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新闻
２０20．7.14 星期二 责编：王勇 美编：王坚

10 News

让千余名女孩考入大学的女校长：

用生命撑起山里的免费女高

“还这座小城的人情债”

在张桂梅的前半生，她从未
有过创办一所中学这样的梦想。

1993 年底， 张桂梅的丈夫
被查出胃癌晚期， 花光了家里
的积蓄。 一年多后，丈夫还是离
她而去。

爱人去世， 又没有孩子，张
桂梅感觉内心一下子被抽空了。

“当时我就想找个远远的地方躲
起来，了此余生。 ”于是，她四处
申请调动。 1996 年，她如愿从大
理调到了偏远的丽江市华坪县。

调到华坪县中心学校后，张
桂梅主动申请承担了 4 个毕业
班的政治课。 正当她想把所有的
精力都倾注到教学上时，厄运再
次降临。

1997年 4月， 她的脸色一天
比一天差，肚子也越来越大，摸上
去就像里面有块石头。 在同事劝
说下，她去县医院做了 B超。做完
后， 医生面色凝重地告诉她：“快
去昆明做手术吧， 你子宫里的肿
瘤有 5个月孩子那么大。 ”

为丈夫看病早已让她一贫
如洗， 手术费用又十分高昂，拿
着诊断报告，张桂梅哭了一整晚
后决定，这病不治了。

第二天，她像往常一样，给学
生们上课。 直到几个月后中考结
束，她才把患病的事情告诉学校，
在县里帮助下去昆明做了手术。

张桂梅没想到， 得知她生病
后，学生们去山上给她采野核桃，
剥了满满一大盆核桃仁， 两手黑
乎乎的。 还有学生家长去山上采
野灵芝， 磨成粉， 让她拌在饭里
吃。“他们说，吃这些能治病。 ”

更让她意外的是，华坪县妇联
发动全县为她捐款。 在捐款现场，
一位老乡把仅有的 5 元路费捐给
她， 宁愿自己走几小时山路回家；
还有一位来赶集的村民，把原本给
孩子买衣服的钱捐给了她……

“我刚来华坪一年， 并没有为
这里做什么，这座小城却对我这么
温暖。 ”张桂梅说，“我对自己说，活
着吧，好好活下去，这座小城对我
有恩，活着还可以还还人情债。 ”

“学生读着读着就不见了”

在她后来教书的华坪县民族
中学， 学生大多来自偏远山村，她
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很多
女学生读着读着就不见了。

“有的被叫回去干农活、打工，

有的是父母收了彩礼，就让孩子辍
学结婚。 ”张桂梅说，因不是男孩，
有的女孩从出生到长大，爷爷奶奶
甚至都不会和她说一句话。

在一次家访途中，张桂梅看
到一个女孩坐在山头，忧愁地望
着远方，身旁放着一个箩筐。 她
上前询问得知， 女孩才十三四
岁，父母为了 3 万元彩礼，要她
辍学嫁人。 张桂梅当场就想带女
孩走， 但女孩母亲以死相逼，她
无奈只能放弃。

“我们经常说，要让每一个
孩子拥有公平的起跑线，可这些
女孩却连站上起跑线的机会都
没有。 ”张桂梅说。

目睹一幕幕悲剧，张桂梅心
中渐渐萌生出一个大胆的想
法———办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
不管中考分数高低，只要愿意读
书，女孩们都可以来这里免费读
书，考上大学、走出大山，通过知
识改变命运。

有人听说了张桂梅的想法，
说她想出名想疯了， 那么多孩
子，哪里救得过来？ 张桂梅却坚
定地回答：“能救一个算一个！ ”

“一个女孩可以影响三代人。”
张桂梅说， 如果能培养有文化、有
责任的母亲，大山里的孩子就不会
辍学，更不会成为孤儿，“我的目标
是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

穿破洞牛仔裤的党代

办学的钱从哪里来？ 张桂梅
首先想到的是募捐。“我就想，全
省这么多人， 每人捐 10 元给我
也够了。 ”于是，从 2002 年起，张
桂梅连续 5 年假期都跑去昆明
募捐。 她把自己获得的各种先
进、 劳模奖状复印了一大兜，在
街上逢人便拿出来请求捐款。

“有人说我是骗子，说劳模怎
么会到街上募捐。 我还曾被人当
面吐口水，甚至被放狗咬过。”5年
下来，她只募集到了 1万多元。

2007 年，别无他法的张桂梅
几乎要放弃了。 就在这一年，她
被选为党的十七大代表，准备去
北京参会。 参会前，华坪县委、县
政府知道她十分节俭，舍不得买
衣服，特意拨了几千元给她买正
装。 但她却舍不得花，把这笔钱
留给了福利院。

后来，她穿着一身平时穿的
旧衣服来到北京参会。 一天早
晨， 她急急忙忙往会场里赶，一
位女记者突然把她拉了过去，悄
悄对她说：“你摸摸你的裤子。 ”

张桂梅一摸，羞得脸通红，她的
牛仔裤上有两个破洞。

那天散会后， 张桂梅应约找
这位女记者聊天，她这才知道，这
个提醒她裤子上有破洞的记者是
新华社的。 两人从傍晚一直聊到
深夜。“我把想建一所免费女高的
梦想告诉她， 两个人哭得稀里哗
啦，边哭边聊，边聊边哭。 ”

张桂梅没有想到，正是在党
代会上的这次出丑，让她的梦想
成为现实。

没多久，《“我有一个梦想”
———访云南省丽江市华坪县民
族中学教师张桂梅代表》的稿件
播发。 张桂梅和她的梦想马上火
遍全国。 从北京回来后，丽江市、
华坪县分别给她 100 万元，让她
筹建女高。

2008 年，华坪女子高级中学
正式挂牌成立。 这是全国第一所
免费的女子高中。

“周扒皮”校长

华坪女高成立以来，张桂梅
每天都会拿着小喇叭催促学生
上课、吃饭、自习、做操。 这已经
成了女高最独特的风景线。

“她们私下里都叫我老大，
有时候还叫我周扒皮、 魔鬼，说
我半夜鸡叫。 ”说起学生们给她
起的外号，张桂梅哭笑不得。

从华坪女高的作息表来看，
张桂梅确实配得上“周扒皮”这
个外号。

所有学生从高一开始，就要
遵循这套由张桂梅制定的、把时
间压榨到极限的作息表：

从 5点 30分起床晨读， 到晚
上 12点 20分自习结束睡觉，除了
中午有 40分钟午休时间外， 其他
时间都要用来上课或自习， 连吃
饭、 洗碗的时间都被严格限定在
15分钟以内。 为了节省时间，张桂
梅甚至不允许学生在吃饭时聊天。

女学生爱美、爱干净，可为
了杜绝学生频繁打理头发、洗衣
服浪费时间，张桂梅要求所有学
生留齐耳短发，并把洗衣时间严
格限定在每周六晚饭后。“连女
老师都不能穿裙子来学校，我已
经十多年没穿过裙子了。 ”女教
师张红琼说。

走进华坪女高， 你会发现，
学生们几乎做什么事情都是跑
着的，跑步去晨读，跑步去吃饭，
跑步去睡觉……

“我们的学生本来基础就
差，头几届绝大多数甚至都没有

过中考录取线， 老师也没有经
验。 ”张桂梅说，“有人批评我搞
应试教育，可不拿出这样拼的架
势，等到孩子们高考坐进同样的
考场，做同一份试卷时，怎么和
外面条件、基础好的孩子比？ ”

万里家访路

从教几十年来，张桂梅一直
有一个习惯———家访。

很多人问她，开个家长会就
可以解决的事， 为什么非得家
访？ 张桂梅回答道：“山里人来趟
城里不容易，花钱不说，还耽误
农活。 ”

其实， 跟她去过的人都知
道，家访的意义还在于，及时了
解学生的家庭情况和心理状态，
确保每个孩子都能一门心思学
习，顺利考上大学，改变自己甚
至整个家庭的命运。

担任女高校长后，哪怕工作
再忙，身体再差，张桂梅的假期
家访都雷打不动。 十多年来，她
的足迹遍布丽江市一区四县，行
程超过 10 万公里。

采访当天，记者恰巧遇到了
女高 2014 届毕业生山启燕。 她
刚考上了县城的幼教岗位，特地
来给校长报喜。 两人一见面，又
说起了当年张桂梅家访，遇到山
启燕在街上卖甘蔗的经历。

山启燕家住华坪县荣将镇
龙头村。 高三寒假，家里缺钱过
年，山启燕一早从家里背着甘蔗
来街上摆摊。 马路转盘人来车
往，她选了块地方坐下，学着周
围的商贩吆喝。

恰巧这一天，张桂梅来荣将
镇家访。 她一眼就认出了自己的
学生。

“快高考了，不在家好好看
书，咋跑来卖甘蔗？ ”即便心疼学
生， 张桂梅还是先甩下一句狠
话。 临走时， 她给山启燕打气：
“好孩子，要争气考上大学，以后
就不用过这种日子！ ”

山启燕家那时住着土房，父
亲身体不好，母亲在水泥厂打工。
每到假期， 她一早就要去田里砍

甘蔗，然后背到镇上卖。家访了解
她家情况后， 张桂梅默默记在心
里，经常偷偷塞生活费给她。山启
燕说， 女高不仅是一个学习的地
方，更像是一个大家庭，而校长就
是最牵挂她们的家人。

“把丧葬费预支给我”

工作数十年，张桂梅的名下
几乎没有任何财产。 她至今仍住
在女高的一间女生宿舍里，和几
名女学生住在一起。 几十年的工
作收入，除了看病吃药，她至少
捐出了上百万元。

2018 年初，张桂梅再次病危
住院， 她感觉自己可能挺不过
去。 华坪县县长庞新秀来医院看
望她，她拉住县长的手说：“我情
况不太好，能不能让民政部门把
丧葬费提前给我，我想看着这笔
钱用在孩子们身上。 ”

在生命垂危之际，心里仍挂
念着学生。 张桂梅无私奉献的大
爱，也感染了身边的同事和一届
届学生。

年轻教师勾学华，婚礼当天早
上还在上课， 中午匆匆办完婚礼
后， 晚上又赶回学校给学生上课；
教师杜朝仙右脚骨折，因担心学生
高考，拒绝了医生要求她静养的建
议， 让在设计公司的丈夫辞去工
作，每天背她来教室上课……

十多年来，女高的上千名毕
业生已遍布全国各地，很多学生
大学毕业后和张桂梅一样，主动
选择去了偏远艰苦的地方工作。

在华坪女高的墙上，有这样
一幅宣传画，上面写着醒目的几
个大字：“清华北大我来了！ ”张
桂梅说，每年她都在鼓励孩子们
考上更好的学校，但她也会告诉
学生，高考不是终点，高考过后
人生还有更长的路要走。

坐在校园里的一把藤椅上，
张桂梅喃喃地说：“我对她们的
期望是什么呢，不是一定要考上
名牌大学。 我希望她们变得更
强，然后把心中的‘我’去掉 80%
吧，有能力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
的人。 ” （据澎湃新闻）

2020 年高考落下帷幕。 云南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 63 岁的校长张桂梅，又顺利送走了一届毕业生。
这所大山里的免费女子高中，是当地的教育奇迹———它的历史很短，招收的大多是贫困、辍学或落榜的女学生，

全校高考上线率、升学率却连年高达百分之百，本科上线率稳居丽江市前列。 自 2008 年建校以来，已有 1600 多名大
山里的女孩从这里考入大学。

不过，刚刚过去的这个学年，对张桂梅来说却异常艰难。
去年 12 月的一份诊断书上，医生密密麻麻地给她列出了骨瘤、血管瘤、肺气肿、小脑萎缩等 17

种疾病。 她数次病危入院抢救，体重从 130 多斤掉到 90 斤，饱满的圆脸瘦成了干瘪的尖脸，甚至连
从椅子上站起来都需要人搀扶……

即便如此，只要一出院，她总会第一时间出现在熟悉的校园。

7 月 3 日，张桂梅到教室检查学生上晚自习情况

7 月 4 日下午，张桂梅和自己曾经的学生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