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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文学

不老的老讲解
■ 李科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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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1月20日，王学广和黄德美夫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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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学广在声情并茂地解说。本报记者 张茂 摄

美丽的火把
耀眼的火把
热情的火把
金色的火把
炽烈的火把

——艾青《火把》

“我们现在有责任，面向
世界上更多的人，把我们精
彩的故事讲出来”

——《党课开讲啦》

“爷爷，那时候什么都缺吗？”
“是的，缺枪支、缺弹药、缺粮食、缺

衣服，什么都缺。”
2021年11月20日，星期六，在海南

省定安县母瑞山革命根据地纪念园，一
位小女孩拉住一位老者，连连发问。老
者是纪念园名誉园长、83岁的老讲解王
学广。小女孩姓林，是来自海南省海口
市一所中学的初二年级学生。

“人也缺吗？”小女孩瞪圆了眼睛，
紧盯着老人。因为戴着口罩，她的眼睛
显得特别大。

“哦，人就更缺了。”听到小女孩问
得这么深入，老人来了劲头，解说得更
详细了，“1928年底，琼崖革命领导人
王文明带领600多人的队伍来到母瑞
山，后来发展到1800多人，但由于国民
党军队的围剿，这支红军队伍到1933
年只剩下25人。”

就在刚才，老人给包括这位小女孩
在内的一群学生进行了题为《母瑞山的
艰苦岁月》的革命史讲解，告诉他们母
瑞山是琼崖革命的摇篮，还领着孩子们
大声诵读金句，场面热烈。

“您是这25人中的一个吗？”小女
孩插话。这一天真的提问充满了“穿
越”感，老人忍不住哈哈大笑。为什么
会这样问呢？难道是因为他穿着一身
红军服，给她造成了错觉？

王学广喜爱地看了一眼小女孩，表
扬她不仅大胆提问，还善于思考，然后
接着答道：“那是1933年，那时爷爷还
没出生呢。这剩下的25人保存了革命
火种，在冯白驹的领导下，再拉起队伍，
发展壮大，最后配合解放海南岛的渡海
战役，取得了琼崖革命的胜利。”

这一天，王学广既给1000多人的学
生团讲解，也给只有3人的散客讲解。讲
解一结束，人们争相围着老人提问、合影。

“哦，我明白了书上说的那个什么
星星了。”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王学广提
醒。

“是，知道了！谢谢爷爷！”小女孩乖
巧地回答。说完，小女孩右脚退后，屈
腿，给王学广抱拳施礼。这个礼来得突
然，也让王学广觉得有些隆重。他连忙
伸出手去扶，但小女孩一转身就跑开了。

望着小女孩的背影，王学广想起让
他同样感动的另一群“学生”。

“起立，老师好！”大声又整齐的问
候，让站在台上的王学广愣住了，因为
起立的不是小学生，也不是中学生，而
是一群成年妇女。

那一天是国际劳动妇女节。在这
属于女性的节日，她们远道而来，为的
是接受革命史教育。

这样的问候，是当过24年教师的王
学广最熟悉的，但他离开教师岗位快30
年了，这样的问候好久好久没听到了。

一股暖流涌上心头，老人抬起双手
把头上的红军帽整理了一下，大声地回
应：“同学们好！”

这一天，本来没有讲解任务，正在
家里休息的王学广，突然接到纪念园工
作人员的电话，说来了一群参观者，还
指名要听他的讲解。工作人员有些为
难，但他知道，多年来，王学广从未拒绝
过一次讲解请求，于是便试着给老人拨
通了电话。果然，老人立即答应了。

当他匆忙赶到，站上讲台时，没想
到这群“学生”给了他一个突然的感动。

王学广还曾流过泪，那是面对一群
由医护人员组成的听众时。当他讲到
红军在山上没有吃、没有住、没有穿，台
下传来轻轻的啜泣声，他也哽咽得暂时
中断了讲解。再次讲到母瑞山上许许
多多战士战死、饿死、病死、冻死时，台
下又有啜泣声响起。王学广只得放下
话筒，让自己的情绪稍作平复。

“我手里的这种菜叫革命菜，虽然
有些苦，但曾是冯白驹和革命战士们8
个月的口粮。”王学广的讲解总喜欢这
样开始。当过教师的他，为了让讲解形

象生动，特意准备了4样道具：一身红
军装、一张地形图、一株瓶装野菜、一支
教鞭。只要他站到讲台上，就是满满的
仪式感，就会把听众拉回到那个红色传
奇年代。

身材瘦小，却腰板挺直；年过八旬，
却声音洪亮。当扎着红军腰带的老讲
解迈着稳健的脚步走上讲台，总会响起
一阵掌声。

老讲解用词生动。“头发长没有剪
刀怎么办？只好躺在地上，将头发放在
树根上用砍刀砍短。所以那时候不是
剪头发，而是砍头发”。一个“砍”字，道
出了战士们生存环境的恶劣，又让人感
受到他们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说到悲伤处，他语调低沉，语速缓
慢，把教鞭指向挂在黑板上的地形图。

“在母瑞山的路边曾经有棵大榕树，当
年有9位红军坐在树下休息，却无力再
站起来……”

说到寒冷时，他会用颤音，给人传
达那种冷得发抖的感觉。“到了秋冬季
节，风雨交加，寒风刺骨，晚上红军在山
洞里冷得睡不了……”

说到激昂处，他加快语速，提高音
调：“随着革命力量不断发展壮大，这支
队伍最后配合渡海大军解放海南，取得
了海南革命斗争的伟大胜利！”一个有力
的手势，挥向空中，引来雷鸣般的掌声。

20年来，这样的讲解已经进行了
5000多场，观众超过28万人次。王学
广发现，此处总会有掌声，此处掌声最
热烈。

一位多次采访过王学广的海南日
报记者发现，老讲解的讲解词并不是一
成不变的。他会根据情况使用不同的
版本，而且与时俱进，把中国梦、十九
大、十九届六中全会等热词融入讲解
中。

纪念园门前，聚集着一群游客。来
自四川省绵阳市委宣传部的退休干部胡
元柱一眼就认出了王学广。“我来之前在
网上看过你的讲解，太棒了！”说完，胡元
柱对王学广竖起了大拇指。听到夸赞，
王学广露出孩子般纯真的笑容。

还有的观众知道王学广当了多年
义务讲解员，悄悄地给他塞红包。当
然，都被他拒绝了。

王学广已经成为母瑞山的一个“红
色符号”。有不少观众慕名而来，大有一
种“不听王讲解，枉到母瑞山”的感觉。

“他们偏偏选择了苦难，
他们偏偏选择了艰苦奋斗”

——《党课开讲啦》

“哎呀，爷爷，你又错了！”那一年，
12岁的孙女王政路成了王学广的“老
师”。

起因是一次讲解结束后，一位女游
客对王学广说：“您的讲解很生动，但普

通话不标准，有些地方听不清。”王学广
听后，很受震动，决心学好普通话。

怎么办？马上学！王学广当天就
把讲解稿打印出来，回家拜孙女为师。

“审时‘杜’势。”
“不对，是审时度势，‘度’不念dù，

念duó。”
“国命塞。”
“不对，是革命菜。”
“国——命——塞。”
王学广和孙女展开了“拉锯战”。
错一个字，孙女就用红笔在讲稿上

画一个圈。好家伙，3000多字的讲解
稿，被孙女画了83个红圈。看着密密
麻麻的红圈，王学广急出了汗。

王学广查字典、练发音。“那时候爷
爷整天缠着我问这问那，问到我都烦
了。”多年后，王政路这样回忆。而长大
后的她对爷爷的评价是两个字：执着。

有心的王学广还跟着电视上的新
闻主播和演员学习演讲技巧和仪态。
有两年的时间，他常常在家比划双手、
自言自语。“你是不是着了魔？”妻子黄
德美对他“抱怨”。

“我讲的，你们能听懂吗？”每次讲
解完毕，王学广常常会这样主动问观
众，为的是改进不足。

在过“讲解关”前，王学广已经闯过
了“选择关”和“讲稿关”。

2001年，王学广从位于母瑞山的
中瑞农场工会主席岗位上退休。海口
的一家企业找到他，邀请他任企业工会
主席，开出的价码是月薪3000元。而
当时，他的退休金才600多元。

就在这时，农场领导也找到他，请
他到母瑞山革命根据地纪念园当义务
讲解员。

一边是月薪3000元，一边是义务
劳动，如何选择？

他开了个家庭会议。老伴和儿子、
儿媳对两种选择都明确表示反对，说退
休了就该好好歇息，不要再去劳累了。

其实，很多年前，他就做过一次选
择。那是1963年，他在母瑞山中心小
学当教师两年后，有县城的一间学校联
系他，要调他去任教。那时候，像他这
样从师范学校毕业的教师并不多，可是
抢手货。

此前，他到学校报到时，艰苦就给
他上了一堂课。来到小学门前的一刹
那，一种失落感突然升腾。眼前的校
园，只有几间茅草屋。而他和同事合住
的宿舍里，所谓的床，就是搭在木桩上
的几块木板。

第一个晚上，蚊子就给他来了个下
马威。山里的蚊子太多，简直像被捅了
窝的马蜂。他没带蚊帐，整整一个晚
上，都没法合眼。第二天，他只好和有
蚊帐的同事挤在一张床上，就这样对付
了一个月。第一个月的工资拿到手，王
学广第一件事就是去买蚊帐。

由于参考资料匮乏，还是新手的王
学广教得很吃力，常常备课到凌晨两三
时，第二天一早还得带学生出操。不

过，艰苦的付出有了回报。第二年，他
教的毕业班在全县小学升初中统考中，
语文和数学平均分分别取得了全县第
一名和第二名的好成绩。王学广的名
声传出了母瑞山外，也引来了县里重点
学校的橄榄枝。

王学广面临一个选择：走还是留？
“我走了，孩子们怎么办呢？”“当年红军
在那么艰苦的条件下，都能坚守母瑞
山，我为什么就不能呢？”他问自己。最
后，他选择留下来。

40年后，他面临第二次选择。而
如何选择，40年前，他实际上已经给出
了答案。

1985年，王学广调任中瑞农场干部
后，参与筹办农场场史展，走访了当年的
亲历者和一些革命遗址，也接受了红色
文化的洗礼。当时他就发现，母瑞山及
周边地区的不少群众不了解母瑞山的红
色历史。这让他有一种痛心的感觉。

现在，机会来了，还需要犹豫吗？
还需要选择吗？很快，他就到纪念园上
岗了。上岗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撰写讲
解稿。他读史料、访村民、踏遗迹。《红
旗不倒》《琼崖旗帜》《冯白驹自传》等书
籍上留下了他密密麻麻的批注；崎岖的
山村小路上，留下过他的脚印；红军潭、
马鞍岭等革命遗址都多次出现过他的
身影。

3个月后，他写出了5000多字的讲
解稿。

2021年11月21日，星期日。早晨
7时许，王学广开着他的三轮电动车，带
着妻子来到了纪念园。20年来，几乎每
天这个时间，他都会来到纪念园。

母瑞山的早晨真美啊！群山环立，
鸟鸣啾啾，溪流淙淙。在清新的空气
中，王学广围着纪念园散步40分钟，走
上约3公里的路。说是散步，其实是快
步走。他认为要保持一定的速度，才能
达到锻炼的目的。他明白，“做好讲解，
没有好的身体可不行”。过了前面三
关，还得过“身体关”呢！

就在此前一天，83岁高龄的他还连
讲了9场课。

“时间永远是检验信仰
纯度的试金石”

——《党课开讲啦》

“哎哎哎，你们看，阿公阿婆‘撒狗
粮’了。”一位女学员大声叫道。

给一个培训班讲解完毕，王学广走
出教室。早在门外等候的妻子把一杯
刚冲泡好的牛奶递给他。在妻子的“监
视”下，他一口喝完。这一幕恰好被学
员看到，便嚷嚷开来了。

其实，还有一幕是学员们没注意到
的。王学广开讲前，妻子也会守在门
口，把水杯端给他，让他先喝两口水。

纪念园的年轻人都知道阿公阿婆

的爱情，这样端茶递水的画面只是他们
的日常。

几乎每次，阿公讲解，阿婆都会跟
随。王学广讲解前，妻子会帮着搬桌
子、擦座椅；王学广忙着讲解，她就去扫
地、修整花草、洗厕所——当然，也是义
务的。

王政路更是见证了爷爷奶奶的相
守——从小学三年级到六年级，每逢节
假日，她总爱跟着爷爷奶奶到纪念园。
从那时开始，小小年纪的她就注意到，
爷爷奶奶总是在一起。

“阿公阿婆，秤不离砣！”纪念园年
轻的讲解员吴玲羡慕地说。

如果给王学广画一条爱情的蓝
线，这条线长60年；如果画一条讲解
的红线，这条线长20年。这两条线并
不是平行的，而是交织在一起的。为
什么？因为王学广的每一次讲解，都
有最长情的陪伴。

王学广被邀请到外地讲课、比赛，
无论是到三亚、海口，还是到北京，都会
带着妻子同行。

“你去哪我就去哪！”20年前，王学
广退休后面临“再就业”的抉择时，妻子
曾这样对他说。20年来，她真的“践行”
了这一爱的“宣言”。她以爱的坚守，见
证了王学广对信仰的坚守。

20年来，王学广基本无休，越到节
假日反而越忙。忙到什么程度？“一拨
观众刚走，另一拨观众又进来，真的是
忙到连喝水的时间都没有。”王学广
说。这个时候，老伴就主动发挥出“勤
务员”和“保健医生”的作用。

一天 16 场。那是 2011 年 7 月 2
日，在这一天，王学广创下了他20年中
日讲解场次最多的纪录。站在讲台上，
他讲了一场又一场，连中午饭的时间都
是挤出来的，但他一点都不觉得累。讲
台上的他，一样激情满怀，一样话音响
亮，但晚上回到家后，他累得小腿发疼，
连话都不想说，水都不想喝。不过，在
妻子的悉心照料下，第二天，王学广“满
血复活”，又讲了8场。

妻子也有过发脾气的时候 。有时，
到了上午11时，王学广还不吃早餐；有
时，过了下午1时，王学广还不吃午饭。
对此，妻子会大声责怪：“老头子，你不能
太拼命，你都这么大年纪了！”

然而，忙碌，总是常态。
“手机呢，我的手机呢？”回到休息室

的王学广大声问老伴。早上太忙，他走
过很多地方，不知道随手把手机放哪
了。他拿起妻子的手机拨号，邻屋传来
响声。原来，刚才他在邻屋为参观者订
制的花篮题写缎带时，把手机落在那里
了。纪念园没人擅长写毛笔字，题写缎
带的任务自然也由他包了。“母瑞山革命
烈士永垂不朽”“中共海南省建设工程质
量安全检测协会支部委员会敬献”，缎带
上的这些字都是出自王学广的手笔。

刚找到手机，一位工作人员匆匆走
过来通知他：“有个仪式要请您主持。”
这是缅怀先烈仪式，包含5项内容：敬

献花篮、默哀、参观塑像、向塑像三鞠
躬、重温入党誓词。主持仪式对一位八
旬老人来说可不轻松，但当工作人员忙
不过来时，王学广都会前去救急。

“向革命烈士默哀。”在纪念园广场
的王文明、冯白驹塑像前，王学广为一
群参观者主持仪式。远处看去，只见他
脱帽，露出了满头白发。低头，右手托
着红军帽，他静静地站着，在阳光下，仿
佛一尊塑像。

王学广刚忙完，又有工作人员跑过
来通知他：“有个讲解要开始了。”

一站上讲台，他就像年轻人一样活
力十足。作为老讲解，王学广得过很多
荣誉：全国岗位学雷锋标兵、全国红色
旅游先进个人、最美海南人、感动海南
十大人物、海南省道德模范，而他觉得
最大的回报是充实与快乐。每当得到
观众的掌声和赞扬，他内心就有莫名的
感动，也产生了强烈的满足感。他曾对
儿子感慨，正是这种积极的心态和有意
义的工作，让他保持了健康的身体——
眼不花、耳不聋、腿不老、背不驼。别人
都说是苦，他觉得是快乐。做一件自己
喜欢的事，恰好这件事又很有意义，不
是很快乐很幸福吗？

2021年11月29日，王学广到海口
市参加第二天举行的一个颁奖晚会，领取

“海南省道德模范”奖牌。当天，他就接到
从100多公里外的母瑞山打来的求援电
话，说是到纪念园参观的人太多了，讲解
忙不过来。这让他有些心神不宁，喃喃地
琢磨开了：30日颁奖晚会结束后回到宾
馆，可能得晚上11时了，当晚就赶回去？
那不行，没有客运车了。如果12月1日
搭第一趟班车呢？早上7时左右能到定
安县城，再转车，上午9时前能到母瑞
山，希望能赶上12月1日第一场讲解。

很多人奇怪，这位老讲解为什么能
日复一日地坚持20年？因为王学广身
后还有一支“王家军”——孙女是“军
师”，妻子是“副官”，儿子是“粮草官”，
儿媳妇则是“炊事班长”。2001年到
2016年，纪念园只有3名工作人员。这
3人要轮流，每人值1天班。王学广也
和其他两名工作人员一样，每隔两天，
就要值班24小时。每到王学广值班，
或是讲解忙碌时，儿媳妇谭运萍都会给
他送午饭，而这一送就是15年。

在王学广的影响下，谭运萍也爱上
了革命史。王学广看过的革命史料上
有两种笔迹，写得最多的是他的批注，
偶尔也有谭运萍的笔迹。2016年，纪
念园扩建后，谭运萍从农场生产队转岗
到纪念园当园林工兼内导，渐渐地也开
始带团队参观革命遗址。

除了儿媳妇，王学广还带3名讲解
员“徒弟”。在老讲解的言传身教下，如
今3名“徒弟”也都出师了。讲解员蒙
吉斌代王学广讲解过多场，“但老师的
激情和气场是我无法比拟的”。

2021年，看到母瑞山红色文化旅
游区挂牌国家4A级旅游区、母瑞山干
部学院一期项目投入试运营，王学广喜
在心头。10年前，他有一个愿望，当讲
解员要当到建党100周年。这个愿望
实现了。如今，有50年党龄的他又有
了第二个愿望：再讲3年，就有23年的
讲解生涯了。琼崖革命武装斗争“二十
三年红旗不倒”，他希望自己也能做到
革命史讲解“二十三年红旗不倒”！

实际上，他还有一个更大的愿望。
他曾说过：“我要一直讲，讲到我讲不动
的那天。”

看，火把在燃烧
那是快乐的火把
是不知疲倦的火把

他是火把
我要变成火把
你也能变成火把
让火把照亮火把
让火把点燃火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