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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慕佼佼的记忆深处，小时候牵

着爷爷的手走在大街上，无论长幼、

不分职业，都会特别有礼貌地向爷爷

问好。慕佼佼虽然年少，但能赢得这

么多人的尊重，她也会把小脸高昂起

来。作为慕家第六代从教者，1990 年

出生的慕佼佼已经从教近 10 年，从

小在校园长大的她工作后依然在校

园忙碌。

“作为慕氏家族的一员，我还没有

作出多么耀眼的成绩，但从小耳濡目

染，慕氏家族传承下来的精神流淌在

我的血液中。”慕佼佼如是说。

百年留雁声，千家颂师恩。在六

盘山下，慕氏家族世代担任教职。《平

凉地区志》《庄浪县志》《庄浪县教育

志》均记载着慕氏家族的育人事迹。

一门六代数十人谱写了陇东大地世代

教书育人的传奇。

扎根南湖的“书香世家”

南湖镇地处甘肃省庄浪县西北部，

距离县城驱车需要 40 分钟，因地形相

对平坦也被称为“川区”。慕氏家族在

南湖镇不是大姓，但从高祖父慕谦吉开

始，就与教育结下了不解之缘。慕氏家

族从教至今已六代，百又卅年。

慕鹤天是慕家第五代从教者。其

名字是祖父慕维德取于“鹤鸣于九皋，

声闻于天”。慕鹤天毕业于固原师专，

先后在宁夏西吉二中、甘肃庄浪县水

洛中学、永宁中学任教，担任英语教

师、教研组长、年级组长、副校长、校

长。不论职务怎样变动，他始终坚持

在教学一线。2014年慕鹤天调任南湖

中学任校长。虽然农村学校发展受到

诸多限制，但“相比较于先辈，我的条

件好多了”，慕鹤天坦言。

高祖父慕谦吉是清末秀才，辗转

在宁夏固原、隆德，甘肃静宁、庄浪等

地设馆授徒 25 载，俊良佳士遍布陇东

大地。在“尽习制艺，唯取功名”的科

举时代，慕谦吉在学馆开设修身、讲经

等课程，讲授《五种遗规》《周礼》《春秋

公羊》等课程，古文功底深厚。时值清

末“百日维新”前后，受梁启超等新式

办学思想的影响，慕谦吉所授内容明

显有了时代气息，开始教授时事策

论。“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慕谦吉成

为陇东大地较早接受和传播维新变革

思想的读书人。

曾祖父慕钧1914年以公费生身份

毕业于甘肃省优级师范学堂。他毕业

后主动回到故乡继承父亲衣钵，创办

甘肃省庄浪县模范小学（今庄浪县南

湖小学）。学校为学生开设算术、体操

等 新 型 课 程 ，当 地 群 众 视 之 为“ 洋

学”。1926年 8月，慕钧升任庄浪县教

育执事，主管全县教育。因师者秉性

不改，1928年他放弃政职重归教坛，创

办庄浪县女子高等学堂并任校长，直

至1937年荣休。

慕鹤天父亲慕楠孩提时代受到良

好的教育，自幼博闻强记、腹藏诗书。

1957年毕业于甘肃省师范专科学校，先

后在庄浪县第一中学、南湖中学任教中

学语文。慕楠擅长诗文诵读，每每吟诵

诗篇情至深处，师生皆受感染；他爱生

如子，经常爬山越岭赴农家家访，对学

生家境家况了然于胸，学生乳名也能随

口说出。每遇贫寒子弟上学困难，必给

予精神温暖、人心鼓励、钱物资助。

1994年被甘肃省人民政府授予“特级教

师”称号。1997年在南湖中学退休。

“上下百年，虽然先辈所处的时代

不一、环境不一，但他们一心向学、一

心为学的精神成了后代的好典范。”如

今，慕鹤天依然坚守在南湖中学。他

说，“这里是慕氏家族的根，承祖上恩

泽，如今慕家子女在南湖出发，在每一

个岗位上都恪守本职、成绩卓越”。

“父亲是我成长的动力源泉”

2014年，慕鹤天从水洛中学调任南

湖中学后，南湖中学连续3年取得全县

第一的成绩。在他来南湖中学前，南湖

中学的教学水平排在全县第12名。

当有人向慕鹤天表示祝贺时，父

亲慕楠的话语就响在耳畔，“教师是

天底下最阳光、最无私之事业。从古

至今，没有任何一个行业的师傅会把

自己所学全部传给弟子，因为职业的

特殊性，师傅都要‘留一手’。但只有

教师，愿意毫无保留把自己肚子里的

每一滴墨水都倒给学生，怕的只是教

得不够多。”慕鹤天怕自己做得还不

够好、不够多，辜负学生和父亲的期

待，他把这些期待化作坚实的行动。

2010 年，慕鹤天调任永宁镇永宁

中学任校长。那时，永宁镇还比较贫

困，教学资源极度匮乏。再看学校的

400 个孩子，眼神里全是对知识的渴

望。面对这样的现实，慕鹤天看在眼

里急在心上。

学生的差异很大，但每个孩子都

承载着一个家庭的希望，是家里的宝

贝。作为教师，如何把自己的课上得

有滋有味，吸引学生，逐渐提升他们的

成绩，让他们内心充满阳光与自信，这

是一个好老师的责任和使命。

慕鹤天选择以课堂教学改革为突

破口，为积贫积弱的学校发展撕开一个

口子，让光照进来。当时，山东省茌平

县杜郎口中学和江苏洋思中学的课堂

教学改革开展得轰轰烈烈，慕鹤天就借

鉴他们的课改经验为己所用，逐渐确立

了“明确目标—自学指导（明确任务）—

学生自学—展示反馈—指导点拨—当

堂检测”六环节课堂教学模式，沉闷的

课堂一下子有了活力，学生学习状态改

变了，教师的自信也找回来了。

当慕鹤天发现学生学习知识过于

机械、举一反三能力弱时，他紧抓当堂

检测这个环节，通过认真备课，精心设

计每堂课的检测题，力求突出重点，达

到既巩固知识点又拓展思维的目的。

为了及时发现并解决教学中存在

的问题，每次考试结束后，慕鹤天都要

组织教师进行质量分析，对每个人所

教的学科和所带班级存在的问题进行

“复盘”，并积极制定下一阶段的学科

教学和班级管理措施，不断提高教育

教学质量。

学校的教育教学水平逐步提高，

那些贫困家庭的孩子一个个走进更高

一级的学府，慕鹤天喜在心上。

1970 年因为“成分”原因，慕楠离

开心爱的学校回乡务农。他和社员一

起筑坝挡水、广修水利，每当休息时，

他就在石壁上教社员识字，并把自己

掌握的科学知识向社员普及。对于乡

邻孩子求学求教，慕楠更是有求必应，

尽己所知，不遗余力。

1980 年恢复公职后，慕楠在学校

坚持“面向全体、实事求是、因材施

教”的办学思想，推进教学改革，提高

教学质量，受到平凉地区行署教育处

表彰。平凉地区行署教育处还在南湖

中学举行现场经验交流会，推广其教

学经验。

在庄浪县有这样一句顺口溜“北

京有邓拓、吴晗，庄浪有柳泰、慕楠”。

柳泰、慕楠是学生最爱戴的老师。慕

楠对教师职业的尊重、热爱、践行，不

仅赓续了祖先的精彩，更是延展了儿

孙的精神根脉。

“父亲是我成长的动力源泉，所处

时代不同，每个人面临的选择不一样，

即使改变不了大环境，但为学生成长

营造一方适宜的‘小环境’，这应是教

师、校长的使命。”慕鹤天说，“相比父

亲那个时代，我们应该感谢这个有了

更多选择机会的好时代。”

如今，乡村学校又面临许多新问

题，师生流失、教育资源不均衡、教师

专业成长乏力，乡村学校的发展遇到

了新挑战。但慕鹤天从没有逃离的想

法，他坚信父亲说过的话——他从事

的是天底下最阳光、最无私之事业。

接力棒一代代传下去

如今的慕佼佼已不是初上讲台时

手忙脚乱、疲于应对的状态，她开始享

受教师这个职业带给她的点点滴滴。

10 年来，慕佼佼曾获得宁夏回族自治

区“一师一优课”二等奖，被选为汉语

教师志愿者赴美任教一年，疫情期间

被选入“空中课堂”录制课程……荣誉

接踵而至。

“我从容平静享受这个职业，但我

的先辈那时还要为女童教育鼓与呼。”

慕佼佼说的就是她的曾祖父。

慕佼佼的曾祖父慕维德1932年毕

业于甘肃省平凉市柳湖学堂，毕业后

秉承祖风、再操家业。从教半生，他的

杰出之处在于倡导女童教育。慕维德

大胆破除封建男权思想，兴办女子学

堂，动员大批适龄女子上学。他率先

实践于自己的子女，四女一男均接受

了新式教育，长女在新中国成立初期，

担任庄浪县首任妇联主席、兰化幼儿

园园长等职；次女、三女、四女到国家

兴办的兰州炼油厂、鄯善铁路等地参

与新中国的工业建设，佳话广传。

“曾祖父可能想不到，接过慕家第

六代从教接力棒的是女孩。”慕佼佼笑

着说，“不过，这也应该是他最想看到

的，男女平等，每个人都公平地站在同

一条起跑线上”。

2012 年大学毕业的慕佼佼成为

宁夏长庆初级中学的一名特岗教师，

她认为选择教师这个职业是一件自然

而然的事情。“我是在爷爷的书桌边

长大的，我喜欢爷爷批改作业时墨水

的味道”。

慕家第五代及亲属多人是教师。

慕鹤天三弟慕鹤松在甘肃省兰州新区

第一中学任教；妹妹慕鹤云任教于宁

夏银川市第一中学，曾3次被教育厅党

组评为“优秀共产党员”；堂妹慕容珍

任教于庄浪县思源中学。

更值得一提的是，慕家儿媳和女婿

也多为教师，且成绩斐然。慕鹤天妻子

石卉任教庄浪县第一中学，曾被平凉地

区行署教育处评为“全区初中英语学科

带头人”；慕鹤松妻子张晶晶，曾任教新

疆哈密市石油第一学校，2016年3月美

术课《捏泥巴》《家乡的小吃》被评为教

育部“一师一优课、一课一名师”活动部

级优课，2018年2月荣获新疆维吾尔自

治区第三届中小学教学能手；慕鹤云丈

夫岳维鹏，任职于宁夏回族自治区教育

厅教研室，2009年被评为宁夏新世纪学

科带头人，2019 年被评为特级教师，

2020年担任国家基础教育专家指导委

员会质量评价专业委员会委员。

慕佼佼是幸运的，家族这么多人

从教，她可以无限汲取营养。刚站上

讲台时，父母是她备课的“参谋”，叔

婶、姑姑是她职业发展的“智囊”，爷爷

是她人生的“导师”。在与慕佼佼对话

中可以明显感到，她是爷爷的小粉丝，

无论是工作还是生活她都渴望得到爷

爷的指点。今年5月，在慕佼佼的婚礼

上，86 岁高龄的爷爷把清朝学者何瓦

琴的名句“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

以同怀视之”赠予新人，并告知“孝能

致和，和能致祥”持家理念。就像小时

趴在爷爷的书桌上习字一样，爷爷的

每一句话慕佼佼都记在心里。

“爷爷是提前‘预警’，总是提前做

好谋划；父亲是‘一事一议’，遇到具体

问题时给出解决方案。”慕佼佼说，“每

个人给出爱的方式不同，但都是对我

影响最深的人”。

现在，慕佼佼时常忆起父亲在水

洛中学任教时，任教班级的英语统考

成绩曾连续 5次获全县第一，7次被评

为县级优秀教师，多次被评为优秀班

主任。每次父亲登台受奖时所佩戴的

大红花是那样耀眼，又是那样有吸引

力，教师这个职业在她心中的分量又

加重了几分……

从高祖父设馆授徒

始，慕鹤天一门在百年历

史进程中共 6 代 11 人从

教，尽管时代不同、环境有

异，但慕氏家族每一个人

都紧随时代步伐，在自己

的岗位上大胆革新、开拓

进取，谱写了陇东大地世

代教书育人的传奇。

我出生在甘肃省庄浪县南湖镇。小时候，我最开心的事

情就是和爸爸班里的学生一起上自习，哥哥姐姐给我糖吃。

我学会写的第一个字，是趴在爷爷的办公桌上，爷爷握着我的

手写下的“一”。记忆里，那个高高的书桌上，放着一瓶从来也

没见空过的红墨水，拿着笔蘸上红墨水写字，一度成为我最大

的梦想。很多年后，每当我拿起红笔批改作业时，总能想起那

个高高的书桌，还有书桌上那瓶红墨水。

2012 年大学毕业后，我通过特岗教师考试，如愿成为一

名教师，在自己的办公桌上郑重地摆上了那如图腾般的红墨

水。初上讲台，没有如愿以偿的轻松与欣喜，没有父辈的自信

与从容，有的只是攥紧的双手和渗出汗珠的额头，教室里 50

多双眼睛盯着我。那时，我心里想，爷爷所言不虚，当老师哪

有那么容易啊！

“要记住，自己昏昏岂能使他人昭昭。上课，最重要的是

要备好课，给学生上课前你自己要先讲一遍……”工作第一

年，爷爷这样嘱咐。那是刚通过特岗教师考试的暑假，爷爷在

院子里盯着上小学的妹妹背书，妹妹记得快忘得也快，爷爷就

坚持每天早上督促妹妹背半个小时。爷爷说，小时候他的爷

爷也是这么盯他背书的，每天背一段，背不会就不让出去玩

儿。工作之后，我把这个习惯坚持了下来，背课文、背经典、背

教案，努力做到上课不拿书，因为上课拿着书本念，远没有自

己说出来的效果好。

每次去看望爷爷，爷爷总要和我聊聊工作，学生怎么样？

家长好相处吗？最近看书没有？说得最多的就是要坚持学

习。工作前3年属于特岗服务期，每月工资只有2250元，每次

和家人叫苦时，奶奶总说起他们年轻的时候，有段时间学校发

不出工资，家里的孩子吃不饱饭，但爷爷还拿着家里的粮食去

接济班里的学生，爷爷只是在旁边笑呵呵地说，总不能看着班

里的娃娃挨饿呀，就是苦了你和孩子们了。

每当我有点成绩向父亲炫耀时，父亲总说，“还不错嘛，

继续努力！”遇到困难向父亲寻求帮助时，他总鼓励我自己

想想办法，稍后再派母亲来给我当“智囊”。遇到处理棘手

的学生问题时，他总提醒我，“慢慢说、想着说、单独说、要给

孩子留面子”。

今年是我工作的第 10个年头，回首这一程，父辈的教诲

变成了信仰，忠孝的家训成了座右铭。我在一次又一次的赛

教中成长起来，2017 年我以志愿者身份去美国当汉语教师，

此后参与了中考命题工作，2020年被宁夏回族自治区教育厅

团委评为“共青团工作先进个人”。

“教育世家”于我们家族不仅仅是荣誉，更是沉甸甸的责

任。谨记父辈的教诲，传承父辈的优秀品质，接好家族接力

棒，这是我对自己的要求。苔花虽小，也要努力绽放。

（作者系宁夏长庆初级中学英语教师、慕氏第六代从教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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