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龙晶睛硕士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工作学专业，从 2011 年
起就利用假期回到家乡给乡村地区的孩子们上课

近日， 一位连续 10 年在
湘西大山支教的 90 后

女老师在网络走红。 她硕士毕业
于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工作学专
业， 从 2011 年起就利用假期回
到家乡给乡村地区的孩子们上
课。 同时，她还在纽约、芝加哥、
洛杉矶、 温哥华等全球 30 多个
城市开展 “一美元 ”募捐公益活
动 ， 号召更多的留学生回乡支
教。 扬子晚报·紫牛新闻记者联
系到这位女孩， 她叫龙晶睛，来
自湖南长沙，1993 年出生。 她说：
“孩子们的笑容很治愈， 总能够
让人获得力量。 作为一名‘山二
代’， 我想用年轻人的方式为大
山里的孩子们带来帮助。 ”

一堂好课

大自然的诗歌课在网络走
红，想引起更多人对乡村孩子的
关注

近日，一位美女老师带着孩
子们上的一堂“大自然的诗歌
课”引起很多网友关注。 视频里，
老师和孩子们走在弯弯曲曲的
山间小路上，一边从大自然中汲
取灵感，一边开动脑筋即兴创作
诗歌。 不少网友留言点赞：“诗歌
其实就是感受，有了感受才能有
表达，让孩子们在大自然中感受
生活的真善美很有意义。 ”

记者联系到视频中的美女
老师，她叫龙晶睛，来自湖南长
沙，1993 年出生。 对于自己的意
外走红，她笑着解释说：“当时是
在给孩子们上课外的诗歌课。 平
时在教室里，我会带着孩子们进
行诗歌鉴赏、介绍诗歌写作的形
式、题材以及语音规范，但放学
后， 我想通过在室外的实践课，
鼓励孩子们不受这些规范的限
制，自由地表达，迈出诗歌创作
的第一步。 ”

记者了解到， 今年 5 月 29
日，龙晶睛与伙伴们还在湘西凤
凰县夯卡村打造了一场山谷里
的梦想音乐节。 除了邀请专业歌
手们为孩子们歌唱演奏，山里的
孩子们也为他们表演了《同手同
脚》《听我说谢谢你》 两个节目。
这场音乐节的视频在长沙地铁
车厢内播放，引起更多人对乡村
孩子的关注。

龙晶睛告诉记者，活动结束
后，一名小男孩抱着一位音乐人
说：“我以后也要像你一样厉
害！ ”龙晶睛说：“这就是榜样的
力量，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活动
让孩子们看见榜样， 萌生梦想，
而我们后续要做的，就是尽可能
地去守护他们的梦想。 ”

龙晶睛说， 自己的理念正
被更多人接纳， 团队也从当初
的一个人， 变成现在一群人，

“我会和同伴们一同坚持下去，
用年轻人创新的思维去助力孩
子们逐梦。 ”

十年支教

连续 10 年在湘 西 大 山 支
教，在和孩子的接触中互相成长

为什么会想到去湘西大山

支教呢？ 龙晶睛说：“因为我爸爸
是在山里长大的，每次听爸爸说
起小时候的事情，就被爸爸的勤
奋刻苦所感染，他是我学习的榜
样。 ”龙晶睛自称是一名“山二
代”， 她从爸爸的成长经历中看
到了山里孩子的不容易，所以在
小时候就埋下了帮助山里孩子
的心。 上小学时，龙晶睛常常会
参加学校举办的为山区留守儿
童捐书、捐物的公益活动，她当
时就经常想，山里的同龄人过着
怎样的生活？ 他们的成长经历和
自己有何不同？

2011 年，17 岁的龙晶睛出国
留学，暑假回到家乡支教。 因为
当时山路还没有修好，她和其他
支教队员走了两个小时的山路
才到达支教的小学———湖南省
凤凰县好友村小学。

在和孩子们相处的时间里，
龙晶睛发现他们都特别坚强懂
事。 有一次，她带村里的一个小
女孩滑雪，用山中的竹子做滑雪
板。 小女孩踩到冰上时，不小心
摔了一跤，竹子直接戳到小女孩
的下巴，流了血，但是她没有哭。
龙晶睛带她去上药的时候，小女
孩没有喊疼，却看着龙晶睛的眼
睛说：“姐姐，我记得你，几年前

你来过我们这里。 ”
龙晶睛这才意识到， 自己

的到来给这个小女孩留下了很
深的印象。 后来，她又回到美国
读书。 有一次和朋友们一起去
滑雪， 龙晶睛因为不熟悉雪场
环境冲进了灌木丛， 摔得鼻青
脸肿。 在特别无助的时候，她脑
海里全是小女孩滑雪受伤的场
景 ，“我想起小女孩坚强的眼
神，突然有了力量爬起来，走出
灌木丛。 ”

龙晶睛支教的十年里，感动
她的故事还有很多。 凤凰县高岩
村的凤玲、凤娇两姐妹始终令龙
晶睛牵挂。 在一次家访的时候，
她发现姐妹俩的母亲吴女士节
衣缩食， 为她们添置了玩具钢
琴，原来这两个孩子特别喜欢音
乐。 龙晶睛知道后，2016 年把颇
具音乐天赋的凤娇带到长沙，为
她和另外一位小朋友举办了一
场与众不同的音乐会。

“城里的妹子来到山里，也
不嫌弃村里的环境，特别喜欢帮
助孩子们。 ”吴女士对记者说，女
儿凤玲的身体一直不好，龙晶睛
知道后，请来医生帮忙看病。 吴
女士说：“小龙这个留洋的大学
生这么关心山区孩子们的健康
成长与学习，让人特别感动。 她
不仅给我们提供了物质上的帮
助，还给孩子精神上的呵护。 ”

后来，凤玲、凤娇特别懂事
地和龙晶睛说：“我们长大以后
想成为像你一样的人。 ”听了这
句话，龙晶睛触动很大，虽然见
面的时间并不多，但能成为她们
人生中的榜样，是非常幸运的。

一百万建校

在海外开展 “一美元 ”募捐
公益，号召更多留学生回到乡村
支教

2011 年，支教团队里的一名
志愿者拍了一张湘西女孩抱弟

弟上学的照片， 传到了网上，引
发众多网友关注，并且有公益基
金为孩子们募集到 100 多万元
重建了这所学校，并给孩子们提
供免费午餐。

此刻的龙晶睛才意识到，虽然
自己的力量很渺小，但可以成为一
个发声者，通过自己的努力影响更
多的人一起帮助这些孩子们，“可
能我没有很好的解决方案，但说不
定别人就能够给孩子们带去很多
他们需要的东西。 ”

回到学校后，龙晶睛开始酝
酿并发起自己的第一个公益计
划———“一美元 ” 募捐公益活
动。 2012 年 4 月，龙晶睛号召了
一群在美国读高中和大学的小
伙伴用鞋盒做募捐箱， 也做了
一些展板展示孩子们的日常生
活，到时代广场寻找爱心人士捐
赠一美元。

她表示，“一方面是希望乡
村孩子的情况受到大家关注，
另一方面也想展现留学生的社
会责任感。 我们很热爱祖国，希
望能够尽自己所能去帮助到更
多人。 ”

龙晶睛和团队成员在纽约、
芝加哥、洛杉矶、温哥华等全球
30 多个城市开展“一美元”募捐
公益活动，并用善款购买学习用
品，暑期支教时送给大山里面的
孩子。

近年来互联网募捐平台开
放后，龙晶睛很少再到街头募捐
了，而是转为网络募捐，同时号
召更多的留学生利用假期回国
到山区支教，至今已召集支教志
愿者 1500 余人。 目前，龙晶睛已
经全职从事公益事业，“想要通
过我们的努力，帮助大山里的孩
子们实现梦想，孩子们的笑容很
治愈，总能够让人获得力量。 作
为一名‘山二代’，我想用年轻人
的方式为大山里的孩子们带来
帮助。 ”

（据紫牛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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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推进课后服务全面覆盖
可安排教师“弹性上下班”

� � 8 月 30 日上午，教育部召开
2021 教育金秋系列第三场新闻
发布会，介绍秋季学期中小学教
育教学工作及“双减”“五项管
理”督导有关情况。 会议提到，要
推进课后服务全面覆盖，可统筹
安排教师实行“弹性上下班”。 同
时， 课后服务可以聘任退休教
师、具备资质的社会专业人员或
志愿者参与。

会上，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
长吕玉刚说，今年秋季学期是中
小学全面落实“双减”有关部署
要求的第一个学期。 谈及新学期
教育教学工作时，他表示要推进
课后服务全面覆盖。

吕玉刚说，推进课后服务是

支撑实现“双减”工作目标的重
要举措， 是彰显学校办学特色、
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重要途径。
近两年来， 课后服务工作取得
积极进展，有效缓解了家长“三
点半”接孩子难问题，受到群众
普遍欢迎。 今年 6 月，教育部发
出了进一步做好课后服务工作
的通知， 暑假期间各地对课后
服务做了精心准备， 新学期要
实现校校开展全覆盖、保障时间
“5+2”、丰富内容上水平、吸引学
生广参与。

学校课后服务要体现办学
特色，充分挖掘教师潜力，既要
为学有困难的学生答疑辅导、指
导完成作业，又要开展丰富多彩

的文艺、体育、劳动、阅读、兴趣
小组及社团活动，拓展学生学习
空间，努力满足学生不同学习需
求，切实增强课后服务的吸引力
和有效性。 要加强对家长和学生
的宣传引导，促进学生更好地自
愿选择回归校园参加课后服务。

吕玉刚还表示，要关心爱护
教师，可统筹安排教师实行“弹
性上下班”， 对参加课后服务的
教师给予相应补助。 课后服务可
以聘任退休教师、具备资质的社
会专业人员或志愿者参与，并充
分利用好少年宫、青少年活动中
心等社会资源。

吕玉刚说，各地各校要把学
生参加课后服务的情况纳入义

务教育学校质量评价体系。 教育
部已建立了课后服务直报系统，

将定期通报各地工作进展情况。
（据澎湃新闻）

90后海归女孩连续 10年到湘西山村支教

8 月 30 日上午，教育部召开 2021 教育金秋系列第三场新闻发布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