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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都安， 石山王国， 九分石头一分土。 这里， 有让人无奈的贫困： 国家重点扶贫开发县， 人均年收入1600多元， 贫困户人均收入不足800元。

这里， 也有令人心动的骄傲： 党委和政府千方百计加大对教育事业的投入， 教育质量在广西壮族自治区一直叫得响亮。 从1993年以来， 都安高中高考

升学率逐年上升， 由1992年的48.2%到2000年的93.75%， 2011年达到100%， 而且连续23年有学生考上清华、 北大。

这里， 更有一种精神， 叫做执着苦读， 自强不息。 老百姓希望自己的孩子走出大山， 寻找希望； 贫困的孩子， 因为有了这种精神支撑， 刻苦学习知识，

把握自己命运。

这里， 还有一位校长， 他说:“帮一个贫困生， 就是帮一个家庭！” 如果说这条通向梦想的小道上乱石密布、 荆棘遍地， 那么， 我们不能忘记那个在道路

两旁， 默默守护着寻梦学子的使者， 俯首耕耘于三尺讲台35年的都安高中校长莫振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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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振高：瑶山娃的“校长爸爸”

■

本报记者 周仕敏

10年筹集3000多万

元， 资助1.8万名学子

“穷”， 提到都安县， 人们首先想到

的就是这个字眼。 上个世纪80年代， 都

安高中也逃离不了这个“穷” 字。

都安高中每年招收的千余名新生中，

有近三成是贫困生。 2010年9月新生入

学， 蓝碧亨的爸爸带他来报到， 掏遍全

身口袋只有30元钱， 父子俩坐在校门口

盯着这堆毛票发愁。 莫振高看到后跑过

来， 把蓝碧亨领到教室， 从自己口袋掏

出100元拿给蓝碧亨的爸爸， 说： “孩子

交给我， 你拿这些钱做路费回家吧。” 旁

边的老师提醒莫振高， 你这样做可能会

让有些人钻空子。 莫振高不听， 气呼呼

地扭过头去。 其实老师们都明白， 莫振

高是不忍心看到任何一个学生因为贫困

而失去读书的机会。

于是， 学校每年都拿出一部分经费

来帮助贫困学生。 莫振高还经常组织全

校师生给贫困生捐款捐物， 发动学校领

导、 团委干部和班主任向各届校友寻求

资助。

这么多年来， 每年学生报到时都有

部分孩子的行李只有一床破被子， 身上

百来元钱。 一些缺钱的孩子因为没勇气

报到， 就在校门口徘徊。

这时， 莫振高就把“校长办公处”

搬到校门口， 招呼为学费发愁的贫困生

“先入学， 其他费用慢慢想办法”。 每逢

开学必“摆摊”， 专做贫困生的“生意”，

这一幕在都安县已是家喻户晓。

为了了解贫困生的家庭情况， 莫振

高每年都不怕山高路远， 到学生家里去

走访。 在家访途中， 有时来回需要七八

个小时， 并且学校规定不准在学生家吃

饭。 莫振高说： “我们是去帮学生家里

解决困难的， 而不是带去负担的。” 很多

学生的家里， 连任课老师都没去过， 但

校长莫振高却都家访过。 学生家里的困

难， 他一清二楚。

有一名学生叫罗素娇， 毕业后在广

东工作， 主动联络母校说要资助学弟学

妹， 但居然被莫振高拒绝了。 莫振高对

她说： “你父亲残疾， 母亲失明， 家里

还很困难， 就别资助了， 先把你家照顾

好再说， 这份心意我们领了。” 罗素娇十

分感动地说： “五六年过去了， ‘校长

爸爸’ 还记得我的家庭情况。” “校长爸

爸” 是孩子们对莫振高最亲切的称呼。

为了争取更多的人对瑶山贫困孩子的支

持， 莫振高到处“化缘”， 游说企业、 单

位、 个体老板捐助……

如果说大学录取通知书是一朵美丽

的花， 把这朵花放在一个贫困的家庭里，

意味着它要浸泡在泪水里。

多年前， 家住古山乡徳雅村的黄春

茜考上了重庆大学， 但是家里所有能卖

钱的东西不足300元。 黄春茜无奈只好选

择放弃上大学。

莫振高知道后， 第一时间赶到黄春

茜家里了解情况， 并拿出自己积攒下来

的1000多元钱塞到黄春茜手中。 大学期

间， 为了让黄春茜安心完成学业， 莫振

高每月定期给她寄去生活费。

事实上， 慷慨的莫振高并不富有，

唯一的经济来源便是当时每个月50元的

工资， 但他仍专注对贫困生的帮扶工作。

陆春久是都安高中2006届民族班毕

业生。 哥哥就读于成都理工大学， 姐姐

2005年考上大学， 没钱， 弃读。 2006年，

她和姐姐都考上了， 想读， 没钱。

春久说： “在乡里， 几个孩子同时

上学， 要是供不了， 注定有人得做出牺

牲。 这是惯例。” 2003年时， 春久家就打

算“执行” 这个“惯例”。 当时， 哥哥考

上大学， 家里负担一下子重了， 妈妈心

一横： “你们两姐妹， 回来挖地种庄稼

吧！” “不行！” 爸爸和女儿们极力反对。

从那以后， 爸爸外出打工去了， 3年里，

每月只见钱来， 不见人回。

高考结束， 姐妹俩商量着去自筹学

费， 她们推着家里那辆破旧不堪的自行

车， 到水果市场批发龙眼， 再去街上摆

卖。 两个月的汗水， 换回了400多元钱，

但这只是杯水车薪。 姐妹俩眼睁睁看着

大学梦就要破灭， 最后， 莫振高终于联

系到河北的一位好心人资助了姐妹俩上

大学4年的费用。

每年暑假， 很多学校都放假了， 但

是在都安高中， 老师们比上课期间还要

忙碌， 忙着了解贫困生的家庭情况， 统

计哪些贫困生考上大学却无力进入大学

校门， 联系企业资助贫困孩子上学。

莫振高更是整天学校、 企业、 工地

和贫困生家里往返地跑……

无论是在教育系统的上级主管部门

面前， 还是各企业事业单位面前， 无论

是老板还是在街边摆摊的摊主， 见面时，

莫振高的第一句话都是： “我的学生考

上了大学， 现在上学没有路费， 行行好，

捐点钱， 帮一把吧！” 为了帮学生筹集路

费， 只要有一线希望， 他决不放弃。

广西投资集团部门负责人黄炳胜说，

在学校， 莫振高既是一校之长， 又是语

文老师， 跑出来， 则成了慈父， 奔走在

各个单位支持贫困生， 这背后是他对教

育的满腔热爱， 也是个人人品的体现，

很佩服。 但作为行动本身来说， 是在贫

困的情况下不得已而为之的做法， 并不

值得推广。 真正要解决， 从国家来说，

要做好制度安排， 具有可操作性， 经过

严格的程序在经济上补助， 当然现在也

在做， 但那是进入了学校， 在过渡阶段，

从家门到校门这个过程中， 制度上细化

一些更好。

贫困大学生家长潘天平说： “我大

女儿在都安高中毕业后， 二女儿又考上

了高中， 莫振高和班主任两次到我家家

访， 表示资助大女儿读大学， 想办法让

二女儿读高中。 我教育女儿们， 她们工

作后， 一定要拿一部分工资来资助需要

帮助的贫困学子， 回报社会。”

为了帮助更多的贫困学生， 莫振高

用自己微薄的工资资助近300名贫困生，

帮助他们圆大学梦。 近10年来， 他先后筹

集到3000多万元善款， 资助1.8万名贫困生

完成学业， 圆了大学梦， 最终实现一个都不

能少的美好愿望， 实现了让所有的贫困生

“进得来， 学得好， 考得上， 出得去， 成得

才” 的目标。

一名考上北京交通大学的学生， 在临行

前的晚上， 拿了一把苦麻菜、 一把红薯苗来

到莫振高家里说： “老师， 明天我就要走

了， 家里没什么好东西， 就把这些自家种的

菜送给您， 以感激3年来您对我的关爱。”

一把苦麻菜、 一把红薯苗！ 看着这稚嫩

的孝心， 莫振高流泪了！

多年来，由于教学成绩突出、管理能力出

众，莫振高多次被推荐到行政部门任职，被外

地学校高薪聘请，但都被他拒绝了。他说：“我

爱我的学生，我要用毕生的奋斗，给瑶山的孩

子们一片自由的天空，踏上大学路……”

到处“化缘”， 为瑶山孩

子建起高标准学校

上个世纪80年代， 都安高中校舍基本上

都是瓦房， 只有一栋宿舍楼和三栋小教学

楼。 每逢下大雨， 房子里就漏水， 这时莫振

高都要冒雨， 亲自登着梯子， 上房去检修。

一个大雨滂沱的夜晚， 一个学生睡不

着， 爬起来透过窗户， 看见莫振高正蹲在水

沟边专注地掏树叶， 雨伞歪斜在一边， 大雨

把莫振高全身都淋湿了， 可他全然不顾。 原

来， 水沟被树叶堵了， 如果不及时疏通， 宿

舍一楼的孩子就要被淹。

从当校长的那一天起， 学校的压力， 让

莫振高在做老师的同时， 多年从没有离开

“化缘” 的角色。 学校没有钱， 他一点点向

社会筹资， 就这样左一个5万元、 右一个10

万元“化缘” 凑够修楼的钱。

对新建的楼， 他的要求很严， 因为都安

县在地震带上， 他知道， 教学楼不建结实，

出了事， 没法向孩子家长和社会交代。 为

此， 他时常蹲在工地上与工人们讨论楼要怎

么建……

就这样， 一点点将五层的学生饭堂、 学

校图书馆、 教学综合楼和三栋学生宿舍楼建

了起来。

除了学校的硬件设施， 现代教育技术也

必须跟上。

莫振高说： “虽然生活在大山里， 但学

生必须不断吸收新知识、 新技术， 我们培养

的不是‘死读书， 读死书’ 的学生， 而要培

养学生的动手、 动脑能力， 让他们跟上时代

的步伐。”

接着一栋科技大楼拔地而起， 教室里都

配了两台29英寸的闭路电视、 一台高亮度的

投影仪和100台电脑……

从此， 瑶山的孩子知道了什么是互联

网。

正是在这种教育思想指引下， 都安高中

学生不仅在考试科目上取得了很好的成绩，

在其他活动中也绝不落后。 在2000年地区

中学生植物科技作品竞赛中， 有10多名学

生获奖， 其中黄冬菊的“银合欢种子” 获一

等奖， 黄安县的“苦楝树” 获二等奖。 “这

样开动了学生的脑子， 锻炼了他们的动手能

力， 从小培养他们热爱大自然， 热爱生命。”

莫振高说。

他注重因材施教， 让每个学生都成才。

不同的学生在基础知识和理解能力等方面存

在差异， 特别是农村学生， 他们从山里来，

视野比较狭窄， 而城镇的学生在这方面则有

较大的优势。

在教学中， 针对基础较好的学生， 莫振

高着重培养他们的自学能力， 鼓励他们学习

更多的知识， 努力出类拔萃。 针对基础较弱

的学生， 特别是山里来的学生， 首先要培养

他们的自信心， 掌握科学的学习方法， 加强

基础知识的掌握。 为了让山里来的学生能尽

快赶上学习进度， 他利用课余时间义务补

课， 一个简单的问题， 要举一反三， 耐心地

教， 热情地鼓励， 精心地批改作业。

为了提高教学质量， 莫振高很有创意地

对民族班的同学实行“双语教学”， 汉话解

释理解不了的问题， 辅助以壮话、 瑶话， 直

到让同学们弄懂为止。 韦吉珠上了高中， 还

不能流利地讲普通话， 甚至不敢在公共场合

说普通话。 莫振高就从日常生活用语开始，

一个字一个字地教， 一句话一句话地练， 韦

吉珠像学习外语一样仔细地学。 功夫不负有

心人， 在莫振高耐心地指导下， 韦吉珠有了

很大的进步， 后来考上了北京师范大学。

一分耕耘， 一分收获。 在莫振高的带领

下， 都安高中的教学质量稳步提升， 学校被

评为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 广西示范性高

中， 全国语文、 数学、 英语教学先进集体。

莫振高所带的班级， 几十年来有500多

名学生考上北大、 清华、 人大、 中国科大、

香港大学、 澳门科技大学、 印尼总统大学等

全国重点大学和海外名校， 指导的学生有

380多人在全国竞赛中荣获国家级奖。

虽然取得了不少成绩， 但莫振高从不居

功自傲。 他总是说， 成绩只能说明过去， 未

来还要我们不断地去开创。

当了校长， 仍然坚持每

周教12节以上的课

莫振高对教育的挚爱到了疯狂的地步，

也非常的固执。 “喜欢上课， 喜欢和学生在

一起！” 2003年都安高中50周年校庆， 因为

事务多， 他半年没有安排上课， 半年后他第

一次开课， 整个人都精神焕发。

“那天， 他一直笑容满面， 走在路上，

我叫他， 他都不看我， 一个劲地往教室赶。”

回忆起当时的那一幕， 韦喜凤老师还在心里

嘀咕。

学校缺乏教具， 为了形象教学， 他自己

动手绘制挂图， 不懂的， 问； 不会的， 学。

周末， 他步行20多里山路回老家， 扛来木板

为学生修理桌椅和门板。 他常常告诫学生，

学习是辛苦的， 但为了改变命运， 改变家乡

的落后面貌， 没有刻苦的钻研和不懈的追求

是不行的。 工作中， 他废寝忘食， 每天的工

作时间都在十几个小时以上， 绝大部分节假

日也都用在教学与管理上。

“只有不离开教学， 才像一名人民教

师。” 当了校长， 莫振高始终没有放下教鞭，

仍然坚持年年教高三毕业班语文课， 每周上

12节以上的课程， 他先后带出20多届40多

个高中毕业班。 执教35年的他手中经常拿着

一本订了又订的厚厚的教案， 甚至连吃饭，

那本教案也没有离开过他。

莫振高是一名让自己的知识体系与时俱

进的老师。 他以科研为先导， 积极探索教学

方法。 在出色完成教学任务的同时， 他积极

投身教学科研。 他直接参与的“用现代技术

构建课堂教学模式” 和“如何减轻学生的学

业负担” 等课题被确立为广西区级科研课

题， 先后在省级研讨会上宣读及交流。 此

外， 近10年来， 莫振高在全国各报刊发表

论文65篇。

与此同时， 他从来没有忘记过给自己

“充电”， 莫振高十分重视专业理论的学习和

提升， 挤出时间到华东师范大学参加研究生

班学习， 并以优异的成绩毕业， 获得学位。

他还要求全校没有研究生学历的教师一定要

考， 一定要进修， 一定要跟研究生班学习。

高三是个特殊的年级， 全国所有高三学

生和他们的老师在这一年都处于高度紧张状

态。 都安高中临高考前的气氛不单是紧张，

还有一种无处不在的巨大压力， 弥漫整个校

园。 莫振高发现许多家境贫寒的学生都有这

样那样的心理问题， 对自己的前途感到渺

茫， 信心严重不足。 为了鼓励学生， 找到自

信， 莫振高改学心理学并教心理学， 理由很

简单， 一切为了学生。

莫振高2000年至2001年到北京大学进

修心理学， 进修回来后， 莫振高又成为毕业

班的心理学老师。 一个星期二十多节课， 他

从来不喊累不嫌苦。 他的课深深打动学生的

心， 每次上课， 喝彩声从来没有断过。 现在

已经毕业的蓝锦娜回忆， 在都安高中， 最想

念最留恋的， 就是莫校长的心理课。

莫振高教育理论功底扎实， 在教学上形

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 他善于创造性地选择

与组织教学内容、 设计教学过程， 课堂教学

具有明显的灵活性、 开放性、 综合性、 实践

性特点。 他把以人为本的教育思想融入到教

学过程中，循循善诱的教诲，亲切的讲述，像

甘泉、像雨露，滋润着每一个学生的心田。

莫振高针对不同学生的知识水平， 对教

材内容进行优化整合， 灵活地组织教材。 他

通过对教材的剖析， 将教学内容进行合理的

增删， 然后重新组合。

为了教学需要， 他带领老师们自编校本

课程， 让全国统编教材与乡土教材完美结

合， 形成一个由浅入深、 由表及里、 由因到

果的教学过程， 便于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和掌

握。 同一门课程， 在不同的班级， 他落实不

同的侧重点。 例如， 在小说单元教学中， 由

于普通班起点较高， 领悟能力较强， 他侧重

引导学生进行文学鉴赏； 民族班， 起点低，

他侧重故事的复述， 以此培养学生的胆量，

培养学生讲普通话的表达能力。

莫振高在教学中不只是教授本学科的知

识， 而且将其他相关的知识与本学科知识有

机联系起来， 并告诉学生现在所学的知识会

为以后哪些课程的学习奠定基础， 使学生对

专业课程的脉络有一个整体的认识。 在学习

马丁·路德金 《我有一个梦想》 一文时， 他

介绍美国的地理环境与资源， 介绍美国的历

史， 讲述美国历史上的种族歧视。 他旁征博

引、 绘声绘色的讲述， 加深了同学们对课文

内容的理解。 课后让学生把自己最美好的理

想写成作文， 题目也叫 《我有一个梦想》。

这样， 同学们既学到了扎实的语文知识， 也

懂得了人生的奋斗目标。 教书育人， 齐头并

进。

当老师得100分， 当丈

夫、 爸爸只得60分

1993年秋， 都安高中校长、 书记因病

住院， 时任副校长的莫振高受命负责学校的

全面工作。 可在此时， 一位高三的语文老师

因工作需要， 调到另一所学校任职。 在暂时

没有合适教师顶替的情况下， 莫振高每天在

三个毕业班上课， 平均每天4节课， 这是都

安高中历史上所没有的。

为了挤出时间， 莫振高将铺盖搬到了办

公室， 妻子心疼他， 说： “别太累了， 还是

在家住吧！ 我好照顾你。” 莫振高笑笑：

“不累， 你瞧我身体多壮。” 边说边捶捶胸

脯， 妻子知道， 只要他决定了的事， 十头牛

也拉不回来。

一个学期下来， 他瘦了一大圈， 孩子雀

跃地迎接爸爸回来， 说： “爸爸， 你苗条多

了。” 莫振高乐呵呵地说： “爸爸减肥成

功。” 妻子在一旁心疼地望着他， 眼神里有

责怪、 有不忍， 而更多的是绵绵的爱意。

1984年以来， 组织部门曾多次要调莫

振高到县委、 县政府任职， 那可是令许多人

羡慕的职位， 可他都拒绝了， 他宁愿一辈子

做个穷教书匠， 做个瑶山的孩子王。 1994

年， 莫校长在广东工作的岳父帮他联系好调

往广州市重点学校———白云山中学工作， 那

里条件好、 工资高， 这对他的家庭、 孩子的

前途和照顾老人都是个极为难得的机会。 可

最终县委组织部门认为他是都安高中的骨

干， 都安的教育需要他， 孩子们需要他， 因

而没有同意调出。

妻子、 孩子们心有抱怨， 莫振高安慰妻

子： “那我们就一辈子当瑶山的孩子王， 这

儿山美水美， 是个适宜养老的好地方。” 在

他的“甜言蜜语” 下， 妻子也只能一笑而

过。

对学生倾注了全部的爱之后， 莫振高对

家庭的关注就减少了。 “他对妻子、 儿子也

感到很内疚， 只要一有时间， 他都会亲自去

买菜， 做饭给家人吃。” 学校资助办的韦喜

凤老师介绍说。

莫振高的儿子曾经和他说过这样的话：

“爸爸， 你当老师是100分， 但是当爸爸、

当丈夫是60分。” 他很惊讶： “我当爸爸那

么低分吗？” “当然， 这还是照顾分呢！” 这

么多年， 莫振高无数次给妻子和孩子许诺的

出游， 没有一次出行成功。

莫振高

（资料图片）

莫振高给学生上课。

（资料图片）

4.

离开学生家时， 莫振高仍然在鼓励孩子。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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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莫振高翻山越岭， 到学生家家访。

2.

在陡峭的山路上， 莫振高停下来歇一歇。

3.

学生的家长对莫振高大老远走过来家访， 关

心自己的孩子感激不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