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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五个孩子排成一排，身穿黑色

短襟上衣，笔直地站在路边，对着吉克

秀英乘坐的汽车敬礼。她有些疑惑，

扭头看时，驾驶座上的父亲眼里已噙

着泪水。

“多简单的孩子，多有礼貌！”父亲

自顾自地说，“孩子不可能自己学会，

因为有老师在教，他们才这样有礼

貌。不管多么伟大的人，都是父母和

老师教育出来的。”

从西昌市到昭觉县有 100 多公里

路程，父亲的举动一直在吉克秀英脑

海回闪，那时她念大三，但已经是凉山

州电视台一档节目的户外主持人。

然而一年后，吉克秀英辞掉了主

持工作，回到生养自己的家乡昭觉县，

成了一名小学语文教师。

昭觉县位于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

州，是全国 52 个未摘帽贫困县之一。

在人们的印象中，“大凉山”常常与贫

穷、落后、闭塞画等号，昭觉县位于大

凉山腹地，新城镇宝洁希望小学是吉

克秀英教了6年书的地方。

已经走出贫困家乡的吉克秀英为

什么回去？在外面闯荡过的彝族90后

女教师，又能给学生带去什么？

一个来自“悬崖村”的姑娘

2016 年，一篇媒体报道让“悬崖

村”阿土列尔村火了，该村隶属昭觉

县，是吉克秀英父辈长大的地方。

在吉克秀英父亲那辈人中，只有3

人走出了“悬崖村”，她的父亲是其中

之一。父亲每天天不亮就出发去学

校，夜幕四垂才回到家。

“学习改变命运，这让我对父亲多

了一份敬佩。”吉克秀英说。

因为父辈的努力，吉克秀英可以在

县城接受更好的教育。高中毕业后，她

考上了四川师范大学电影电视学院，学

了一个“洋气”的专业——播音主持。

大三时，吉克秀英加入凉山州电视

台一档农业节目，常年到各地采访，有

大把的出镜机会。“每到一个地方，看到

当地百姓靠努力过得越来越好，我就想

起老家的族人，希望他们也能过上好日

子。”吉克秀英说，也是从那份工作开

始，她越来越多地关注昭觉县的发展。

一进入电视台，吉克秀英就迅速

忙碌起来，但胃痛也随之而来，让她消

瘦了许多。父亲心疼女儿，提议吉克

秀英回乡任教。

“但我不是师范专业毕业，担心误

人子弟。”隔行如隔山，面对完全陌生

的行业，吉克秀英拒绝了父亲的提

议。直到那一次随父亲从西昌回昭

觉，才萌生了从教的念头。

最终，吉克秀英在毕业那年考取

了教师资格证。“本来是跟父亲打赌，

考下来就给我买一辆代步汽车，可是

到今天也没收到‘赌赢’的汽车。”说起

这段经历，吉克秀英忍不住“抱怨”。

女儿拿到了当教师的“入场券”，

父亲再次透露他的心思：“当老师也挺

好的，可以帮助像爸爸一样的孩子，让

他们过上更好的生活。”

吉克秀英心动了，但不仅仅是因

为父亲。让吉克秀英下定决心回乡任

教的是外公临终前的嘱咐：能够下基

层采访是好事，但是当老师可以直接

服务人民，如果可以，还是试一试。“当

时外公已是肝癌晚期，我不想辜负外

公的期望，但我心里明白，回家乡并不

是一时冲动。”吉克秀英解释道。

2014 年，吉克秀英成为一名真正

的教师。

12岁离家学习，22岁学成回乡，10

年漂泊在外学习生活，见识了大千世

界，吉克秀英没有遗憾。看过更大的

世界，她才发现最爱家乡：“回来后，我

重新认识了亲朋好友，他们的孩子成

了我的学生，对人说起时我很骄傲。

从不后悔回昭觉，能回到最初的地方，

我很开心。”

把知识“交”给你们

吉克秀英在新城镇宝洁希望小学

工作的第一年很顺利，然而刚刚树立

的职业自信却面临挑战。

学生二年级时，吉克秀英接手同

事毛阿依班级的语文教学工作。“新班

级是学校的教学改革实验班，我们很

重视，需要一个能力、精力都跟得上的

老师。”宝洁希望小学校长沙马古杰表

示，“吉克秀英老师是出去闯过的人，

最合适。”

但是，学生的表现却是当头棒喝。

抵触，新班级的多数学生“抗议”

吉克秀英的到来：言语上顶撞，“你为

什么教我们，我要毛老师”；行为上不

配合，上课看漫画书、讲悄悄话，课后

不写作业……

20岁出头的吉克秀英不知如何应

对。那段时间，原来班级的孩子一直

给她写信问她能不能回来。一边是想

念，一边是对抗，心里觉得愧疚又无

力，吉克秀英一个人坐在办公室哭了

很多次，一年的愉快生活似乎停滞了。

“到底怎样才能让学生信任我？”

她找到班主任杨东华，前辈告诉她，学

生需要适应，老师也需要适应，可以试

试与学生多谈心。

自此，一周三四次，每次一两个小

时，吉克秀英与每个孩子谈心，整整坚持

了一个学期。“我们接触的许多人只是人

生的过客，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优点，我想

把知识交给你们，而不是夺走什么。”吉

克秀英与学生展开的对话坦诚、实在，学

生慢慢接受了她。再上课，即使她跑题

了，学生也托着腮听得津津有味。

2018 年，吉克秀英有了一个新身

份——母亲。“之前待学生是姐姐的心

态，有了自己的孩子，看学生总有一种

母亲的心态。”吉克秀英笑着说，成为

母亲后，学生遇到难题时她更能理解。

学生阿来比尔有一天没来上课，

吉克秀英问他的小伙伴才知道阿来比

尔父亲因病去世了。“如果我的孩子没

了爸爸或妈妈会怎样？他那么小就经

历着艰难的事，未来会怎样？”吉克秀

英当着学生的面哭了。

两天后见到阿来比尔，吉克秀英

双手抓紧他的肩膀，说：“虽然你的爸

爸离开了，但他在天的另一边看着你，

你要好好学习，不能让爸爸失望。”孩

子抬头看着吉克秀英，泪眼婆娑：“我

想让他看到我就高高兴兴的……”那

一刻，教室里鸦雀无声。

新城镇宝洁希望小学现有2382名

学生，建档立卡贫困户学生466人。为

了生活，许多家长不得不外出打工，孩

子很小就与老人一起生活，几个月不洗

澡、不剪头发是常态。吉克秀英每天站

在教室门口检查学生的卫生情况，课间

学生排队等着让她剪指甲、梳头发。

学生病了，她带着看医生；冬天，

学生小手冻得通红，她给学生送手套、

羽绒服……生活上，吉克秀英尽全力

照顾学生，但学生精神生活依旧贫乏，

面对一些事情缺乏判断力。

学生吉克石洛与校外不良少年交

朋友，到学校也是披散着“非主流”发

型上课，吉克秀英每天带一根头绳给

她扎头发。“后来，她在街上看到我就

远远躲开，拉下帽子不看我。”吉克秀

英说，“我不会放弃，如果我不管她，这

个孩子可能就没有回头路了。”

这样的“针锋相对”持续了近一个

学期，最终吉克石洛自己扎起了头发。

有一年教师节，吉克秀英收到学

生阿呷尔西的一封信：亲爱的吉克老

师，节日快乐！祝您天天开心。我从

小没有父母，是跟叔叔阿姨和哥哥姐

姐一起长大的，现在我有妈妈了，那就

是您，是您让我感受到了浓浓的母爱，

我爱您，吉克老师！

“教师”的彝语发音是“妈莫”，吉

克秀英说，她愿意做71个学生的妈妈，

用真诚开启心灵，用阳光温暖学生。

普通话，想说爱你不容易

“今天的普通话普及抽样调查工作

比较顺利，老师们很用心在做。”7月29

日，记者联系吉克秀英，她正与昭觉县

教育体育和科学技术局工作人员外出

调研。每年类似的活动吉克秀英都会

参加许多次，开展普通话教学是吉克秀

英的一项重要工作。

昭觉县是全国最大的彝族聚居

县，新城镇宝洁希望小学的学生基本

都是彝族，与人交流时也多用彝语，学

生对学习普通话并没有迫切需求。

但吉克秀英认为学生一定要准确

掌握普通话，因为这关系到将来走向

社会与人交往的问题，最直接的影响

就是学生的写作，比如学生将“吃饭了

吗”写成“饭吃了吗”，这显然不符合语

言规范。这也是许多学生语文成绩不

高的重要原因。

在资源有限的大凉山腹地，如何

激发学生学习普通话的兴趣？

播音主持专业出身，在训练学生

发音方面吉克秀英自有一套：绕口令、

诗歌朗诵、练声。练声是重要部分，分

有声练习和无声练习。练习时，学生

常常噘着嘴让吉克秀英看，他们对这

种学习方式很感兴趣。

在电视台工作那一年，吉克秀英培

养了对新闻的敏感，成为语文老师后她

也在课上给学生讲新闻。彝族学生日

常以彝语交流，并不能听懂每一句普通

话，所以很少看电视，不了解外界发生

的事情。吉克秀英找来热点新闻视频

给孩子看，让他们谈感受、说想法。

学生开始对外面的世界产生了兴

趣，常常缠着吉克秀英讲外面的故

事。然而，学生一张嘴说普通话还是

错的，吉克秀英只能一遍一遍纠正学

生的发音。第一次布置演讲作业“我

最喜欢的人”，一个学生介绍完姓名和

演讲题目就说不出话了，吉克秀英没

有把学生“晾”在讲台，而是鼓励学生

下周争取多说一句。

为了给学生营造学习普通话的语

言环境，与家长交流时，她还会邀请学

生当“翻译”，学生与她打招呼都会被

拉住纠正发音。

学校里的吉克秀英，每一刻都闲不

下来。“学生回家没人跟他讲普通话，在

学校就要多练习，大声说、大胆说”。如

今，学校组织的任何表演活动，她的学

生一定是第一个报名，一点不扭捏。

学校之外，吉克秀英还是县青少年

活动中心“小主持班”的老师，每周末免

费给全县学生上课，让更多孩子受益。

对小学生来说，展示是激发学习兴

趣的有效手段。每次有客串主持的活动，

吉克秀英都推荐学生当小主持人。在昭

觉县第二届“乐享童年·放飞艺梦”文艺展

活动当天，现场观众近2000人。这次活

动是学生吉史三曲跟随吉克秀英学习普

通话后第一次上台，对于一个四年级学生

来讲，这是个大场面。吉克秀英比孩子还

紧张，但吉史三曲很淡定，整场下来没犯

一个错误。

“我告诉学生，走上台的每一步都

要拿出你的气质。”吉克秀英认为，日常

鼓励到位，学生关键时刻才不会怯场。

昭觉县青少年校外活动中心主任

孙子拉洛告诉记者，吉克秀英在孩子

面前是耐心、阳光的教师形象，孩子们

喜欢跟她学习。

吉克秀英以爱对待学生，而学生

只用三个字就能温暖她疲惫的心。“听

到‘老师好’三个字，心里就暖暖的，再

辛苦都值得了”。

“思想上的脱贫影响更长久”

今年8月3日晚上8点多，吉克秀英

结束工作回到家，来不及吃一口热乎

饭就要哄女儿入睡。孩子睡下，

洗漱完毕，已是晚上10点。

整个暑假，吉克秀英

都 是 这 样 的 工 作 节

奏。为了打赢脱贫攻

坚收官战，凉山州利

用暑假在昭觉、普格、

布拖等 7 个未摘帽县

开展脱贫攻坚“万师

入户”专项行动，对前

期核查发现问题整改

情况进行复查、复核、复

验。在昭觉县，全县 2178

名教师分 1089 个组开展入

户核查工作。

“40多个老师，一天才走访了一个

村 100 多贫困户。”吉克秀英感觉工作

进度有些慢，但是没有办法，“我们到

的时候他们可能正在地里干农活，只

能等。即使农户回来了也只是短暂交

流，我们常常蹲在大街上把本子铺在

地上写。不少贫困户只会说彝语，我

还要将《入户联查问卷》的内容一句句

翻译，同时做好记录。”介绍这一天工

作时，吉克秀英的嗓音是沙哑的。

这并不是吉克秀英第一次走进贫

困户。学校每个教师都有包户任务，吉

克秀英负责三家贫困户。每个月，她都

要到贫困户家看望，给他们带去米面粮

油等生活必需品，还会帮他们打扫卫

生。遇到帮扶家庭有自己的学生，吉克

秀英还要与家长聊一聊家庭教育问题。

老乡们很高兴，也把感谢挂在嘴

边。但时间久了，有的贫困户就只等他

们帮助，甚至将“贫困户”当成一种荣誉。

这是走进帮扶对象家庭初期吉克

秀英常常会遇到的情况。吉克秀英这才

看清楚，帮扶不能仅仅帮助老乡解决眼

前的生活难题，更要促使老乡思想发生

转变，从被动帮扶走向主动求变。于是，

她会先与老乡聊一聊，让他们明白脱贫

并不是住上好房子就达到了目标，“我希

望不仅帮助他们解决物质上的匮乏，更

想听到他们说学会了什么，比如打扫卫

生、怎样给子女营造学习环境等。”

说到底，吉克秀英认为脱贫的重

点是帮助贫困户转变思想，“物质上的

脱贫是一时的，思想上的脱贫影响更

长久”。

开学前夕，吉克秀英结束入户工

作，转而到上海参加培训，给自己“充

电”。在众多从教10余年、20年的老教

师面前，吉克秀英是稚嫩的，还有许多

东西要学习——向老教师学习教育教

学经验，向全国优秀教师学习上好课的

秘诀，研究教育家的思想成果……她

说，我是教育者，更是学习者。

不断学习，是为了让业务每年有

进步，更是为了将新鲜事物介绍给学

生。吉克秀英让身处大凉山深处的学

生与城市孩子一样，有渠道了解社会

潮流、有机会学习新知：“每个孩子都

可以接受更好的教育，拥有更广阔的

视野，即使生在闭塞之地，依然可以在

校园里飞扬青春。”

海来阿公：我的同学说吉克老师太严厉，我觉得他们错了。我特别

喜欢吉克老师，是她教我不断增长知识，是她让我懂得做人的道理。吉

克老师是一个勤奋工作、耐心细致的老师，她像指路的萤火虫一样替我们

照亮黑暗。她为我们付出了很多心血和汗水，从不埋怨哪个同学不好。

的木阿洛：下课的时候，她就像我们的朋友一样和我们一起聊天、玩耍，每当

上课铃响了，她就立刻变得严厉起来，我们都不敢讲话了。但我们都喜欢下课时温柔的

吉克老师，喜欢爱笑的吉克老师。

吉克木伍：吉克老师是如父母般的存在，在教给我知识的同时，也让我懂得做人的道理。我是吉克老师用

5年青春岁月浇灌出的一朵普通的小兰花，在我眼中，吉克老师扮演着多种角色。学习上，她是我的老师，教会

我第一个生字。每当我考试不理想时，她会走过来摸着我的头说：“没关系，下次努力。”

阿由什沙木：记得有一次，我考试考砸了。当吉克老师走上讲台发卷子时，我的心里像装着一只小兔子似

的忐忑，手心冒着冷汗。不料吉克老师只是说：“有些同学这次考得有些糟糕，下次要努力了。”下课了，别的同

学都像子弹一样飞出教室，我独自一人坐在座位上，眼泪不由自主地流了下来。吉克老师看见了，走过来对我

说：“一次失败不代表什么，不要因为一次失败就放弃原来想要达到的目标，老师相信你可以！”那一刻，我激动

得说不出话。在我的成长中，希望一直有老师浓浓的爱陪伴左右。

阿冷次各：我的吉克老师像一艘船，把温暖载向我，把我载向知识的海洋。老师是夜空中最亮的那颗星，

给我们指明正确的方向。吉克老师与千千万万的老师一样，不断在我们心中种下梦想和知识的种子，带领我

们走向成功。

学生眼中的Ta

吉克秀英：71个彝族孩子的“妈莫”
□ 本报记者 刘亚文

吉克秀英，四川省凉

山彝族自治州昭觉县新城

镇宝洁希望小学语文教

师，2016 年获四川省第四

届彝汉双语演讲比赛优秀

奖，入选 2020 年乡村优秀

青年教师培养奖励计划。

左二为吉克秀英左二为吉克秀英

左一为吉克秀英左一为吉克秀英

从 电 视 台 主 持 人 到
学校教师，一个从“悬崖
村”走出来的 90后彝族姑
娘，是什么让她放弃光鲜
的职业，又是什么让她坚
守讲台？

致敬
脱贫攻坚
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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