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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昌民族幼儿师范高等专

科学校，有这么一群特别的人，他

们积极响应对口支援号召，背上

行囊，来到凉山扶贫扶智，为西昌

民族幼专发展奉献年华、贡献智

慧，毛娟便是其中的一位。

“累了老师，但乐了学生”

毛娟，四川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副

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学科带头人，

教育部中小学音乐教师国家级培训首

席专家。她从事高校音乐教学工作 37
年，培养了40余名硕士研究生，多名学

生在全国赛事中获奖。就是这样一位

成绩卓著的老教师，凭着对音乐教育

的热爱，退休 8 年后，又返聘回四川师

范大学，退休不褪色，始终奋斗在教育

一线。2020 年 9 月，她更是克服重重困

难，带着扶贫扶志初心，来到西昌民族

幼专开始了对口支教工作。

西昌民族幼专是一所在国家脱贫

攻坚、大力发展民族教育和学前教育

大背景下新建的学校，学校的建立将

为凉山的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提供源

源不断的人才保障和智力支撑。作为

一名老党员，毛娟知道，到凉山尽自己

绵薄之力为民族地区培养“下得去、用

得上、干得好、留得住、有发展”的音乐

人才，让音乐之花在大凉山盛开，正是

在践行入党誓言“到最需要我的地方

去”。

坚定的决心催生坚决的行动。学

生还没有到校，毛娟就先一步抵达学

校，开展对音乐专任教师的培训。通过

调研，她建言献策：提高教学质量，需

要成立专门的督导组；举办大学生艺

术节，可以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举办

教师技能大赛，以赛促学，提高教师的

专业技术水平……这些良策一一被学

校采纳。

在自破自立中创新教育教学方

式，毛娟把音乐班由原来的大班教学

改为小班教学，34个学生被分为11组，

3个人为一组单独辅导。

“小班教学累了老师，但乐了学

生，通过分组教学，教师的工作量增大

了，但学生的进步非常明显，精细化教

学能让学生更好地掌握知识。”毛娟

说。

同时，毛娟还创建了西昌民族幼

专首个大学生合唱团，利用傍晚、周末

等课余时间进行排练。一分耕耘，一分

收获，毛娟被评为西昌幼专2020年“最

美支教老师”及2021年“优秀党务工作

者”，她策划组织的《唱支山歌给党听》

获全省“欢歌新时代 颂歌献给党”快闪

活动第一名。一本本证书，是她辛勤劳

动付出的成果，一份份荣誉，是对她发

挥余热、教育的肯定。

“毛妈和家里的阿妈一样亲”

凉山基础教育落后，专业的音乐

教师更是缺少。对此，毛娟暗下决心

——在西昌幼专培养本地音乐人才。

这群对音乐知识充满渴望的彝家孩子

生于大凉山，长于大凉山，学成后就会

像随风飘散的蒲公英，带着音乐的种

子在凉山生根发芽。

2020 年 11 月，原本定下的 3 个月

支教时间稍纵即逝，望着这群叫自己

“毛妈”的孩子，不舍之情油然而生，毛

娟毅然作出了陪学生一起毕业的决

定，支教时间从当初的 3 个月延长至 3
年。

“毛妈时刻把我们放在心上，从教

学到生活，都给了我们无微不至的关

怀，她可以留在更好的环境，享受自己

惬意的退休生活，却来到了这里，陪着

我们一起毕业，她是来自大城市的汉

族阿妈，但和我家里的阿妈一样亲。”

来自越西县越城镇新村的曲木尔古木

说着说着，眼里泛起点点泪光。

来自昭觉洒拉地坡乡的布格阿依

说，初次见到“毛妈”时，觉得她很严

肃，深入接触后，觉得“毛妈”对专业教

学要求严格，但在平常生活上，她对学

生的关爱就像妈妈一样。布格阿依骄

傲地说，她有两个妈妈，一个是在家辛

苦挣钱供自己读书的彝族妈妈，一个

是在学校辛勤耕耘的“毛妈”。

“选择了支教就选择了一份责任，

选择了这群学生就会有所付出。”在辛

苦支教的日子里，毛娟更多的是对自

己家庭的愧疚。作为学生的“毛妈”，毛

娟尽职尽责，但对儿子，毛娟却是做母

亲的牵挂和亏欠。一直以来，毛娟总是

以事业为重、以学生为中心，疏于对儿

子的陪伴和关心关爱。儿子常常说，

“我妈妈有很多很多的孩子，从上世纪

90年代起，她教过的学生都叫她‘毛妈

妈’，她和学生在一起就有摆不完的龙

门阵和办不完的事。”然而，看到毛娟

取得的教学成果，还有她从教育事业

中获得的满足、快乐，儿子由衷地为母

亲高兴，对她的选择表示理解和支持，

这也成为毛娟坚守支教的强大动力。

让毛娟牵挂的还有90岁高龄卧病

在床的母亲。想母亲了，毛娟就让家人

发来照片，看见母亲手脚肿胀的照片，

她只能默默流泪。待擦干眼泪、调整好

心情，又拨通母亲的电话，将思念和愧

疚都通过电波越过万水千山传达给老

人。

今年 7 月，临近期末考试，毛娟一

边牵挂病重的母亲，一边思考着期末

工作，分神的霎那，她从楼梯上摔下，

造成了尾椎骨折。病痛中，毛娟依然坚

持上课，学生们看在眼里，记在心上，

每次上课前，都会到一楼帮“毛妈”提

包，下课后送“毛妈”到公寓门口，话家

常、帮按摩，包中时常出现的棒棒糖，

承载了学生对“毛妈”的真挚情意。

新的学期又悄然来临，毛娟的记

事本里也立下了新的计划：组织第二

届大学生艺术节和学校“秋之韵”诗词

演唱会，与四川师范大学共建两校音

乐教育成果展示会，带西幼学子参加

下一届全国普通高等学校音乐教育专

业本科学生基本功展示比赛……

相信终有一天，毛娟用热情、耐

心、汗水和智慧浇灌的音乐种子，会随

着西昌幼专学子散播在大凉山这片土

地之上，并结出累累硕果。

早上走进教室，我习惯性地

坐到办公桌前，打算批改昨天剩

下的几本大作文。拉开抽屉取笔

的瞬间，我怔住了，只见里面多了

几样零食：几枚未开封的巧克力

派，两颗包装精美的棒棒糖，外加

一盒洗得干净的圣女果。我哑然

一笑，抬头看了看教室内正在专

心晨读的孩子们，投去感动的一

瞥。

去年春季，乡村小学并校，我

被调到中心校工作，安排做四（2）

班的班主任。上任不久，我才知道

这是校内出了名的“乱”班，频繁

更换班主任的缘故导致班级纪律

涣散，打架斗殴现象不断，学习风

气极差，考试成绩一直排在年级

末尾。带着一种“乐为人师”的倔

强劲儿，我沉下心来，尝试从传授

知识和班级管理两方面入手，全

身心地投入到教书育人的工作

中。课上，我认真做课件，积极创

新教学模式，使学生在愉悦的课

堂氛围中轻松获得新知；课下，我

尽情发挥自己活泼好动的性格特

点，把自己变作一个“孩子王”，悉

心参与各类课间游戏，完全与学

生打成一片；课余时间，我则以

“捆绑”的方式将几名学困生带在

身边，通过谈心、家访和留校补课

等方式，拉近师生距离，引导他们

成长。

10 岁左右的孩子虽说天真，

却懂感恩，几个月过后，我的付出

便得到了回报。先是班级风气明

显好转，随意打闹和恶作剧现象

日渐减少，纪律与卫生流动红旗

也时常光顾我们班；接下来各科

成绩提升迅速，学生的读、写、算、

做等基本功的过关人数日渐增

多，期末验收阶段，数学口算题的

过关率位居年组第一。我终于凭

借个人努力，将学生引到了认真

学习的轨道上。

然而，由于工作压力大，加上

长期的作息不规律，我患上了低

血糖症，常常在上课中途或活动

间隙，浑身乏力，热汗不止，只能

停下来静坐片刻，并借助吃些甜

食或喝杯红糖水来缓解症状。学

生们人小鬼大，得知我的病情后，

不约而同地想出一种笨办法：不

定期地往我的办公抽屉里塞些糖

果之类的小甜点，然后提醒我课

余时间多吃一些，免得身体透支。

其实，孩子们的小心思我懂，他们

是担心我病重休假，或干脆借故

甩掉这个班级。怎么会呢？经过一

段时间的耳鬓厮磨，我和孩子们

已经建立一种“粘豆包”般的友

谊，因而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困难，

我都不会打退堂鼓！

为给孩子们吃下“定心丸”，

我坦然收下他们的“小贿赂”，并

时常当着众人的面，毫不避讳地

品尝一二。自然，对抽屉里的绝大

部分零食，我都采取“还之于民”

的态度，将它们化作奖品，变相回

馈给在生活和学习方面有突出进

步的学生。我的此种做法，不仅赢

得了学生的夸赞，还使自己在孩

子们心中的形象变得亲切起来。

时光静好，一年多的班主任

生涯转瞬即逝。如今的我在自己

的岗位上如鱼得水，经我带的这

班学生们，活泼上进，勤奋好学，

整个班也步入到市三好班级的行

列。

感谢光阴的馈赠，是它赐给

我教书育人的机遇，使我在最好

的年华里拥有生命拔节的机会；

感谢可爱的孩子们，是你们用微

不足道的“甜”，使我热切感受到

“为师值得”的美好。

国庆怎么过？近几天，朋友相遇，

大抵这样问。

对于此问，实答、虚答皆可。这只

不过一句礼貌性问话而已。就如在缺

衣少吃的年代，大家见面都免不了问

一句：吃了吗？一个问句，概括了一个

时代重要特质。

不过，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

于我而言，国庆就是祖国母亲的生日，

我们就要好好过。把过国庆当成过春

节一般，过得隆重又实在，既要过得很

精彩，还要过得意义不同。在不同年龄

段，每过一个有意义的国庆节都能给

我留下难忘的记忆。当然，这些记忆都

由不同载体演绎着不同的精彩。今年

国庆节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 72 个生

日。回想在我所度过的国庆节中，有这

么几个国庆让我印象极为深刻。

大约1979年，我还读小学四年级

时，到了国庆节，村里几个学生发起去

县城看电影的提议。那时，我还从没进

过县城，没看过几部电影，尽管县城离

我们村只有13公里。一提起看电影，我

“连脚板心都是劲”。国庆节前夜，我们

5 个小伙伴凌晨就出发了，带几个馒

头，步行到县城电影院门口，才凌晨3

点过。我们实在太困了，就依着阔大的

电影院门睡着了，直到工作人员上午

来开门，我们才醒。看的是一部战争

片，名字我不记得了，只知道战争打得

很激烈，最后红军取得了胜利。就是那

次经历，让我一直到现在都喜欢看战

争题材片或战争题材的电视连续剧。

从电影院出来，我们一群人还沉浸在

电影中。红星桥下流水哗哗，街道上到

处挂满红灯笼，大街上很拥挤，我们几

个手拉手在县城逛了一天。

我家添置电视机已是 1990 年的

事了，那是我参加工作的第二年，买的

是一台黑白电视机。因为国庆节要到

了，想看国庆期间鲜花簇拥的天安门

广场。当电视上出现亚运吉祥物“盼

盼”手捧鲜花的画面时，我是那样的激

动，手舞足蹈。我从没去过北京，而此

时的北京就在我眼前。国庆期间，亚运

会正举行，亚运会吸引了亚洲各国运

动员来中国参赛，也吸引了世界各地

的人来中国旅游。通过电视，看到节日

中美丽的北京，我感到无比的自豪。我

清楚地记得在那个国庆晚会上，听了

杭天琪和刘欢演唱的《亚细亚 亚细

亚》，苏红和解晓东演唱的《中国，我可

爱的家乡》，立马就在口中跟着哼，这

几首歌真好听。果然，不久这些歌就流

行起来。

说实话，中国这些年发展太迅猛，

汽车进入普通家庭的速度快得让我不

敢相信。2009 年 11 月，我购买了人生

中第一辆车。第二年国庆节，我开车去

了峨嵋、乐山等地。2012年，我自觉技

术长进了，胆子也大了，就邀约同事一

起自驾去了一趟川西，一路行驶下来，

我见识了高原与内地完全不同的奇特

景致。由此，大家自驾的兴头完全被调

动起来，非要走一次长途不可。2015

年国庆，我们再次组织一行 20 人队

伍，自驾甘、宁、蒙、陕横跨四千多公里

的路线。这次自驾游更是震撼了我们，

荒凉辽阔的大西北、茫茫苍黄的戈壁

滩、风吹草低的大草原，还有千年不

死、千年不倒、千年不朽的胡扬林。那

次旅游给我们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

象，白天我们游览景区，晚上坐在宾馆

看晚会，累并快乐着。多少年过去，我

们那群人依然那次国庆的难忘之旅念

念不忘。

昨天，有人问我今年国庆去哪儿。

我答道，今年不外出，就在家中“网

游”、看直播和读书。今年恰逢建党

100周年，7月，我去了一趟重庆，参观

了渣滓洞、白公馆等后，我就有了再次

重温长篇小说《红岩》的想法，书柜里

还躺有不少红色书籍，我想重温经典，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最后抽空给朋友

们发发微信，送点祝福就行。等疫情完

全结束后，再游览祖国的大好河山吧！

国庆，国庆，就是举国同庆，你准

备怎样庆祝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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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娟考查学生学习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