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5 年，她走出万里家访路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张秋盈

“曾老师，你会把我们教完吗？” 在常德市桃源县钟家铺乡杜

坪分校，今年 55 岁，即将退休的女教师曾凡平听到学生说这句话，

总是鼻头一酸。

从漏雨的平房到新修的数字教室，她已经在 3 尺讲台上站了 35

年。年轻时，每到开学，她就要走破一双鞋——山里没有电话，没

有车，家访是她联系家长的唯一方式。从早上走到晚上，路上要穿

过好几个悬崖峭壁，杂草荆棘划得腿疼。她随身带着一个水壶，喝

完了就找家长灌、或者接山里的泉水。

在这条路上，曾凡平挽回了无数辍学儿童，为失亲的孤儿重建

信心，告诉不识字的家长怎样教育孩子……如今，她身患骨质疏松，

爬楼梯都疼。过往上万里的家访路上，见证曾凡平平凡一生中，不

平凡的的教育执守。

学生给她送来 246元“红包”

1995 年元月，村小开学。曾

凡平像往常一样迎接报道学生。

她忙碌之下发现，五年级的陈琼

没有来。她隐隐有些不好的预感，

打听到地址后，就朝五六公里外

的陈琼家赶。

那是一座坐落在半山腰上，

被杂草环绕土房子。曾凡平敲了

敲门，11 岁的女孩陈琼看见她，

叫了一声“曾老师”，就开始啜泣。

“她不读书了，我们没钱。”没

聊几句家常，陈琼妈妈就丢下一

句话。曾凡平看了看陈琼红红的

眼睛，问道 ：“那你想不想读书？”

女孩点头。曾凡平说 ：“孩子不能

不学习，学杂费学校可以减免一

些，其他的我先帮她垫付了”。

就这样，陈琼又重新回到了

课堂上。就学期间，曾凡平一共

为陈琼垫付了各类学杂费、考试

费 246 元。当时，曾凡平还是一

名民办教师，246 元是她半年的

工资。

毕业那天，陈琼对曾凡平说：

“老师，我暑 假就去镇上卖血，

把钱还给你。”“那可不行，你千

万不能这样，身体要紧！” 曾凡

平赶紧制止了陈琼，“钱还不上

就算了。”

6 年后的一个正月，曾凡平

走 亲 戚 归 来， 家 里 人告 诉 她，

一个自称是她学生的女孩送来

了一个红包。曾凡平打开红包，

里面正是 246 元，还附上了一段

话 ：“曾老师，感谢您对我的帮

助，我现在靠自己的力量挣了钱

还您”。

从教 35 年，曾凡平为学生们

垫付的学费加起来有好几万元。

唤回用手机“做交易”的留守儿童

留守儿童老爱抱着手机玩，

是这几年最困扰曾凡平的一件

事情。 为了收回 孩子 们的心，

她靠的，依然是“家访”。

13 岁男孩杨遵义，妈妈外

出打 工， 爸 爸已 经 60 岁。 爸

爸为了让孩子帮着家里看看牛，

就拿能够给孩子玩手机为条件

交换。

曾凡平知道此事后，周末

赶 到 杨 遵 义 家。 面 对“ 兴 师

问 罪” 的曾老 师， 杨 爸 爸 无

奈地说 ：“曾老师，家里的活

太多了，天天就指望着孩子回

来帮我。他又不肯，我只好用

手机交换了。”

“你这样是害孩子，影响他

学习，还 影响他身体。”曾凡

平语气颇重说道。她找杨爸爸

要来了杨妈妈的电话，请她回

来陪一陪孩子，“有的时候，他

们（留守儿童）就是太孤单了，

缺乏交流和陪伴，所以才会沉

迷手机。”曾凡平说。

杨妈妈果然回家陪杨遵义

一段时间，杨爸爸也不再给孩

子“做交易”，孩子的成绩也在

上升。

“很多家长对孩子的教育不

重视，认为孩子以后干什么都

能吃上饭。”曾凡平说，乡村家

长对教育的不重视，这是她 35

年工作中遇到的最大的难题。

所以，她一有机会，就会

和 孩子 们 说说 那 些 走出大 山

的师 哥 师 姐们 ——当 年 伙食

费 交 不上， 每天 跑 步 回 家 做

饭，下了晚自习再帮家里挂苎

麻的女孩，已经成了首都医科

大学的教授；外面下大雨，里

面 下小雨的 教 室 里也 走 出 来

不少博士生，“我要给他们树

立理想、信念和远大的目标，

鼓励他们勇敢创造未来。”曾

凡平说。

因为曾凡平带的班教学成

果突出，多年来，不少城里学

校 邀请她去教书，但 她不肯。

“城里孩子不缺老师，这里却

缺。”曾凡平说出她不愿下山

的原因。

临近退休，她还将在县里

工作的女儿召唤回来，也在钟

家铺杜坪分校教书，“一个孩子

是一个农村家庭的希望，我们

得教好他们。” 曾凡平说。

为了父亲遗愿，女老板深山支教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张秋盈

去城里当老板，还是继续在山里当代课教师？这个问题曾经困扰了薛姣 11 年，因为一边是父亲的

遗愿，而另一边则是对女儿的责任。

11 年前，当了一辈子山村教师的父亲交给她一个遗愿：替他继续照顾山里的孩子。原本在县城卖

服装的薛姣只好硬着头皮上山，并走上了三尺讲台。

11 年过去，因为收入不理想，女儿渐渐长大，薛姣无数次想过要离开这个岗位。县城的朋友也说：

“在城里做生意收入，要翻多少倍啊？！”但薛姣却发现，自己已经走不了了。  

这十几年的教书生活，让她终于明白了爸爸的固执与坚守。

因为父亲的遗愿，她转行教书

薛姣的父亲薛绍理，曾是张

家界市慈利县岩泊渡镇原两山教

学点唯一的一名老师。这里山高路

远，附近大多为土家族村落。薛绍

理和妻子在这里坚守了27 年。

尽管工资微薄，薛绍理一生

为贫穷的学生垫付了三万多元的

学杂费，并且依靠自己的力量，

挑断了 11 根扁担，磨破了近 30

双解放鞋，建起了两山有史以来

最美丽的学校。

在少年时期的薛姣眼里，爸

爸固执、刻板，爱学生要多过爱

自己。下大雨打雷，爸爸妈妈总

会出门送学生，而把害怕的她一

个人留在家里。初中毕业时，她

和爸爸爆发了激烈的争吵，爸爸

想让她学师范，回乡当老师，而

薛姣则像大多数年轻人一样，向

往外面的世界。

最终，薛姣抗争赢了，她学

习了计算机专业，毕业后又到县

城里开店卖衣服，结婚生子，过

上了属于自己的幸福生活。那时

的她，怎么也没有料想到命运会

来一个大转折。

2009 年，父亲薛绍理被确

诊为肝癌晚期。住院的一天，薛

绍理对薛娇说出了唯一的遗愿：

“山上的孩子没人教书，你能上

去帮我顶一下吗？”尽管内心犹

豫，薛姣看着爸爸眼光，始终没

法说出那个“不”字。

由于薛姣没有教学经验，薛

绍理决定放弃晚期治疗，上山指

导女儿。那段时间，他在课堂里

一边打着点滴，一边指导女儿上

课。课后，他又指出女儿板书的

错误、备课的要点等。在临走前

的最后一段时光，薛绍理还将过

去一生的备课、学习笔记、教学

心得等等近 15 公斤资料整理好，

全都留给了薛姣。

薛姣也从那时开始，正式成

为了一名代课教师。

5 年前，两山学校停办。薛

姣 来到了岩泊渡镇爱心小学，

成为了这里的王牌教师。每天

7 点不到，她从县城开一个小

时左右的车到学校，放学后备

课到最后一个才走。

薛姣说，她常常不由自主地

“重走”爸爸的路——小的时候，

爸爸薛绍理曾经收养过一名失

去双亲的学生。而薛姣也遇见

了一个妈妈出走，爸爸外出打

工的小女孩，她也把那个孩子

带回了家。到了周末，她总会

找关系，到县城的学校里听课，

希望半路出家的自己能够不断

提高教学能力。

但这 11 年间，薛姣也确实

动摇过很多次。

薛姣有两个女儿。一个在

读初中，另一个在读小学，丈

夫没有固定的收入，自已一个

月 2000 元的工资，怎么给女儿

生活和未来教育的保障呢？

县城里的朋友苦劝她回来，

重新做生意，而她的母亲和丈

夫、婆婆则劝她坚守。薛姣自

己也想 ：“我中途放弃，不是辜

负了爸爸的遗愿吗？”当然，留

住她的，除了父亲的愿望，还

有村子里孩子的眼光。岩泊渡

镇 爱心小 学 共 有 452 名学 生，

大多数都是留守儿童。在学校

里，经常会有年纪小的孩子把

薛姣错喊为“妈妈”，每当这种

时刻，薛姣总是又心酸又感动。

“ 爸 爸 临走的时候跟我说

因为孩子的依恋，她坚守讲台

过，村里的留守儿童最缺

的就是爱，让我多关心他

们，多到他们家里去，这

些年我也做到了。”薛娇说，

也正因为如此，孩子们对

她的依恋让她始终没有走

下三尺讲台。“无论怎样，

我想再坚持一下。”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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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学第一课，薛姣教孩子们认识雨、雪、霜。

曾凡平对每一个学生的功课情况都
了解得很细致。

湘村扶智她最美 教师节特别策划
2020年9月1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