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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门四代 20 人从教：
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无论战乱时期还是和平年代，无论清贫还是富足，是
方家人，就想当老师。
从教育家方克刚开始，百年来，方家一门四代 20 人
从教。“非学无以立身，非教无以立国。 ”传承，让这句话更
隽永。

▲ 方汞家墙上悬挂家训“非学无以立身，
非教无以立国”
他倾其所有、毁家兴学，一生任 20 余所
学校校长、校董
“我们要在危难中，以大无畏的精神，做
到‘先生教好、学生学好’……将来好去雪耻
报国，驱逐日本鬼子，收复我们的失地！ ”
抗战时期，湘北会战等战事失利，在妙高
峰中学操场上， 一位校长坚定地对慌乱奔走
的学生们呐喊，人群安静下来。
校长名叫方克刚，在学校经费锐减时，他
曾四处奔走筹募，并将其父经商的积蓄捐出，
留下“毁家兴学”的佳话。 他筹划建立了对外
开放、全国闻名的南轩图书馆。 抗战期间，南
轩图书馆随校辗转迁徙，但仍对外开放，借阅
不辍。
除妙高峰中学外， 方克刚一生曾出任明
德中学、湘雅医学院、枫林中学、幼幼小学等
二十多所学校的校董。
如今， 前身为妙高峰中学的长沙市第十

□ 袁汝婷 谢樱
荩 方克刚儿女合影，从左至右依次为方骥
姝、方凤俦、方麟侣、方龙伯、方罗山。 五位子女
中，四人从教。

一中学，校园里仍有一块巨大的石碑，篆
刻着方克刚的名言，也是方家家训——
—
“非学无以立身，非教无以立国。 ”
她和哥哥资助了上百学生， 却说与
父亲比“我们做得还不够”
84 岁的老党员方骥姝，直到去年还
在为学生答疑解惑。
她是方克刚最小的女儿。 父亲去世
时，她才 10 岁，可家训牢牢记在她心里。
1957 年， 方骥姝进入长沙农业学校任

教。
方骥姝和丈夫罗海亮育有一子一女。 几
年前，罗海亮去世了。 她有个微信群，里面 12
名学生，年龄最大的 81 岁，最小的 29 岁，“老
头子走后， 这十二个学生说， 他们要‘管着
我’，每个星期都来看我，买米买油，送药送
菜。 ”
这些学生， 大多在求学时受到方骥姝夫
妇的资助，为他们贴补学费、伙食费、回家的
路费……当年， 一些家境困难的学生在食堂
只买米饭，端到方老师家，老两口就炒一大盘
自己种的菜，和学生一起吃。“我和老头子吃
饭都站后面，前面围了一圈学生。 ”方骥姝笑
着回忆。
这样的“师生饭”持续了二十多年。 有学
生统计， 曾有百余名家境困难的孩子接受过
他们的帮助。“我二哥资助的学生比我多。 可

与父亲比，我们做得还不够。 ”方骥姝说。
方骥姝的二哥方龙伯，生前是湖南师
大附中的中学英语特级教师，曾获评全国
教育系统优秀教师，是部级劳模。
“方老从来没有真正退休过。 直到生命的 假。 ”
23 年后， 二十出头的方汞和父亲方叔衡
最后，他还心心念念着学生。 ”湖南师大附中
做了同样的选择，
从轧钢一线投身到教育事
高中英语教师李江平回忆， 方龙伯会搬一把
业中。
在学校，他结识了同为教师的妻子何思
椅子坐在教室后面听课， 再把教学经验向当
时年轻的她倾囊相授。“学生都爱他，他更爱 佳。 多年来，夫妻俩数次获优秀党员、先进个
学生。 ”李江平说，“我们应当学习方老，全身 人和教学业务荣誉。
“父亲对我们只有两个要求，一是不要误
心地投入到教育事业中。 ”
方克刚与夫人共育三子两女， 除一位女 人子弟；二是不给学生添任何麻烦。 ”方汞和
儿 17 岁参加革命外，三子一女从教，其中二 妻子分别在娄底市第六小学和第八小学任
子方龙伯、三子方麟侣及配偶、五女方骥姝及 教。
被问起当教师什么时候最幸福？ 夫妻俩
配偶，一生从教。
不约而同说出自己的“
小确幸”——
—走在路
他弃工从教，23 年后， 儿子与他做了同
上，有学生走上来热情地喊
“
老师好”。
样的选择
方汞家的书房堆满了备课本、参考书，墙
“父亲对我最深刻的影响， 就是要读好
书，教好书。 ”70 岁方叔衡的父亲是方克刚的 上挂着一幅字，写着“非学无以立身，非教无
以立国。 ”
长子方罗山，方罗山也曾在妙高峰中学任教。
12 岁的方人可站在这幅字下， 和父母一
1975 年， 在钢铁厂生产车间担任技术工
人的方叔衡，听说厂里建了子弟学校，主动报 起翻开了满是黑白老照片的相册。 方汞指着
一张照片告诉她：“墙上这句话， 是爸爸的太
名成为一名物理老师。
“当时工人职业比较吃香。 但祖父倾家荡 爷爷说的。 ”
方人可看着老照片， 轻声而坚定地说：
产都要把学校办好， 我们一家都有这个情
结。 ”方叔衡还有一些同辈人多年从教，“我们 “我的理想， 就是长大后和你们一样， 当老
从祖父和父亲身上学到， 教育来不得半点虚 师。 ”

马安健和他的教育“ 马 家 军 ”
□ 王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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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孤岛”棚村响起琅琅读书声
马安健与教育结缘，经受过不少“碰撞”。
1957 年 7 月，马安健准备报考师范时，反右整
风开始，他当教师的大哥被划为“右派”，并被
清除出教师队伍。 马安健受到株连，被取消报
考师范的资格。
面对挫折，马安健没有放弃，他在株洲市
炎陵县鹿原镇澎溪村义务办起了农民夜校。
经两年努力，村里 30 多个文盲全部脱盲。
当时的棚村，三个生产队三面大江环绕，
一面高山相隔。 1959 年，大队党支部决定派他
去那里， 解决 40 多个适龄儿童上学难问题，
到那个无任何办学条件的村子里创办一所复
式小学。
在当地干部群众的支持下， 他借民房堂
屋做教室，把厨房放在摆放棺材屋的角落里，
一间潮湿阴暗的房间作卧室， 用旧门板涂上
锅底灰和桐油作黑板。 没有课桌，群众送来梳
妆台、八仙桌；没钱买粉笔，他用小竹竿做模
具，然后灌进高岭土泥浆，晒干掰开就成了粉
笔。 没钱买红墨水，他就用蔬菜藤苋子挤出红
汁替代红墨水。 就这样，他用蕴含睿智的土办

法，创造了教学的简陋条件。
学生交不起学费， 他就带领学生开展力
所能及又有资源且不损害群众利益的勤工俭
学活动，对学生实行免费上学。 得知家长为撑
木筏渡江接送子女上学而犯愁， 他拜撑木筏
高手为师， 经过 20 多个工作日之余的苦练，
终于掌握了撑木筏横渡大江的过硬本领，确
保学生按时上学、回家。
从此，“孤岛”棚村回响起了琅琅读书声。
三年的创业和教育教学实践， 赢得了当地百
姓的赞誉， 也为他探究贫困山区基础教育路
迈开了第一步。
创立复式班课堂教学
后来，马安健回到了家乡澎溪，担任鲁坑
小学民办教师。
为了确保乡村学校学生学得好， 他开动
脑筋创立了复式班课堂教学“动、静交替搭配
法”“课堂四步教学法”“短动教学法”， 研制
出 30 多种符合儿童获取知识的教具，使学生

马安健老师和学生在一起劳动

学得好、学得活、记得牢。 其中，“汉字结构分
析示教板” 获得国家知识产权局发明专利。
在鲁坑大桥未建前，他坚持 27 年如一日
接送学生上学、回家。 他 7 次救出了 9 名落水
临危的儿童。 1987 年被他从洪水中救出的尹
灵剑，成才后念念不忘。 2013 年，尹灵剑设
计，自己掏钱，花了 30 余万元为学校建了面
积两余亩的“感恩园”，铭记校情师恩。
一辈子坚守乡村教育， 马安健被株洲市
委市政府授予“株洲市有突出贡献专家”、获
得湖南省首届徐特立奖、 享受国务院政府特
殊津贴。
马安健已经年近八旬， 走进炎陵县鹿原
镇澎溪村马安健的家门， 立马就会被客厅墙
上高悬着的一块“教育世家”大匾吸引。 令马
安健特别自豪的是，马家几个儿女择业、择偶
时都以教师为先，儿子、女儿、儿媳、女婿都是
教师或者在教育岗位， 大家庭中有 7 人成了
教育人。
“
老马”“小马”共育人才
马安健曾与二儿子马永清在鲁坑小
学同事 7 年，上阵“父子兵”，期间留下不
少“
佳话”。
两个马老师，怎么区分呢？ 不说学生
犯难，连同事也为之“
纠结”。 马安健说，年
纪老的，学生就叫“老马老师”，同事叫“老
马”；年纪小的，学生叫“小马老师”，同事
小马”。
叫“
让人捧腹的是，马安健与马永清两人
在学校时，也彼此称对方“马老师”。 儿子
管爸爸叫“马老师”，爸爸也管儿子叫“马
老师”。 学生和同事见了，只有一个乐字。

1968 年，马安健老师在进行家访
沿着父辈的足迹前行， 马安健一直是儿
女们追赶的标杆。
在株洲市第八中学校园， 从事信息技术
教学的周牧云老师一直被人称道， 他首办株
洲市机器人制作实验班， 还带领学生在全国
机器人制作大赛中摘金夺银。 周牧云还有一
个特殊的身份：马安健的小女婿。
“岳父一直是我仰望的目标，我一直都想
成为他那样师德高尚的人，也一直在努力。 ”
周牧云说， 岳父常常挂在嘴边教育晚辈的话
是对师德最好的注解：“教师的职业是教书育
人，光教书不育人不是称职的老师。 育人的关
键在养成，从小抓起，从小事抓起，言传身教。
养成教育抓到了位， 最调皮的学生都会变
好。 ”
马家儿女以父辈为榜样个个棒。 目前，马
安健也“离职不离岗”，还担任着鲁坑小学名
誉校长，时常到学校看看，关注着学校发展。
而马家的孙辈更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两人
考入清华大学，一直念到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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