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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老师，我已经通过
机场安检，马上就要登机了，
您不用担心。”1 月 19 日上午 10
点，西南科技大学辅导员辛
婷收到这条短信后，终于放
下心来。半个小时前，放寒假
回家的学生李钧霆向她求
助，他的核酸检测报告无法
进行网上查询，被拦在机场
外。辛婷立即动身前往校医
院询问情况，经过层层沟通、
协调，帮助学生解决了问题。
她说：“现在散发疫情严重，
我们时时刻刻关注着回家学
生的动态。”

“平均每天要接听回复20
多个学生电话、50多条学生的
短信、qq留言、微信，每学期要
随堂听课20多次，每年要与学
生谈心谈话 400 多人次……”
辛婷说，“这就是我们辅导员
的工作状态。”16年来，她一直
默默坚守在高校辅导员这个
平凡的岗位上，笑容可鞠地
迎接一批又一批大一新生，
又满眼含泪地送走一届又一
届大四毕业生，期间充满波
折、辛酸、喜悦、欢笑……

过年的脚步越来越近

了，千里之外的家在我心间

腾起无数细浪，那里有我的

亲人，还有无尽的温馨与温

暖等待着我。

可是，作为一名一线疫

情防控工作人员，今年春节，

我不回家了。当我把这件事

告诉父亲，电话里头，父亲沉

默了一会，淡淡地说，“现在

疫情防控是大事，做好你的

防控工作吧。”听得出，父亲

有些无奈。这些年，我在外

工作时间久，回家的日子少，

本想过年好好陪家人，不想，

疫情阴影仍未散去，我不得

不再次放弃回家过年。

第二天，母亲给我打来

电话，问我喜欢吃点什么，家

里过年的腊肉、腊鱼、干果

……给我寄来，我理解母亲

的心情，但又怕麻烦母亲，我

说等春节过后再说。母亲知

道我的心思，“现在寄东西可

方便了，在村头就可以寄。”

于是，我答应了母亲的想法，

寄点腊肉给我就行了

物流速度真快，4天后，

我收到了家里寄来的腊肉，

里面还有一只小灯笼，一行

歪歪斜斜的小字提醒了我，

那是哥哥家的小侄女写的。

纸条上写着：“叔叔，你不回

家过年了，我给你寄了只灯

笼，提前祝你过年愉快！”我

的左手拿着灯笼，右手拿着

小纸条，心里有着无法言喻

的幸福感。两年多没和家人

在一起了，生活里总是觉得

少了温情，多了思念。

这时，小侄女给我打来

电话，6 岁的她懂了很多，

“叔叔，收到灯笼没有？你喜

欢吗？”“喜欢，喜欢！”“喜欢

就好，奶奶说，在外面要吃好

穿好，要把疫情这个大坏蛋

打倒！以后就可以放心回家

过春节啦。”“好的，好的，一

定打败疫情，以后我陪你过

年！”放下电话，一股暖流涌

进心头。突来的疫情影响了

人们的生活，我们除了战胜

它，别无选择。也许吧，今年

做好疫情防控不能回家，为

的就是以后平安回家快乐过

年。

我和父亲网络视频，聊

了聊近段时间的疫情防控工

作，还有我的生活情况。父

亲理解我的选择，也知道我

特别想回家。除了鼓励我安

心工作外，还说：过年是一家

人的团圆，只要一家人的心

在一起，在哪儿都是过年，在

哪儿都是幸福快乐。

是呀，每个人对过年都

有不一样的感受，但可以肯

定的是，家人间的温暖挂念

是共同的。我和父亲的想法

一样——年在心间，家人在

心间，爱就不会分离，情就不

会转淡，心在一起就是团圆。

年在心间

■ 张培胜
身为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辛

婷深知“肯定”的力量，在十几年的

辅导员工作中，她一直告诫自己

“决不能否定任何一个学生”，她坚

信，每个学生身上都有“闪光点”。

学生小伟（化名），经常旷课。一

次，辛婷跟他谈心时发现，他对心理

学很感兴趣，写作能力也不错。于是

她注意时常从心理学角度找话题，

与这个学生拉近距离，鼓励他参加

学校心理剧创作和演出，引导他把

自己的兴趣爱好与学业志向结合起

来。后来，小伟创作的剧本两次在学

校心理剧汇演中获奖。

学生小阳（化名，从事旅游经

营活动，经常晚归未归，学习掉队。

虽然辛婷与家长协作，开展了一段

时间教育，但效果还是不明显。一

次聊天过程中，辛婷发现，聊到创

业话题时，小阳两眼放光、滔滔不

绝。当时学校正在举办的“大学生

创业设计大赛”，辛婷就鼓励他参

赛，帮他联系指导老师。“虽然那次

大赛他只拿了个优胜奖，但我发现

他变了，学习变得更积极主动，晚

未归没有了，还常常去图书馆。”辛

婷欣慰地说。两年后，小阳顺利毕

业，现在开了家公司做旅游，干得

很不错。

“善于抓住‘闪光点’就能找到

工作的切入点，找到切入点，才能

走进学生的心灵，了解他们的世

界，点燃他们心中的梦想。”辛婷认

为，辅导员工作一定要善于运用好

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和手段，把握

时机，因势利导，抓住关键点，调动

内外因素，才能有效地调动学生的

积极性，增强他们的自信心，从而

激发了他们的学习动力，促进了他

们的改变和成长。

去年暑假，疫情形势稳定向好

后，辛婷深入大巴山区，开展为期

一周的贫困生家访活动。虽然有心

理准备，但她没想到这条路这么难

走。她从大巴车换乘小面包车再换

摩托车，到最后徒步翻过了两座大

山。

被家访的学生叫陈柯，父母都

在外打工，只有祖母在家。那天下

着小雨，山路泥泞，看着辛婷一步

三滑地往村子走来，陈柯感动不

已：“我永远不会忘记，‘辛妈’见到

我时，笑着对我说的那句话——

‘咱们双脚走过这样泥泞的路，以

后再也没有什么路拦得了我们’。”

那天家访结束，陈奶奶执意要送辛

婷出村，送了一程又一程，当她走

下了一段山岗，回头还远远看到陈

奶奶目送着她，不停地挥着手。

2020年的最后一天，她被评为

第十二届全国高校辅导员年度人

物，成为四川省第一个获得此项殊

荣的辅导员。但辛婷却说：“相比起

各种荣誉，学生的成长成才更让我

感到满足；相比起各项奖励，陈奶

奶目送我的身影，更让我感到教书

育人使命光荣！责任重大！”

采访结束时，一位已经顺利到

家的河北籍学生发微信告诉辛婷，

寒假里他打算去做防疫志愿者。辛

婷感叹：“刚开始当辅导员时，我以

为做好学生事务就可以了，后来觉

得要对得起学生的一生和含辛茹

苦培养他的家庭，近几年。我常常

思考要为国家培养什么样的人，怎

样培养人。这个‘00后’的孩子有这

样的担当，让我感到非常自豪！”

辛婷回复学生：“老师支持你，

但前提是要遵守当地疫情防控规

定，体检合格再上岗，先保护好自

己，再帮助他人。”

“每一届学生有七八个班级

近 240 人，我一直在思考着如何

使教育更好地覆盖到每个学生。”

辛婷告诉记者，“一个班集体就像

一个‘泡菜坛’，只有坛里的水纯

正了，坛里的泡菜才可口。把班集

体建设好了，浸泡在里面 4 年的

学生，无论他们差别有多大，4 年

后他们的‘味道’肯定都差不到哪

里去。”

每带一届新生，辛婷都要指

导他们制定班级目标，引导他们

把班级目标分解为个人目标。大

学四年，她通过分层次、分阶段开

展“经营我的大学”系列主题教育

活动，为学生开展理想信念、职业

规划、就业指导、心理健康等教育

活动，帮助学生和班级确立奋斗

目标，把班级建设和个人发展结

合起来。

2018 年，辛婷试着将劳动教

育融入到班集体建设中。她带着

学生一起写策划书，在学校各个

相关部门间来回奔走，申报土地。

当土地申报下来时，他们傻眼了。

近三亩的荒地上全是建筑垃圾和

杂草，看着学生失望的眼神，辛婷

笑着对大家说：“理想是丰满的，

现实总是骨感的。没关系，老师和

你们一起撸起袖子，再创一个‘南

泥湾’。”就这样，在一个多月的课

余时间里，她和学生们一起在荒

地上劳作，锄头挖断了 3把，镰刀

割坏了 5 把，手上打起了血泡磨

出了茧，终于把那块荒地开垦出

来。由于与西汉大文学家扬雄耕

读的“西蜀子云亭”仅一墙之隔，

于是他们把这个劳动教育基地取

名“子云圃”。

辛婷给每个班分了一块地，

每个同学都有劳动任务，播种、浇

水、施肥、除草，田间地头的管理

都由他们自己来完成。最初班上

很多学生连麦苗和韭菜都分不

清，更别说种地了。她就请来一位

农村老大爷，手把手教他们干农

活。她自己也在田间地头学耕种、

说农事，和学生一起观察农作物

的生长规律，学习田间种植管理

技术。

作物收获后，辛婷又引导学

生们开设了“子云圃”QQ 购物

群，在校内义卖劳动成果。学生李

俊峰去给一位老师送货后，兴奋

地和同学们分享：“今天这位老师

夸我们种的菜不错，他女儿很多

蔬菜还都不认识。”另一位学生回

应道：“那可不，谁叫我们上得厅

堂、下得田地，能敲键盘、能握锄

头呢。”义卖结束后，学生们又自

发地在群里讨论，下一季度应该

种什么菜，怎样才能提高产量和

销量。

看着学生们从一开始的不情

愿，到后来的积极主动，辛婷感

叹：“在网络时代的今天，我能带

领着学生们，探索着互联网模式

下的劳动教育、班集体建设，和学

生们一起成长，感受生活的苦与

乐，实在是一件幸福的事情。”

2004 年，为更好地照顾年仅

两岁的女儿，辛婷主动向学校申

请从一线教师转岗成为辅导员。

她本以为没有了繁重严格的教学

和科研压力，工作会轻松许多，但

当辅导员远没有她想象中那么轻

松，学校的各项工作安排、学生的

各种事务处理、与家长的沟通，一

件接一件看似琐碎却必须细心处

理的事情接踵而至。她感叹：“以

前是朝九晚五，现在必须每天 24
小时保持待命，准备随时可能发

生的事情。”

有一年新生军训，第一天，一

个学生就中暑晕倒了，第二天、第

三天，相继有学生因为肠炎、感

冒、外伤等情况住院。军训半个

月，辛婷每天都在学校和医院之

间来回奔波。有一次，一个女生半

夜突发疾病，辛婷连夜赶到医院，

处理完回到家已经是早上 7 点，

女儿泪眼汪汪地问她：“妈妈你昨

晚去哪里了？”她说：“现在只要深

夜接到学生电话，那一定是我的

学生有事需要我帮助了。”

尽管如此，辛婷并不后悔，她

说：“各行各业都辛苦，既然做出

了选择，那就要尽心尽力做好工

作。”她告诉学生们，除非事态紧

急，她不会占用学生的学习和休

息时间，但自己的电话会 24小时

为学生开机，任何时间有任何问

题，学生都可以跟她联系。前些

年，辛婷到学生寝室巡查，还常常

会帮学生缝补衣服。

2008 年汶川大地震时，一位

来自湖南的学生左脚踝严重骨

折，急需手术，而当时绵阳市医疗

条件极其紧张，无法为学生施行

手术。“当时辛姐一面在医院安抚

照顾我，一面通过校友等资源多

方联系医院，逢人就说、见人就打

听，一见到医生两眼就放光，恨不

得马上就能把我送上手术台做手

术。”回忆起当时的情景，这位学

生含着泪说。

“当时我就一个念头：一定想

办法及时为他做手术，因为在那

年年初的冰雪灾害中，他已经失

去了母亲，不能再让他失去左

脚。”辛婷说。通过两天的努力，终

于在一位校友的帮助下，学生顺

利转院到成都一家医院，及时完

成了手术，保住了左脚。

震后那段时间，辛婷把当时

才 5 岁的女儿托付给家里的老

人，自己和学生一起搭建帐篷，吃

住在一起，还发挥心理学知识，为

学生作心理疏导。

去年新冠肺炎疫情爆发，除

夕晚上，辛婷就开始逐一为学生

做健康排查和统计，为学生传递

疫情防控知识，随后每天关注学

生疫情防控状况，开展心理健康

疏导。停课期间，她还帮学生邮寄

教材、晾晒被子。

十几年过去了，辛婷从学生

口中的“辛姐”变成“辛妈”，改变

的是称呼，不变的是敬爱。而在辛

婷眼中，则一直把学生当作自己

的孩子来呵护，不管是“90 后”学

生，还是“00后”学生，她都能很快

融入学生之中，快速得到学生的

信任。她说：“这并没有什么技巧，

只要真心为学生付出，他们是可

以感受到的。”

——记第十二届全国高校辅导员年度人物辛婷
■ 本报记者钟兴茂（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和学生分担风雨、共享阳光

3
学生的闪光点
就是工作的切入点

2
秉持“泡菜坛”理念
探寻班集体建设之路

1
24小时待命
从“辛姐”到“辛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