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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
教师情结

■ 高学鹏

昭觉民族中学的老师们如果肚

子饿了，到高维荣办公室，总能找到

吃的，有老师开玩笑说：“高老师囤在

办公室里的东西一个星期都吃不

完。”

“有时候找学生来谈事情，就先

给他冲一杯咖啡。”高维荣谈到，除了

食品外，她还会常备一些非处方药，

遇上有学生感冒着凉，就给他配一些

药。“我感觉我现在也是半个儿科医

生了。”

在教学工作和班级管理以外，

“控辍保学”也曾一度是高维荣工作

的重点，在费尽心力劝返辍学学生的

同时，她还认真调查学生家庭、细心

揣摩学生心理，尽最大努力挽留可能

辍学的孩子。

2018年春季学期，教初二英语的

高维荣，发现班上的小石(化名)在课

堂上目光呆滞、神情恍惚，这已经不

是他第一次出现这种状况了。下课

后，高维荣特别安排学习委员坐在他

旁边，帮助他学习，令人意外的是，小

石不但不领情，还很不礼貌地吼了同

学。

是什么原因让小石无心学习、性

格孤僻了呢？高维荣将他叫到办公室

谈心，才得知：小石的父亲因病去世，

母亲外出不知去向，他成为了没人管

的孩子。“我连吃饭的钱都没有了，不

想读书了。”说到这里，小石伤心地哭

了起来。见状，高维荣哽咽着对小石

说：“家里状况没法改变，唯一可以改

变的就是自己。今后，我就是你的妈

妈！”

从那之后，高维荣每次给自己的

儿子买衣服，也会给小石买一套，并

且主动承担了小石的生活、学习费

用。今年 6 月，小石以优异的成绩顺

利考上了省级示范高中，这让高维荣

非常欣慰。

多年来，高维荣已经记不清自己

给家境贫困的孩子们凑了多少生活

费、买了多少书籍和新衣服、付了多

少医药费。

2017 年 11 月，为了拓展贫困学

生的视野，高维荣自己出资，带着班

上 6名同学来了一场“说走就走的旅

行”，从大凉山到成都，再到重庆，孩

子们第一次坐了地铁，第一次逛了动

物园，第一次走进名人的故居……

旅途的终点，高维荣带着学生回

了阔别已久的家乡，在重庆市江津县

吴滩镇的田野上，看着孩子们嬉戏，笑

容溢满脸庞，高维荣突然觉得，尽管自

己付出很多，但收获的东西更多。

23年间，大凉山从深度贫困到脱

贫摘帽的同时，山区民族教育也随之

发生了巨变，高维荣是见证者，更是

参与者。一路走来，高维荣对学生、对

教育工作饱含深情，“如果有人问我，

你最大的爱好是什么？我可以毫不犹

豫地告诉他，是教育事业，是大凉山

的基层民族教育事业！”

我当老师已43年了，最早萌

生当老师的念头是受姑父的影

响。姑父是地方上很有名望的校

长，小时候，我常听到人们对他的

赞扬，入学读书时，我又深受他的

关怀，对他所从事的工作很是崇

拜，心中曾无数次地想：长大后，

也要像姑父一样做位受人敬仰的

教师。

高中毕业后，报考学校时，我

义无反顾地将师范学校作为第一

志愿。

但真正坚定我教育信念的是

师范实习后发生的一件事。当

时，我实习的学校是位处农村的

一所中学。实习结束后，刚回师

范学校不久，一个周日的下午，我

在图书室看书时，窗外有位同学

喊我：“校门口有十几个学生模样

的孩子在找你。”我迅疾离开图书

室向校门口走去，靠近校门时，我

十分惊诧，找我的竟是实习时所

教的学生。那时没有电话，他们

与我无法联系，我竟一点不知。

十几个男孩女孩当看到我时，一

起向我拥来，个个含笑地与我齐

声打着招呼：“老师！想不到我们

会来看您吧！”。

我把他们引领到校园一棵梧

桐树下，一个学生告诉我说：“我

们是自发乘车来找您的，星期天

没课。”说着话，另一个学生又将

装着水杯、毛巾、袜子等日用品的

一个布包递给了我。

我教他们还不到两个月，他

们就遥遥几十里地来看我还赠送

礼物，年轻的我感动得泪水溢出

了眼眶。中午，我用自己从生活

补助里省下的钱热情地招待了他

们，并回赠他们每人一本作文选、

一支圆珠笔、一本日记本。告别

时，学生们眼光满含祈求，齐声

说：“老师，我们班语文老师休产

假了，我们班已经一个星期没老

师来上语文课了，我们很想您能

回来给我们上课呢！”

从此，我更知道了农村学校

的师资有多么紧缺，渴望知识的

学生们对教师有多么敬重与崇

拜，教师这个职业多么伟大而光

荣。

毕业分配时，尽管当时的班

主任十分喜爱我，请求我留在他

身边工作。可我想到那些学生对

知识渴望的眼光，还是婉言谢绝

了班主任的好意。

参加工作后，在成长和工作

感受中，我一步步地爱上了教师

职业。勤教、乐教、爱教的初心始

终未变。

年轻时，我教两个班的语文，

自如地在教室间走动，尽兴地讲

解课文，看台下如花般的学生专

注地听课，我的自尊自信得到了

充分满足，心生快乐。

中年时，我教一个班的语文、

两个班的政治。语文课时和学生

齐背古诗词,书声琅琅，和谐悦

耳；政治课时与学生平等交流，畅

所欲言，既加深了学生对知识点

的记忆，又亲密了与学生的友

爱。置身其浓郁的书香氛围，心

旷神怡。

老年时，又教几个班的历史，

和学生谈古讲史，指点人物，畅抒

己见，在与学生和谐欢快的教学

互动中，全然忘却了年龄，精神倍

增，其乐无穷。

教师，确是快乐的收获者。

每当校园遇见的学生主动问好；

每当节日收到学生的贺卡和发来

的祝福；每当教师节前有学生邀

请一聚，话旧举杯；每当听到学生

进步的喜讯，为人师的自豪感油

然而生……那番精神享受远超越

于物质拥有。

人各有志，我独爱教育，浸淫

教育此生，十分知足。若有来生，

我仍痴爱教书。

教育就是我的大爱高维荣：
本报记者 葛仁鑫（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9 月，位于大凉山腹

地的昭觉县民族中学如期

开学，高维荣又回到了熟

悉的讲台，时光荏苒，今年

已经是她站在这里的第

23个年头了。

23年间，高维荣一直

坚守在民族教育战线上，

为民族地区培养出一批批

优秀学生，获得了四川省

优秀教师、全国模范教师

等诸多荣誉，还入围了

2021年“全国教书育人楷

模”候选人。有朋友跟她开

玩笑说：“维荣维荣，你看

你这名字取得好，能够让

你一直维持荣誉。”对此，

她淡然一笑。荣誉的背后，

凝结着多少汗水和心血，

承载着多么宝贵的青春和

年华，也许只有高维荣自

己知道。

1998 年，19 岁的高维荣从南充

外国语学校毕业后，被分配到昭觉县

任教，当时的昭觉贫困落后、交通不

便，外地的老师来一个走一个。

“刚来的时候心都凉了半截。”看

着身边的老师纷纷离开，高维荣心里

也有过挣扎，尤其是自己的工作和生

活才起步，语言不通、工资微薄……

种种困难像大山一样压在她的肩上。

可看着山里娃淳朴的眼神，高维荣心

中又十分不舍，“我自己也是从农村

走出来的，知道只有靠读书，他们才

能看到外面更宽广的世界。”

那时，留下来的外地老师非常

少，听说昭觉民族中学来了个英语老

师，不少人都到教室外面看她。高维

荣清楚地记得，一堂英语课上，她正

在教学生字母歌，又有一个年轻小伙

在窗外偷看，后来，这个小伙成了她

的丈夫。

成家以后，身为独生女的她又将

远在重庆老家的父母接来一起生活，

彻彻底底地在昭觉扎下了根。留下来

的高维荣一心一意地扑到工作上，成

了学校有名的“工作狂”。

教学上，她刻苦钻研，从英语教

学的“门外汉”迅速成长为专业能手。

“我学的是日语专业，可分配到

昭觉民族中学后，教的却是英语。”高

维荣说。而在师资紧缺的地方，老师

们都是螺丝钉，哪里需要就往哪里

钉。为了尽快掌握英语教学技能，高

维荣花了不少功夫，“那会儿，我从县

图书馆借了一堆书回来，晚上做梦的

时候都在想哪个知识点没弄清楚，半

夜醒来翻资料。”

靠着一边给自己“充电”，一边教

学实践，高维荣现在不仅入了门，还

成了学校的英语教研组组长。她带的

班级均取得不错的成绩，在 2019 年

凉山州中考中，全县 700 分以上的 4
名学生中，有 3 位在高维荣的班上。

其中，沙古阿木同学以 749分的成绩

被中央民族大学附属中学录取，成为

昭觉县本土培养的第一位考入该校

的学生。

昭觉民族中学的学生基本都是

来自农村的彝族孩子，能取得这样的

成绩，令所有人刮目相看，他们自己

都想不到。

教学之外，高维荣还长期担任班

主任工作，尤其注重对学生综合素养

以及行为习惯的培养。在她的班上，

一直有个硬性规定——所有人在教

室里必须用普通话交流。有老师开玩

笑说：“你们班的学生连吵架都是用

普通话吵的。”随着学生汉语表达能

力的增强，高维荣和学生之间的沟通

更加顺畅。

而在寄宿制管理中，大到寝室的

布置，小到洗漱用具的摆放，高维荣

事必躬亲，手把手纠正学生的不良习

惯。2018 年，她所带班级的女生寝室

被凉山州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评为

“文明洁美寝室”，学校更是以她的班

级为标准，这推动了学校寄宿制管理

的进一步提升，在全州起到了引领示

范作用。

一心不能两用，高维荣对学生尽

职尽责，对家庭却有所亏欠。2017 年

秋季开学时，已连续几天早出晚归的

她抽空回家时，发现平时健谈的丈夫

一句话也没说，她以为是丈夫因她忙

于学校工作顾不了家而生气，并没多

想，吃过饭后又马上回校加班。

晚上十点多，母亲打电话说:“赶

快回家吧，他好像不对劲，嘴巴都歪

了，可能又是脑梗！”当高维荣跑回

家，看到躺在沙发上想说话却张不开

口的丈夫时，泪水涌了出来，她急忙

将丈夫送往医院。但为了不影响学校

开学工作，她将丈夫的护理事宜安排

好后，带着对家人的愧疚，又迅速回

到了岗位上。

扎根山区的“工作狂”

“今后，我就是你的妈妈！”

高维荣开展控辍保学工作

高维荣自费带学生出去旅行

“工作狂”高维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