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娜忘不了那个孩子。
作为吉林农业大学第 21 届研究生支教团成员，李娜 2019 年秋季学期开始在贵州省余庆县龙家小学支教，教四年级的语文

课和思想品德课。 一次作文课上，她让学生写写自己的家人。 看到学生小童（化名）的作文时，她立马指出来：“小童，你这句不对，为什么说
‘我以前的爸爸’？ ”

这个男孩个头矮、胆小，平时学东西也慢，她得反复教。
小童细声说：“我爸爸死了，没了。 ”说完之后，低着头，好像哭了。
李娜没料到这个答案，不知该说什么好，最后勉强说了句：“行，小童，你继续写吧。 ”
那次对话给李娜心里刻下深深的印记。一年支教期满离开后，她把这个孩子托付给新来的师弟，师弟在支教期满后又把他托付给下一

届师妹，直到小童今年小学毕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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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娜是个大大咧咧的东北
姑娘：嗓门儿高，爱笑，说话直
接，不拘小节。

班里的孩子调皮，李娜讲课
时，有的孩子还大声说话，她得
用力板起脸才能镇得住他们。有
个小女生在作文里写道：“李老
师性格多变， 上课时像个母老
虎，下了课跟我们玩得很开心。”

但那次作文课后，这个爽朗
的姑娘心里怎么都放不下。她责
备自己无意中伤害了小童，后悔
自己的莽撞。

李娜找到一名相熟的英语
老师，打听小童家的情况。 又找
到她的师傅、校长罗勇，想问个
明白。

她这才知道，小童出生后不
久，妈妈就跑了；二年级时爸爸
出车祸去世了。这孩子平时住在
大伯家里， 大伯经常出去打工，
伯母负责带他。

再打听下去， 李娜才发现，
原来除了支教老师之外，学校老
师、甚至班上同学的家长都知道
小童的经历。 小镇不大，藏不住
秘密。家长委员会组织订购练习
册、辅导书、校服，小童那份，大
家自觉均摊。

李娜悄悄问过班长，同学们
知不知道小童家的事、有没有人
欺负他。班长说，老师说了，不许
欺负小童。

原来， 小童爸爸出事后，校
长罗勇趁小童不在，明确告诫其
他同学： 禁止谈论小童家的事，
如果谁说闲话被他知道了，不会
轻饶。 罗校长有威望，孩子们都
怕他，他说的话没人敢不听。

李娜越听越心疼。尽管她当

时只是问了一个不带恶意的问
题，但还是想尽可能弥补。

每周五下午，住校生放学回
家，李娜就买了烤肠、炸丸子，在
校门口等小童，有时陪他一起走
在小镇的石板路上，有时在操场
散步聊天。

小童还是不爱说话，接过烤
肠、 丸子， 他只是小声说一句：
“老师，谢谢你。 ”

但李娜没想到，自己对小童
的关心给她带来了新的“烦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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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小童“深交”后不久，李娜
在办公室备课、批改作业，常听
到同办公室的老师提醒她：“李
老师，你班同学来找你了。 ”“李
老师，你班同学又来找你了。 ”

李娜一扭头，小童在办公室
门口看着她。她有些纳闷儿：“小
童，找我有什么事吗？ ”小童低着
头， 声音也低， 吐字不太清晰：
“没什么事……”

那段时间，小童几乎每次下
了课都来李娜办公室，有时站在
门口看着她， 有时站在办公桌
旁。 李娜被他看得不自在，又不
好说什么。

后来别的同学看到小童守
在老师办公室门口， 也跟着来，
办公室门口有时围着一大群人。

李娜终于忍不住了，她尽量
保持耐心：“小童， 要是没什么
事，就别总来。 ”小童答应了，但
还是照来不误。

小童太依赖这个新老师了。
李娜支教结束后，小童还常常给
她打电话。 每周五放学回来，小
童跟她讲生活中的琐事，教她炒
鸡蛋，李娜也跟小童聊自己遇到
的事。

电话一打就是半个多小时，
直到电话两头都陷入沉默。有次
清明节放假，小童打电话说：“老
师，祝您清明节快乐！ ”李娜听了
哭笑不得。 但令她欣慰的是，她
感觉小童慢慢变开朗了。

王明达也经历了类似的依
赖。 在李娜支教的下一个学年，
师弟王明达接过接力棒，和吉林
农大第 22 届研支团的同学一起
来到龙家小学。 他说，自己参加
研支团， 是受到师姐李娜的感
召。 在人文学院时，他一直很佩
服这个参加了许多志愿活动的
师姐。

巧的是， 王明达也教同一
个班， 李娜嘱咐他多关注一下
小童。

开学第一天，王明达向班上
同学播放了一段李娜的视频，她
说她很想念大家。 播放视频时，
王明达注意到，有个孩子坐在下
面悄悄抹眼泪———正是小童。

开学后， 师姐常常问王明
达：课上得怎么样，孩子们怎么
样，小童怎么样？在李娜看来，这
个师弟温柔和蔼，不禁担心他镇
不住班里的“小崽子”———和王
明达聊天时，李娜总是亲昵地称
班里的孩子为她的“小崽子”。

那次播放视频后，小童主动
来办公室找王明达聊天，聊自己
喜欢的动漫，或是看王明达改作
业、在电脑上敲字。

王明达知道， 这个孩子黏
人，是因为太缺少爱。 但他也清
楚，班里有三四十名同学，他不
可能单独关注小童一个人。

上了几节课，王明达渐渐知
道，小童刻苦，但学得慢。他把小
童和另一名学习落后的同学叫
到办公室， 教他们默写生字、古
诗。 一开始，小童的默写结果让

王明达无奈：一首短短的古诗要
写好久，今天错这个，明天错那
个。 但时间久了，他看到了小童
的进步，默写正确率越来越高。

这个孩子也让王明达心疼。
他听一位值周老师分享过一个
故事。 有一次，小童和几个同学
捡到钱了，一个孩子伸手把钱递
给老师， 小童说他做得不对，又
把钱拿回来，双手恭恭敬敬地把
钱交给老师。

放了寒假，小童对王明达的
依赖通过电话传来。 王明达记
得， 小童总聊他爱看的动漫，聊
完挂断电话，过五六分钟又打过
来。有时，电话打通了，那头却没
人说话。 王明达以为信号不好，
就挂了电话， 没几分钟又打过
来。 王明达猜测，可能是小童在
家太孤单了， 想找个人聊天，他
耐心地一次次接起电话。王明达
牢牢记着龙家小学墙上的那句
话：第一做学生的朋友，第二做
学生的先生。

在学校时，王明达常鼓励小
童和别的同学一起玩。 他注意
到，小童老实，话不多，“不那么
蹦蹦跳跳的”。 但如果不是师姐
告诉他内情，其实很难看出小童
曾经的遭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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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秋天， 刘新茹也来了。
到了龙家镇，走进颇有历史感的
小学校门，看到听说了无数次的
孩子们，刘新茹感觉“既熟悉又
陌生”。

这个吉林女孩刚上大一就
想去支教， 学院青年志愿者联
合会的师姐李娜让她好好干，
等待机会。 直到高她一级的师
兄王明达也入选研支团， 她终

于下定了决心———参加研支
团，也去贵州。 王明达经常向她
分享支教生活和孩子们的日
常。 她听说贵州有山有水，山河
辽阔，“特别心动”。

刘新茹铆足了劲儿准备笔
试和面试。研支团录取结果公布
后，她打电话给王明达，“激动得
都要哭了”。 一向稳重的王明达
也忍不住欢呼起来，旁边老师问
他：“怎么，你哪个师妹要来？ ”

“亲学妹！ ”王明达骄傲极了。
知道刘新茹要来贵州，王明

达分享的内容更多了，他拍师傅
罗勇讲课的视频、拍孩子们下课
游戏的视频，刘新茹还没来龙家
小学就提前认识了孩子们。

新学期开学，班里的孩子见
到她又惊又喜：“老师，你和照片
里长得一样！ ”

“来了之后，一件事都没让
我失望过。 ”女孩笑道。 学校的
条件其实不算太好， 宿舍里是
上下床，水泥地，公共卫生间。
但她不在意。 周末得自己做饭，
趁赶集日去镇上买菜， 不少学
生家长在集市上卖菜， 一眼认
出她来，非要塞给她剥好的蒜、
新鲜的小葱。

刘新茹帮师傅罗勇带作文
课和听写课。校长罗勇是六一班
的语文老师，暑期布置孩子们写
作文，秋季学期开学后只有两个
同学交了作文，其中一个就是小
童，他写了篇科幻小说。 在人文
学院毕业生刘新茹看来，小童的
作文写得非常好， 不论是修辞，
还是细节描写，都像模像样。

上了六年级，小童的学习热
情明显更高了。他和另一个同学

“组团” 学习， 比如下节课要听
写，两个孩子一下课就冲到办公
室，问刘老师要听写什么，然后
利用上课前的几分钟赶紧练习。

为了激励孩子们学习，刘新
茹特意设了奖励：全优奖、进步
奖， 进步大的同学还有机会抽

“盲盒”。
在这里支教，让她感觉幸运

而快乐：“我来到这里，走他们曾
经走过的路。 ”

秋天，金黄的银杏叶落了满
地，带同学们打银杏叶仗———这
是龙家小学师生自创的游戏。同
学们分好阵营， 收集起树叶，老
师喊一声：“开始进攻！ ”孩子们
就捧起银杏叶，投向对方。 刘新
茹说：“看到他们的笑容，我感受
到发自内心的幸福和快乐。 ”

刘新茹不再特意关注小童。
在她看来， 这个孩子无论是衣
着、用具，还是课下的嬉笑打闹，
已经和其他孩子没有什么区别。

短短一年支教结束后，他们
成为彼此的牵挂。

王明达记得， 最后一节课，
他给全班写了一封信， 录了视
频，每个同学都大哭一场，孩子
们要了他的 QQ 号和微信。 那节
课， 孩子们问得最多的一句话
是：“老师，你什么时候回来？ ”

（据《中国青年报》）

三年支教接力 守护一颗童心

今年 5 月的运动会上，刘新茹（左一）在和孩子们聊天 � � 王明达 （中 ）跟孩子们开玩笑说 ，你们再气我 ，白头发就长出
来了 。 孩子们假装给他揪白头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