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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骏琳：偏向“虎山”行

面对教育扶贫工作，施骏琳校长总是耐心负责、从不懈怠。扶

贫工作开展以来，施校长和参加教育扶贫的老师一起，入户走访座

谈，摸查贫困户资料和家庭实际情况，宣传扶贫政策。在给贫困学

生发放资助品时，他也总是慎之又慎，耐心核对每一项资助数据，力

求准确清楚，工作细致扎实。

通过入户走访，施校长近距离深入了解建档立卡学生的家庭情

况和学习困难，在他的教育和鼓励下，许多学生有了自己的人生价

值观念，也有了正确的目标和方向。他用实际行动让更多有困难的

孩子摆脱了物质和精神上的贫困。

为了让山区的孩子也享受到优质的教育环境，施校长申请经

费，育苗美化校园，通过募捐建起了学校的舞蹈室和篮球场，大力推

行特色跳绳运动，既缩短了与城区学校的差距，改善了办学条件，也

增强了学生体质，丰富了校园文化生活。

做学校的有功人，而不做邀功人。施校长通过一系列措施，为

乡村教育事业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力量，让山区的贫困孩子多了不少

温暖。 （江西省信丰县虎山乡龙州小学教师 刘遗珍）

小学老师中，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五年级数学老师施骏琳，近

30岁的样子，普通话很标准。他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原因是他那

搞笑的教育方式。

搞笑之一：神态版。数学课上，兴致勃勃的施老师讲得眉飞色

舞。正当我听得津津有味的时候，施老师突然提出一个问题：“学习

了本例题，你有什么收获？”虽然有些紧张，可胆小如鼠的我还是鼓

起了勇气，怯生生地举起了手。施老师点了我，我回答得断断续

续。看见同学在那里笑，我低下了头，觉得我肯定回答得很不好。

这时，施老师说：“回答得很好，不用害怕，老师不吃人。”当时，全班

学生笑了，因为老师说这话的时候，他那灵活的眉毛又在舞动。这

使我不再害怕上课回答问题。

搞笑之二：语言版。施老师在上课的时候，总会有一些有趣的

语言。“哎呀，谁把这个大月饼分一下，我们一起吃！”施老师说的月

饼其实是指圆，我们学的知识，总能被他用生活中常见的事物描述

出来。施老师还会用搞笑的语气把一些平常的话说出来，惹得大家

哈哈大笑。这让我们上他的课不会紧张。

别的老师上课时一“言”不苟，没有笑声；施老师的课却总是有

趣，充满笑声。 （江西省信丰县虎山乡龙州小学学生 郭可盈）

别人眼中的Ta

□ 本报记者 崔斌斌

施骏琳，1989年出生，现

任江西省信丰县虎山乡中心

小学教师。曾任虎山乡龙州

小学校长、中和小学校长、虎

山乡中心小学教务处主任。

2013 年工作至今，获得信丰

县优秀班主任、信丰县 2020

年信丰好人、虎山乡优秀教

育工作者等荣誉。

出了江西省赣州市信丰县城，沿

着马路向东南方向行驶 50 多公里，终

于到了信丰最偏远的山区乡镇——虎

山乡。

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出乎许多人的意料，出生于 1989 年的

“准 90 后”教师施骏琳，已经在虎山乡

扎根工作了近7年。

“供你读书就是为了搬
木头吗”

大学毕业后因家庭贫困，施骏琳

曾一度选择和父亲到浙江打工。

“供你上了这么多年学，就是让你

来搬木头的吗？”两年后，施骏琳听到

父亲的这段训话感慨不已。

“是啊，我读书就是用来搬木头的

吗？”认真思索了一个月后，大学时读

师范专业的施骏琳决定回家从教。

2013年9月，施骏琳通过信丰县教

师招聘考试，被分配到虎山乡工作。

施骏琳的家在信丰县嘉定镇十里

村，距离虎山乡有60多公里的路程，来

这里工作也受到了父母的反对。

“工作的地方太偏僻了，离家也很

远。”施骏琳的母亲小声“唠叨”。

“这里很难留得住年轻教师，有的

年轻教师待一两年就走了。”总是面

带微笑的“大男孩”施骏琳感慨道。

有人做了一个统计，前几年调来学校

的 90 后教师，一直待到现在的不超过

5个人。

但 施 骏 琳 很 喜 欢 这 个“人 间 仙

境”。“山清水秀，空气挺好，像湿地公

园一样。”除了距离家和县城有点远，

施骏琳并没有觉得有多苦。

“给孩子多做一些热饭热菜”

虎山乡中心小学下辖多个村小和

教学点，施骏琳的第一站就是虎山乡

龙州小学，担任少先队辅导员兼数学

教师。

施骏琳选择拜老少先队辅导员赖

苏清为师，虚心学“艺”。

教学经验不足，施骏琳又拜“教学

能手”兰井崽老校长为师，每天听他一

节课，看他备课。

此外，施骏琳每天还在网上观看

教学视频，邀请老教师听自己的课，请

他们指导自己的课。

“当时，我只想把成绩提上去。”工

作的第二年，学生的成绩突飞猛进，施

骏琳所带班级的成绩连续两个学期超

过县平均分。

虽然有些苦，但这段经历成了施

骏琳教学生涯的启蒙。

工作两年后，施骏琳调到中和小

学任校长。中和小学是一个教学点，

只有一二年级和一个附属幼儿班，30

多名学生，3名教师。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26 岁的校

长施骏琳始终在思考如何管理好这所

小学校。

中和小学80%-90%的学生是留守

儿童。“父母大多在外地打工，年迈的爷

爷奶奶除了要照顾这些孩子，还要下地

干农活，看着确实很可怜。”施骏琳说。

小闻（化名）是个比较特殊的孩

子，母亲不在了，父亲常年在外务工，

一直是爷爷奶奶照顾他。

小闻上学有六七公里的路程，爷

爷奶奶白天下地干农活，只好早早送

他到学校，并且带好午饭。

施骏琳和同事中午帮孩子们热饭

时，经常发现小闻的饭菜快坏了。

“孩子的爷爷奶奶总是前一晚就

准备了饭菜，但到第二天中午往往会

馊掉。”施骏琳和孩子细聊之后，才了

解到这些情况。

“我们不能让小闻吃坏肚子，还有

一些孩子家庭比较困难，只带饭没有

菜，我和同事就会多做一些热饭热菜

分给他们吃。”施骏琳说。

有的学生生病或受伤，施骏琳和

同事都会及时处理，送到距离学校最

近的卫生院，免得让孩子年迈的爷爷

奶奶来回奔波。

因为对孩子无微不至的关心，每个

孩子都把学校当成自己的家，家长也把

3位老师当作自己的亲人一样。这让施

骏琳很感动，内心满满的幸福感。

“只有留住好老师，扶贫
才能更有成效”

“虽然我还不是党员，但我是党教

育事业的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

施骏琳在心里始终这样告诉自己。

时光流转到 2017 年 9 月，施骏琳

又重新回到龙州小学。但与第一次当

少先队辅导员不同，这次的角色变成

了校长。

龙州小学与中和小学情况大为不

同，600多个学生 30多个教师，压力确

实很大。施骏琳真怕这所学校毁在自

己手上，“接到任务时，我直接在领导

面前哭了”。

在领导的鼓励下，施骏琳最终还

是选择担起这份重任。

刚上任时毫无头绪，施骏琳翻看

学校的各种材料，2 天 3 夜没怎么睡

觉。学校管理的担子重，教育扶贫的

担子也重。

施骏琳心想，扶贫不能只盯着学生，

只有留住好老师，扶贫才能更有成效。

“30多个教师，比我年龄大的老领

导多，代课教师多，年轻教师也多，新

老教师两极分化严重，怎么办？”施骏

琳当时有点不知所措。

参加完县进修学校组织的一次培

训后，施骏琳有了一些领悟：何不把老

领导这一宝贵的资源利用起来？有他

们带领，年轻人可以快速学业务、学方

法、积累经验，加快成长的步伐。

施骏琳还组织年轻教师加强家校

互动和家校共育，每周定期开展家长

开放课，邀请村委会领导和家长走进

学校、走进课堂，评价教师课堂教学，

这给了年轻教师不小的压力，同时也

给了他们成长的动力。

施骏琳也经常与村委会领导沟

通。2018年，村里成立了“龙州村乡村

振兴发展促进会”，施骏琳第一时间沟

通对接，争取资金举办“六一”文艺会

演，每年为贫困生争取资助资金数千

元，配合做好促进会尊师重教活动及

对优秀教师和优秀贫困学生奖励工

作。他还为孩子们争取到十几个每年

暑期外出研学的名额，贫困山区的孩

子到广州等大城市，看到更大的世界，

眼睛里也有了光。为了改善学校环

境，施骏琳带领班子成员联系促进会

的乡贤，为学校捐建了塑胶篮球场、舞

蹈室和路灯。

两年时间，学校的校风、教风、学

风大为转变，取得了家长的高度认可

和好评。

“教师不能漏掉一个学生”

贫困生始终是施骏琳重点关注的

群体。小娥（化名）曾是施骏琳点对点

帮扶的学生之一。

“孩子学习成绩特别棒，也很乖巧

懂事，小小年纪总会帮助家里干不少

家务。但这个孩子有些自卑，这是我

很担心的。”鉴于此，施骏琳不仅在经

济上资助小娥，还重点关注小娥的心

理状况。

为了不伤及小娥的自尊心，施骏

琳总找机会设置一些奖项，将资助金

或物品通过这样的方式奖励给小娥。

“孩子获得这样的肯定和奖励后，

内心渐渐少了一些自卑，生出了一些

自信。”施骏琳说。

刚刚开学的9月2日，施骏琳到乡

里的中学交接材料，已经升入初中的小

娥偶遇恩师，开开心心地过来打招呼。

这样温暖的场景让施骏琳备感欣慰。

小宝（化名）是龙州小学的一名学

生，爸爸妈妈已经不在了，只有80多岁

的爷爷照顾他。这样的家庭情况让他

显得比较自卑、孤独。

了解到小宝的情况后，施骏琳感觉

非常心疼。因为这个孩子童年的贫困

与孤独，自己在小时候也曾深有体会。

于是，施骏琳每学期都会偷偷找机会给

小宝 200 元生活费。而每学期的家庭

走访，施骏琳还会特意给小宝留一个名

额，给他送去学习用品和生活资助。

2019年9月，施骏琳调到虎山乡中

心小学任教务处主任，新的岗位又有

新的压力，更有新的收获。

2020年初，由于虎山乡位于信丰县

最边远山区，为了保证所有学生能进行

线上学习，施骏琳和同事对全乡学生进

行了摸排，给少数没条件线上学习的学

生提供了解决办法。对于后进生和贫

困家庭学生，施骏琳还经常单独通过微

信视频了解他们的生活和学习情况。

“通过这次疫情，可以看出孩子们

对学习知识的欲望很强烈。”看到贫困

山区的孩子有这样的表现，施骏琳内

心颇为感动。

通过这次疫情，施骏琳更能感受

到作为山区教师的目标——激励其潜

能，呵护其尊严。

“教师处于一线，最了解学生的情

况，所以教育扶贫离不开教师的努力，

教师不能漏掉一个学生。”施骏琳说。

“不管怎么样都应该帮忙”

除了学生，施骏琳帮扶贫困户哑

巴大伯施昌悟的事迹也在当地被传为

美谈。

据信丰县嘉定镇十里村扶贫专干

施雄智介绍，贫困户施昌悟于 1958 年

出生，他一生命运多舛，3岁时得了一

场重病，丧失了听力，后来慢慢也不会

讲话了，至今未婚，膝下无儿无女。

“爷爷去世的时候，专门叮嘱父亲

要照顾好大伯，父亲一直在照做，这也

深深影响和感染了我。作为他的侄

儿，我们不管怎么样都应该帮忙！”施

骏琳说。

于是，大伯施昌悟一直和施骏琳

一家生活在一起。

2012 年，施骏琳跟随父亲在浙江

打拼两年后攒了一些钱，乘着土坯房

改造政策的东风，他们把老房子拆掉

建起了新房子，装修好就搬了进去。

然而大伯却迟迟不肯搬。

施骏琳说：“虽然他是聋哑人，但

是他也有骨气和尊严，他认为新房子

不是自己的，他不好意思搬进去住。”

在几次劝说无效后，施骏琳和哥

哥只好趁着大伯出去干活的时候，把

他的生活用品搬到了新房，这样才让

他一起住了进来。

“大伯回来后知道了这件事情，感

动得流下了眼泪，他和父亲穷苦一生，

能住进新房子感觉就像做梦一样。”施

骏琳说。

2013 年过年后，施骏琳的父母和

大哥一家返回浙江上班，施骏琳则在

老家的小学当起了教师，担负起照顾

大伯的责任。

由于工作地点距离家比较远，只

有周末才能回家。邻居施昌先说：“施

骏琳每次回来都会提着东西来我家，

让我平时帮忙留意一下大伯，有什么

事就直接给他打电话。”

2015 年的一天，施骏琳正在学校

上课，突然接到施昌先的电话，说他大

伯在做工的时候晕倒了，施骏琳第一

时间请了假，骑着摩托车从 60 多公里

外的虎山赶回家，带着大伯到人民医

院诊治。

某一年的教师节，虎山乡龙州村

委给老师发了一床毛毯，施骏琳回家

后就把毛毯送给了大伯。一个星期

后，施骏琳就听母亲说，大伯天天在别

人面前“炫耀”。

看着大伯那布满皱纹的脸，施骏

琳心里有点酸，同时也有点甜。

施骏琳的妻子刘舒丹是信丰县大

塘埠镇坪石村人，结婚前施骏琳就把

家里还要照顾一个哑巴大伯等情况告

诉了刘舒丹。令施骏琳欣慰的是，刘

舒丹不仅没有反对，反而很赞同施骏

琳一家的做法。

“孝老爱亲是我们民族的传统美

德，作为教师更应该以身作则。”刘舒

丹说，以后她会和施骏琳一如既往地

照顾好大伯。

十里村党支部书记王飞龙说：“施

骏琳和妻子虽然年纪轻轻，但他们为

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作

出了好榜样！”

真诚对待别人，往往也能收获更

多真诚。2018 年暑假，妻子刘舒丹考

上安远县龙布中学教师后，每周都要

坐班车去安远上班。为了方便工作，

施骏琳决定买一辆车代步，正发愁钱

不够时，大伯拿着一些钱送到施骏琳

面前，打着手势说这是他打零工挣的

钱，给施骏琳买车。

夫妻俩说什么也不肯接，因为那

可是大伯的血汗钱。可大伯却丢下钱

就要走，用手势比画着，意思是说，如

果不要他的钱，把他当外人，那他就搬

走。刘舒丹为此哭成了泪人。

施骏琳说，幸运的是，他在帮扶大

伯的路上并不孤单。不只是爸爸、妈

妈、哥哥和妻子的大力支持，更有党和

政府的关心。2014 年，施昌悟被评为

村里的建档立卡贫困户。

低保、健康扶贫“四道医疗保障

线”、残疾人补助、种植花生补助……

施骏琳细数着大伯享受的政策，每次

补助款发下来后，施骏琳都会为大伯

解读发了哪些补助，感谢党和政府精

准扶贫的好政策。

如今，施骏琳照顾哑巴大伯的事

情在当地传为美谈。“即使没有其他因

素，我也会照顾大伯，他是我的亲人。”

施骏琳说。

如今，施骏琳还坚持在虎山乡工

作。虽然生活有点苦，但内心感觉很

温暖。因为有那么多可爱的孩子，温

暖的家长，开明的领导，友好的同事，

热心的扶贫干部……

对于当初的偏向“虎山”行，施骏

琳并不后悔。

放弃上万元月薪，选
择回乡当贫苦的农村教
师，26 岁顶着压力担任乡
村学校校长，始终用巧妙
的方法帮扶贫困生，这位

“准90后”图什么？

致敬
脱贫攻坚
教师

特 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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