两个，一是听

完课后对授课教师进行指导，二是学

习授课教师的教学方法。

除了听课，作为学校管理层的秦

京锋还承担了两个班的“包班”工作，

指导两个班的年轻班主任做好班级管

理工作。

对于当教师这件事，秦京锋说自

己并没有后悔过。但其间发生过让他

愧疚的事。

1986 年，四弟秦京亮在秦京锋的

班上就读，当时学校组织了一场知识

竞赛，每班推选3个学生为代表。虽然

知道四弟很有实力，但为了避嫌，秦京

锋还是把名额给了其他学生。

竞赛现场，所有队伍都可以抢答

问题，台上队员答不上来，台下观众可

以抢答。“四弟在观众席上答出了几个

其他人都没有答出来的问题。”虽然秦

京锋很欣慰，但内心始终对没让弟弟

上台一事心怀愧疚。

教师之家的影响是潜移
默化的

秦京锋的几个弟弟都在他的班上

学习过，这多少也影响了弟弟们今后

的职业选择。

“早起晚睡，走到哪儿都拿着学生

的作业本，经常把学生带回家吃饭，这

些都是我记忆中的二哥。”六弟秦京铉

每次看到学生和二哥簇拥在一起，对

教师这个职业就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我当教师的最大动力是赶巧成了

二哥的学生，当时我从他那里不仅学到

了知识，还有他孜孜不倦的精神和对学

生的用心。在他的影响下，我懂得了教

师的责任和意义。”秦京铉说。秦京铉

1995年就读师范专业后，秦京锋一直指

导他如何当一名好老师。

20世纪90年代前后流行逢年过节

送明信片，在秦京锋弟弟的印象中，每

次过年都有一沓沓明信片送到秦京锋

手中。送明信片的有在校生，也有已

经毕业的学生。对当时还在上学的弟

弟妹妹而言，二哥作为一个老师能收

到这么多的明信片，能获得这么多的

学生喜爱，令人羡慕。

种种微小的事情，加上祖辈的影

响，弟弟妹妹也萌发了当教师的念

头。后来，秦京锋的弟弟妹妹和两位

外甥都报考了师范院校。

秦京锋的外甥女贾小艳仍记得，

当时报考师范院校就是秦京锋给的建

议，“二舅说女孩子当老师挺好的”。

她就这样“稀里糊涂”成了一名教师。

起初贾小艳感觉教师工作又累又苦，

但做着做着发现，教师工作的成就感

是其他职业无法替代的。如今，她反

而很感谢二舅当年给自己的建议。

秦京锋在家里排行老二，他的大

哥也是中学教师。受家庭影响，秦京

锋的妹妹京秀、五弟京志、六弟京铉、

外甥女贾小艳先后从教，包括其妻子

高虎香在内，秦家 5 个媳妇都是教师，

全家共有13人从教。

家族里有这么多教师，逢年过节聚

在一起免不了会讨论这个学校最近发

生了什么事，那个学校发展得怎么样。

他们也常常讨论教育热点，比如都说教

师要负责任，怎样才算是负责任？于

是，全家又开启了新一轮的讨论。

在秦京锋看来，家长对孩子的影

响是潜移默化的，教师之家更是如此。

秦京锋还记得儿子愚愚 3 岁时模

仿他——胳肢窝下夹着书，迈着步子往

外走。别人问他“去干吗”，愚愚嘴里嘟

囔着“上课课”，逗得大家捧腹大笑。

虽然愚愚最后没有当教师，但秦

京锋尊重孩子的选择。“我跟他说，你

可以不从事教师这个职业，但你不能

不懂教育，教育是人人都要懂的事”。

在秦京锋看来，全社会都要懂教

育，家长不能把教育的责任全部推给

学校和老师。“有些家长会说‘老师，我

就把孩子交给你了’。我觉得这是不

负责任的行为，因为在教育这件事上，

老师替代不了家长”。

“修身守正，自强奋进，终身学习，

报效祖国”是秦京锋总结的秦家家

风。在他看来，这是他们一门四代的

共性特征。

秦京锋给记者看了一张照片：秦

家 2011 年的一张家族合影上，两孔窑

洞的中间位置，“教师世家”那块牌匾

非常醒目。那是后来用软件添加上去

的，这是秦京锋的主意：“我想用一块

牌匾提醒家人：不忘责任，教育报国。”

不忘责任，教育报国
——山西临县秦京锋一家四代的不二选择

□ 本报记者 崔斌斌

1985 年 ，山 西 省 临
县人民政府把“教师世
家”的牌匾颁发给了秦
京锋一家。30 余年过去
了，秦家从教的人数已
从当年的 4 人增加到 13
人。是什么原因让一家
四代坚持从教？

延伸阅读

●五弟秦京志：山西省临县

大禹乡初级中学教师

二哥秦京锋 18 岁从师范毕

业，分到县城的学校工作。每

次看到他骑着自行车回家，心

里甭提多羡慕了，我也一遍遍

憧憬着未来。

第二年，我转学到县城，跟

着二哥在他的办公室住宿。每

天早上，他在陪学生跑操之余，

还要给三哥、四哥、弟弟和我准

备早饭。有时锅碗都顾不上收

拾就又去教室辅导学生，忙得不

可开交。

小学晚上没有自习课，在办

公室做作业的我经常看到二哥

耐心给学生辅导作业，不厌其烦

地给学生做心理辅导。当时，我

的内心颇有感触，对教师这个职

业有些向往——一定要好好学

习，像二哥一样当老师。

而今，自己也成了一名教

师，二哥敬业的模样一直是我的

榜样。我在工作中从来不敢有

半点马虎，总是把陶行知先生的

“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

作为自己的座右铭，力争在平凡

的岗位上作出贡献，无愧于“教

师”这个职业。

●外甥女贾小艳：山西省临

县后大禹小学教师

从教整整20年了，当初填报

志愿时还是二舅给我把的关。

他说：“女孩子将来当老师挺好

的，就选师范吧。”

说实话，当时我还小，根本

不明白读师范的真正意义，就在

迷迷糊糊中上了师范。

毕业后参加工作，我才发

现原来当老师并不像二舅说得

那 么 美 好 。 跟 一 群 孩 子 在 一

起，有时又累又气，并没有多少

乐趣。

但时间长了，又觉得其中的

味道在一点一点发生改变——

我的内心没有了开始时的不满

和焦虑，反而享受每天与学生在

一起的时间。

教书育人是教师的责任，我

不能只想着自己享受，更要思考

怎样教好学生，怎样让学生喜欢

上课，怎样把课上得生动。

等到桃李满天下，那种成就

感不是一般人能体会到的。所

以，我现在觉得老师是最了不起

的人。我热爱这份工作，也感谢

当初让我选择教师这个职业的

二舅。

人这一生，不管做什么工

作，只要做了就一定要做到更

好，这样才不枉此生。

教育的延续

秦京锋秦京锋（（右右））工作照工作照

秦京锋夫妇秦京锋夫妇（（中中））与儿女合影与儿女合影

秦运忠秦运忠（（中中））和朋友合影和朋友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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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节特刊

1985年，山西省临县人民政府赠予秦家“教师世家”牌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