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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动态

支月英：只有坚守，才能有希望
□□特约记者特约记者 戴炜亚戴炜亚

一位来自省城的女教师，从19岁开始工作在远离家乡的山村教学点，一干就是36年。如今已年届退
休，但她仍愿意留在这里教书，只因山里太缺教师。

对于她，再多的荣誉和褒奖都不为过！
面对荣誉，支月英很平静，获奖后推掉各种采访，第一时间回到大山里，她最想念的是山里的孩子们。
短暂的荣耀之外，是漫长而辛苦的守望。山里人说，没到过这里，就不知道36年是怎样一种坚守。也

有人不理解，说她“傻”，但她处之泰然，因为她收获了山里人最淳朴的敬重。
对于她，对于像她这样无数平凡的、默默付出的乡村教师，我们应该给予多一些关注、多一些尊重。
本期特别约请独家采访支月英的中国江西网记者戴炜亚为本报撰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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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教师风采当代教师风采

“你跋涉了许多路，总是围绕着大山；
吃了许多苦，但给孩子们的都是甜……36
年，绚烂了两代人的童年，花白了你的麻
花辫。”

这是 2 月 8 日晚，在“2016 感动中国
十大年度人物”颁奖典礼上，组委会对江
西最美乡村教师支月英的颁奖词。

支月英，一位平凡的乡村教师，36
年坚守在江西省宜春市奉新县澡下镇
的山村教学点，从“支姐姐”“支妈妈”到

“支奶奶”，一张小小的山村讲台，彰显
出她内心的大爱。

获奖当晚，当记者独家连线在北京
颁奖现场的支月英时，她脱口而出的第
一句话就是：“我想孩子们了，我好想赶
快回去看到他们。”

没到过这里，你就不知道
这36年是怎样一种坚守

2月 9日，记者一行陪着从北京回来
的支月英，驱车到她工作的奉新县澡下
镇白洋教学点采访。

下午1时，从奉新县城一路驱车往澡
下镇，沿着蜿蜒、狭窄的山路前行。下方就
是笔直的山谷，前方则是一个又一个弯。

“往前再走一点，拐弯要小心。”
“这个弯有点急，要减点速。”
“前面是会车点，要注意些。”
虽然是坐在驾驶座后面，但支月英

却准确无误地指引着前行的路。“现在这
条路，我闭上眼睛也能记起每个弯了。”
支月英淡淡地说，岁月的皱纹汇聚在她
的眼角，也是弯弯的。

从省城南昌到奉新县城，70 公里，
开车 45 分钟；从山下到教学点，15 公
里，开车 50 分钟。这样的路，支月英走
了 36 年。

“现在水泥路一直通到了教学点，好
走多了，我刚来时这里还是泥巴路，一个
坑就能把你颠个七荤八素。”支月英说。

36 年前，支月英只有 19 岁，她记得
那时候如果要下山开会，早上天不亮就
要起床，步行下山到车站，然后搭乘巴
士，散会后就要马上往回赶，即便是这
样，回到教学点也已经是夜幕低垂。

1991 年，月收入不到 100 元钱的支
月英一咬牙，与别人合伙买了一辆 1000
多元的“雄狮牌”摩托车，这样她周末有
空就能下山回家去看看孩子。虽然一周
在家的时间还不到一天，那已经是难得
的幸福。

但路上的滋味却谈不上幸福，晴天
一身灰，雨天一身泥，最可怜的时候是路
上车突然坏了。

一次，在回校的路上下着瓢泼大雨，
支月英的摩托车突然熄了火，怎么都发动
不了，她只好推着这辆比自己重不少的铁
疙瘩前行，突然脚下一滑，摩托车压了下
来，她趴在路边哭得像个孩子。

36 年里，支月英换了 6 辆摩托车，
“雄狮”“洪都 125”“东风”……“都是大
马力的，不然爬不了这数不完的坡。”
她说。

“支老师，俺们服气！换个大男人都
受不了这些。”村民李世平一边说一边竖
起大拇指，“1 万多天呢，说起来容易，谁
一天天过着试试！”

不是看到希望才坚守，只
有坚守才能有希望

1980年，奉新县边远山村教师奇缺，
19岁的南昌市进贤县姑娘支月英不顾家
人反对，只身来到距家 200多公里，距乡
镇 45公里，海拔近千米且道路不通的泥
洋小学。

学校地处奉新县和靖安县两县交界
的泥洋山深处，交通不便，距最近的汽车
站都要20多里地。

山村生活条件异常艰苦，食品稀
缺，支月英像当地人一样，自己动手种
菜。当地老百姓十分疑虑：这外地姑娘
能坚持下来吗？是不是想过渡一下，过
不久就溜掉？这话不假，前些年，教师如

同走马灯似的来了又走。
但过了一年又一年，乡亲们不仅看

到支月英坚持了下来，还看到无论刮风
下雨、结冰打霜，她都一个个送孩子回
家。乡亲们放心了：“这位老师靠得住，
肯定会用心思教好我们的孩子！”

在白洋山村，支月英教孩子们读书
识字，唱歌跳舞，认识大千世界。刚参加
工作时，她的工资只有几十块钱，有些孩
子交不起学费，家长不让孩子上学，支月
英经常为学生垫付学费，垫着垫着，有时
买米买菜的钱都不够，她只得去借，家人
不理解，劝她赶紧离开，她总是笑着说：

“日子会好起来的！”
再后来，支月英被任命为校长，既要

承担教育教学任务，还要负责教学点的
管理服务工作。学校破烂不堪，她买了
材料把教室修好，把冬日刺骨的寒风拒
之窗外，学生在教室里暖洋洋的。学校
不通班车，每逢开学，孩子们的课本、教
学用的粉笔等都是支月英找人一起步行
20 多里山路肩挑手提运上山的，一趟下
来，腰酸腿疼，筋疲力尽。

山村的家长重男轻女，不让女孩子
读书，支月英走门串户与家长促膝谈心，
动员家长把孩子送进学校。

为了提高教学质量，支月英每年都积
极参加各类教育培训，努力创新教学方
法，总结出适合乡村教学点的动静搭配教
学法。在她的精心教育下，一个又一个学
生走出大山，成为各行各业的骨干。

一人一校的工作特别辛苦，支月英
经常累得头晕眼花。她血压偏高，导致
视网膜出血，只有一只眼睛视力正常。

2003 年 10 月 18 日上午，正在讲课
的她身体剧烈疼痛，几位家长把她送
往医院，医生诊断为胆总管胆囊结石，
马上进行了手术。住院的她心里一直
惦记着学生。刚刚出院，就立刻回到
了学校。

家里人担心支月英的身体，曾劝她
往山外调，各级领导关心她，几次要给她
调换工作，但她每次都婉言拒绝了。

对山里的孩子不吝付出，对自己的
家人和孩子，支月英一直满怀歉疚。“我
只能祈求孩子的原谅，因为我放不下山
里的孩子们。”支月英略带哽咽地对记者
说，“不过我的孩子现在已经完全理解我
了，并且也非常支持我。”

这次参加颁奖，支月英离开教学点
有一段日子了，山里的孩子们都牵挂着
她，“孩子们的家长都通过微信向我拜
年，孩子们也在微信里奶声奶气地说想
我了。我也非常想他们，迫不及待想赶
快回去看到他们。”

提到这次获奖，支月英平静地说：
“我就是一个非常平凡的人，做着一件平
凡的事，我不是因为看到希望才坚守，而
是因为只有坚守才能有希望。”

别人说她“傻”，但她说，
“我收获的是一辈子的无悔”

在白洋教学点，记者看到，支月英住的
房间不大，陈设简单，但干净豁亮，打开房
门，冬日的阳光就直接闯了进来，透着暖意。

“现在的房间好多了，以前住的房间
四处透风，还经常有不速之客。”支月英
笑道，她说的不速之客是指老鼠和蛇，

“我的汉子性格就是这样培养起来的。”
她又补充道。

支月英待了31年的泥洋教学点，如今
已经废弃了，简陋的砖房布满了苔藓，在那
里的31年，她经常半夜要起来与牛搏斗，
因为如果不驱赶，调皮的牛会用角顶开教
室门直闯而入，拉得满地都是牛屎。

那时候，冬天的雪厚得可以没过小
腿，晚上风在吼叫，房间里只有寂寞。

还记得，当年支月英的妈妈第一次
进山来看她，从上山开始妈妈就在哭，一
直哭到下山。“你真傻，真傻！”妈妈走的
时候，留下这么一句话。直到现在，支月
英还与妈妈有个约定，不要告诉爸爸自
己是在大山里教书，因为爸爸如果知道
自己女儿在大山里待了36年，会心疼死。

这些年，支月英经常听到有人说她
“傻”，有的是心疼，有的是不理解。对
此，支月英早已习以为常。

有一次，支月英去理发，理发店里有
人正在向店主打听：“你们这里真有一个
在大山里待了几十年的支老师啊，她是
不是傻啊？”

看到支月英进来，店主赶紧向那个
人使眼色。

“我就是那个傻子。”支月英说。
“还真有这样的老师啊，佩服，真的

佩服。”那人面露尴尬，连声道歉。
只有走进大山深处，走进村民们中

间，才能理解支月英说过的一句话：“我
所拥有的，许多人都未曾尝到过。”

在白洋教学点采访时，不断有村民来
邀请支月英：“支老师，等下来我家吃饭。”

“我早就说好了，你往后排吧。”另一
个村民直接就挡了回去。

支月英说，在大山里的36年，她经常是
端着碗走好多家，“除了每家都要留我吃饭，
还有小秘密，只要我去了哪家，哪家的孩子
一定吃饭很乖。”支月英开心地笑着说。

大山里的村民们不富裕，但特别朴
实，用他们的方式回报支月英。“他们知
道我不会收钱，就各自约定好，今天你买
肉，明天我买肉。自己舍不得吃的，都会
送来给我吃。”支月英说。

“我们这里就这么一个支老师，那可
是我们白洋的宝贝。”村民李世平说。

在支月英的手机里，记者发现这样
一条微信：“支大姐，敬佩你，傻到极致的
伟大！傻到美丽的境界，傻到除了给我

们感动，就剩下心灵被净化！”

从“支姐姐”到“支奶奶”，
希望在传承

采访中有这样一个细节：在返回白洋
教学点途中，车开到半山腰处时，支月英突
然对记者说：“请停一下，我下车找个人。”

“作英啊，在家不？”支月英对着路边
的一间屋子喊道。

“哎呀，是支老师啊，哈哈。”一位妇
女带着风跑出来，一把攥住支月英的手，
不停地摇着，一边冲着屋里喊：“莎莎，快
来，支老师来了。”

屋里又跑出来一位年约 20 岁的少
女，一下搂住支月英的脖子，呵呵地乐着。

“你想不到吧，我们母女都是支老师
的学生。”这位妇女笑着对记者说，“我叫
廖作英，今年43岁了，支老师刚来的时候
我才7岁，她19岁。”

在廖作英眼里，那时候的支月英就
跟姐姐一样，平常在教室里教他们学习，
课外像姐姐一样护着他们，陪他们玩耍，
给他们制作玩具。

“我这辈子最佩服的人就是支老
师。”廖作英自豪地说。

廖作英的自豪不是没有道理，她和
爱人都是支月英的学生，后来都当了老
师，就在这片大山里。

那位少女叫涂莎，小时候也是支月英
的学生，如今已经是赣南师范大学大三的
学生。“我也希望成为一名教师，就像支老
师一样。”涂莎笑着说。

因为接受表彰和参加活动，尽管推
掉了许多采访，但支月英仍有不少时间
在来回奔波的路上，为了不影响孩子们
的学习，她找到了当年的学生李霞，请她
做代课老师。

李霞的孩子今年 10 岁，一至三年级
都在支老师班上学习，直到四年级才转
到别的学校，李霞也跟着离开了泥洋村
白洋自然村，但接到支月英的请托，她二
话不说，放下孩子就搬回了白洋教学点。

在白洋教学点，一位村民正带着小
孩玩，看到支月英马上拉着孩子过来问
候：“支老师，您好啊，这是我的外孙，明
年也要当你的学生了。”“哎，36 年了，一
晃我真成支奶奶了。”

在白洋教学点，教室干净明亮，如今
也用上了现代化一体机多媒体教学。

今年55岁的支月英已经到了退休年
龄，但她决定继续坚守下去。除了舍不
下这份大山情，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
山区确实太缺教师了。

“支月英是众多乡村教师的杰出代
表，我们希望通过激励措施，吸引和鼓励
更多的教育工作者扎根基层，让更多孩
子放飞梦想，实现希望。”奉新县教育局
党委委员段太勇说。

河南：启动2017年农村小学全
科教师培养计划

本报讯 为缓解农村小学体育、音乐、
美术、信息技术等薄弱学科教师短缺矛
盾，优化农村小学教育教师结构，河南启
动2017年农村小学教育专业全科教师培
养计划。

据了解，今年河南对小学教育专业
（全科教师）本、专科均实行定向招生。全
科教师培养实行“两免一补”政策，即在校
培养期间免除学费、住宿费，并给予一定
的生活补助费，费用由省财政承担。在校
期间，可继续享受国家奖学金等其他应享
受的全日制在校生奖励政策。此外，学生
要与报考的设岗县（市）和培养高校签署
培养就业协议，明确权利、义务和责任，并
承诺毕业后到乡村教学点从事教育教学
工作不少于6年。

全科教师毕业后，按照协议规定提供
就业岗位，在核定的教职工编制总额内为
其办理事业单位人员录用、编制、工资等
手续，将其工资纳入当地财政统发范围，
确保有编有岗。同时要采取有效措施，落
实全科教师的工资与补贴发放、周转宿舍
安排等相关保障工作，解决好全科教师工
作、生活中的实际困难，在评先、表彰、职
称评聘和专业成长等方面予以支持。

（师闻）

安徽金寨：以政务公开塑造教
育良好形象

本报讯（通讯员 王振华）近年来，安
徽省金寨县教育局积极开展政务公开示
范点创建，打造优良师德师风，塑造教育
行业良好形象，取得明显成效。

该县教育局将政务公开工作纳入全
年重点工作，成立专门领导小组，明确专
人负责，制定切实可行的工作方案，及时
布置和督促落实各项任务，做到政务信息
公开常态化、规范化、制度化、信息化、精
细化，保障了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
表达权、监督权。

针对百姓关切的教育热点，该县全面
推进教育领域信息公开，定期做好教育督
导报告、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督导评估反馈
意见、全面改善贫困地区义务教育薄弱学
校基本办学条件工作进展和实施成效等
公开工作，暑期及时公开义务教育划片工
作程序、内容、结果，随迁子女入学办法、
入学流程、证件要求和办理方式，接受社
会监督。同时，通过金寨县人民政府网书
记信箱、县长信箱和部门信箱批转信件，
金寨教育网“局长信箱”“师德师风投诉平
台”等网络平台渠道，及时受理社会反映
的教育问题，认真办理回复，做到“事事有
着落，件件有回音”。设立监督举报电话
和举报信箱，对群众投诉举报的问题，由
相关领导牵头负责调查核实、处理，并将
处理结果及时反馈和发布。

甘肃金塔：“优惠菜单”提升乡
村教师幸福感

本报讯 日前，记者从甘肃省金塔县
了解到，该县不断加大教育投入，特别是
把补长农村教育短板作为实现城乡教育
优质均衡发展的突破口，开出“优惠菜
单”，全面落实乡村教师待遇各项政策，大
力改善教师工作生活条件，不断为农村中
小学教师幸福指数“加码”。

金塔县地处河西走廊北段，是一个农
业县。从 2016年起，该县在落实 300元
至500元乡镇工作补贴基础上，县财政每
年列专款，按路途远近向农村教师每人发
放500元至1200元交通补助；每年按10
个月向农村寄宿制学校、城区寄宿制学
校、城区非寄宿制学校差别化发放 400
元/月或200元/月班主任津贴。同时，为
所有农村学校建成周转房、活动中心和心
理健康室，每年对乡村教师进行一次体
检，及时为全体教职工足额缴纳住房公积
金和社会保险。

同时，金塔县依托教师继续教育培训
中心，多层次强化薄弱学科教师、骨干教
师和青年教师培训，助力教师专业成长。
仅2016年，就选派各学科教师外出培训
680余人次，组织所有农村中小学校长参
加“甘肃省万名农村中小学校长能力提升
计划远程培训”项目，校长、教师各级培训
达到了全覆盖。 （师闻）

和孩子们在一起是支月英最快乐的时光和孩子们在一起是支月英最快乐的时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