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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贫攻坚，我们在一线

农村学校大部分是留守儿童，

有些孩子从幼儿园就开始与爷爷奶

奶一起生活。缺少父母的关爱，与

老人之间存在代沟，在他们幼小的

心灵里造成了很大的创伤。长期与

这些留守儿童相处，会发现他们更

需要得到老师的关爱，他们的内心

会更加敏感。比如，我在母亲节或

父亲节上主题班会时，往往更容易

引起这些留守儿童的共情。

今年端午节，我们举行了留守儿

童包粽子活动，我感受到孩子发自内

心的愉快，又觉得通过这样的活动，

自己能够帮助到他们、关爱到他们，

这是特别有意义的事情。虽然物资

不多，但起码能够让他们在一段时间

里是温暖的，这就非常值得了。

我们经常举行这种与留守儿童

有关的活动。通过各种活动的开

展，我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许多需

要被关爱的儿童。他们没有父母在

旁陪伴，从小就要学会懂事，老师仿

佛就是他们的父母。当学生把自己

得到的一个苹果特地带来给我吃

时，感觉我是如此幸福。我是一名

教师，我想通过自己的努力，让学生

感到温暖的同时，也能够明白一个

道理：知识改变命运，改变他们的命

运，改变他们子女的命运。我希望

有更多的留守儿童被关注，进而被

更多的人关爱。

（作者单位系安徽省霍邱县马

店镇芙蓉小学）

让更多的留守儿童被关爱
□ 刘满婷

“感谢您，亲爱的老师，节日快

乐！”在这美好的金秋时节，我们总

会收到学生这样的祝福，他们的话

虽然简单，但却表达出内心对我们

真诚的祝福。

这里的孩子大多是留守儿童，初

中是他们比较敏感的一个阶段，自尊

心强又有个性。对于他们来说，在家

庭中缺少关爱，所以更渴望得到老师

的关注。因此，我经常翻山越岭去家

访。这里的山路很窄，刚开始我没有

在这样的山路开车的经验，有时开得

太远，把车停下来回头看，来时的路

就像一条长蛇，让我有些头皮发麻。

看到老师来家访，乡亲都很高兴，小

兰奶奶用袖子把板凳擦了又擦，阿香

奶奶穿着套鞋就从地里赶了回来。

我不仅问孩子的情况，还常常主动走

到猪圈、牛栏、鸡舍旁去看一看，这是

乡亲辛辛苦苦养的。在农村长大的

我与他们有说不完的话，孩子在一旁

听着我们聊天说话，脸上也笑得像

朵花。在分别的时候，乡亲和孩子

送我上车，我从他们的眼神里看出

了不舍。我后来也经常过来看他

们，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但把心

拉近了，就更容易让他们感受到更

多的关爱。

与我一样的老师还有许多。关

爱留守儿童，需要大家一起去做才

会更好。让我们身边的留守儿童在

学校同样能感受到家一般的温暖，

只有这样才对得起孩子对我们的节

日祝福。

（作者单位系广西百色市田阳

区五村镇初级中学）

家一般的温暖
□ 苏大为

今年的 9 月 10 日是我从教以来

的第六个教师节，也是我与爱人的

结婚纪念日。

5年时间，我和学生共同看见了

彼此的成长。自从当了教师，觉得自

己长大了，学会了感恩。90后的我，

曾经觉得别人为我做一些事都是理

所应当的，却很少会去考虑别人的感

受，可当自己真正对孩子付出感情，

期待他们努力学习、快乐成长的时

候，我很在乎他们的反应和表现。

我所在的学校是农村寄宿制小

学，班里有许多留守儿童和单亲家庭

孩子。也许我还不能走进每一个孩子

的内心，但我知道，多一个拥抱、多一

句鼓励就是温暖的行为。学生病了，

我就给他们喂药；委屈了，那就来我的

怀里肆意哭泣；我会尝试给他们缝衣

服、梳小辫儿。其实，做这些时不会想

太多，只因为我把他们当作自己的孩

子，这些事我不做谁做？

从城市到农村，三尺讲台带给

我无数简单快乐的瞬间。虽然现在

与“桃李满天下”相差甚远，但我已

经收获了许多来自学生的祝福。节

日里漫天的短信，生病了一张张充

满爱的小纸条……我清晰地记得，

有个学生给我写过这样一段话：“老

爸，注意身体，顺便问一句，啥时候

给我们找个老妈？”许多时候，我不

知道怎么回答学生的种种问题，但

我知道他们把我当成了亲人。

学生说，他们曾哭着送走许多

好老师。我不想他们担心害怕，所

以3年的服务期满后，我依旧选择了

留下。我将继续努力，为乡村的每

个学生插上梦想的翅膀。

（作者单位系河北省涿鹿县武

家沟学区）

为乡村学生插上梦想的翅膀
□ 闫旭东

我只是一名经历特岗教师、站

上三尺讲台 11 年的青年人，但就是

在这短暂而又漫长的 11 年中，我随

着黄河滩区移民搬迁的脚步，先后

在3所学校任教。学生的成长，自己

的成长，学校的发展，教育的发展，

一直激励着我走到今天，并立志一

直走下去。

正是有了这些年来国家对农村

教育的关注，对贫困县及偏远地区

的精准扶贫，我很荣幸见证了——

从告别当初“几个老头子、几间老房

子、几支粉笔头子”的老教育时代，

到今天的教师年龄结构年轻化、教

学办公科技化、课程活动多样化的

新教育时代。

在县里教育扶贫的安排下，我

分包了 4 户建档立卡贫困户的教育

扶贫任务，按照要求——一个也不

能少，不让一个孩子因贫失学。我

所分包的4户人家的孩子全部就学，

更可喜的是，一名学生在劝阻下放

弃了辍学的想法，成为我县职业教

育学校的一名学生。

去年，我开始了从教生涯的第

二个 10 年，希望自己从教的每一

个 10 年里，都能见证教育的不断

发展。

（作者单位系河南省濮阳县徐

镇镇昆吾社区小学）

见证教育的不断发展
□ 杨 承

我接触过许多留守儿童，还有

因贫困而要失学的孩子。一个学

生，在她三年级的时候，父母亲接连

被确诊为癌症。她处处表现得胆小

怯懦、惶恐不安，经常一个人坐在角

落里发呆。这个学生的内心很封

闭，但我能感受到她渴望得到老师

和同学的关心，得到大家的肯定。

我走进她家里了解她的成长环

境，以便更好地开展工作。她是住

宿生，我常常让她帮我做一些小事，

去办公室拿水杯、取作业本、到食堂

打饭等，慢慢拉近我与她的距离。

一次，我们布置走廊文化，我看她小

脸红扑扑的，就顺手摸了摸她的脑

门。她的脑门特别烫，我急忙拉着

她回到办公室，找了感冒药。我一

看时间，已经过了吃饭时间，心里正

在自责，她却反过来安慰我，让我非

常感动。后来，她逐渐敞开心扉与

我交流，对班级的事情也更加热心，

还经常提些小建议。

我特意安排她做整理教具、收

拾值日工具等工作，帮助她得到同

学的认可。她也开始愿意主动找同

学玩，变得开朗、自信起来。我时刻

关注她的思想动态，经常找她谈心，

还送给她《学会生活》《做最好的自

己》等励志书籍。她捧在怀里，爱不

释手。通过书中故事，她学会了坚

强，走出了封闭的世界，结识了更多

伙伴，生活变得丰富多彩了。

回想这十几年，面对贫困的学

生，我能做的就是鼓励、支持，保护

他们的内心。用爱心、耐心、关心帮

助他们走出阴影，走向成功，走向美

好的人生。

（作者单位系黑龙江省嘉荫县

乌云镇中心校）

一个学生的转变
□ 王 晶

5 年前，我从汉江师范学院毕

业，主动选择回到家乡丹江口，在龙

山镇彭家沟小学做一名普通的乡村

教师。学校有 7名教师，其中 5名都

是特岗教师，大家与学生同吃同住，

俨然就是一家人。

一个孩子就是一个家庭的希

望。作为半岛上的教学点，我们资

源有限，许多东西配不齐，但是为了

有更好的教学效果，我们也在不停

地想办法。

5年来，我想方设法认真用好省

里的信息化教学设备，引入了一门

又一门网课，让乡村课堂发生了不

一样的变化；我募建了向日葵图书

角，给学生上儿童绘本课，每一个学

生都听得津津有味；我们一起开设

了“韵律舞蹈”课程，让学生跳着、笑

着便乐开了花；我们有了直播课堂，

当学生第一次出现在屏幕上时，他

们还以为自己上了电视，坐得格外

端正，有几个小姑娘还不停地捋着

自己的头发。

在最美好的年华，与一群懂事

的孩子一起读书，一起玩耍，一起看

日出，一起摘山花，学校就是我们共

同的家。

2018年，我获得“马云乡村教师

奖”。到三亚领奖时，我站在海边，举

着自拍杆给学生直播澎湃的海浪。

他们从来没有看过海，虽然仍然隔着

屏幕，但大家都沸腾了。我相信，我

的学生能走出大山，看到真正的大

海，因为那里有他们梦想的灯塔。

有爱在，就没有孤岛。我们永

远连接着未来，小小的半岛，就是我

们的“未来岛”。

（作者单位系湖北省丹江口市

龙山镇彭家沟小学）

那里，是我们的未来岛
□ 蔡明镜

2014年从西北师范大学毕业后，

我回到家乡宁夏回族自治区同心县

王团镇中心小学任教。从2014年到

现在，我刚好带了一届小学生，与他

们相处 6 年，把他们从进校送到毕

业。每一个学生都是自己的主角。

在成长的6年里，学生从一年级的不

会握笔到写出一手漂亮的钢笔字，从

尿裤子到自行组织为我过生日，从天

真可爱的儿童长成了翩翩少年。

乡村学校的留守儿童很普遍，

尤其是我所在的中心校。我们学校

是一所标准的寄宿制学校，有的学

生从二年级就开始住校了，大部分

是由于家远或父母长期在外打工。

我们个个精神饱满，陪着学生吃饭、

上自习，每天都操着心，直到住宿学

生睡好才离开。在一个良好的环境

下，学生独立生活的能力变得更强，

有的还成为老师的小帮手。

每一个学生都有自己擅长的地

方，作为教师更应该去鼓励、影响他

们，绝不能因为成绩而放弃他们。

当我发现一些成绩不好的学生在体

育方面很擅长时，我就让他们当体

育委员，鼓励他们参加运动会，带动

班里其他同学锻炼。学生慢慢找到

了自信，在班里也很受欢迎。教师

感受到的不仅仅是成功，更多是爱

与被爱的幸福。

6 年里，我用最美好的青春，陪

伴着他们最美好的童年；他们的成

长电影里有我的故事，我的青春诗

歌中也有他们的篇章。

（作者单位系宁夏回族自治区

同心县王团镇中心小学）

他们的成长电影里有我的故事
□ 丁丽娜

我叫王雪莲,“雪莲”是盛开在高

原上的，我就注定在高原上生活。

2006 年 9 月，跨越一千多公里，

我来到青海省囊谦县第一完全小

学，成为这里的第二名英语教师。

一来到这里，学生就很喜欢我，可能

是因为我的年龄与他们悬殊不大。

我也是第一眼看到他们就喜欢上了

他们 ，我决心要留下来多教教他

们。这一留，就是15年。

我来之前学校只有一名英语教

师，我来之后学校便安排我上两个

年级的英语课。当时的教学任务很

重，但我很高兴，恨不得把我知道的

知识一节课就告诉他们。

高原地区海拔高，冬天来得特

别早，秋季开学不久就开始下雪，有

时候会持续到第二年夏天，在这里

我们只能看到三四个月的绿色。

第一次走上讲台，我就听到一

阵议论声：“怎么会有这么矮的老

师？”我告诉他们：“老师个子是不

高，但是老师有许多知识。有了知

识，你们就可以去玉树、去北京上

学，你们有信心吗？”他们大声地告

诉我：“有！”那个声音响彻教室，响

遍整个学校。

高原的孩子很羞涩，我为他们

举办草原生日 party，与他们一起玩

耍，让他们更有自信。

我问：“孩子们，高原上什么花

最美丽、最勇敢？”

“雪莲花——”他们经常这么回

答我。

希望我们都成为一朵朵雪莲

花，让更多的孩子勇敢乐观，收获不

一样的人生。

（作者单位系青海省囊谦县第

一完全小学）

雪莲花盛开在高原
□ 王雪莲

我出生在四川石棉大山的彝乡，

从小与家人一起重复着日复一日的

贫困而又封闭的生活。读书改变了

我的命运：从乡村教学点到县城中

学，我一路遇到了一任又一任好老

师，他们点燃了我的希望之火，用爱

包容我、温暖我、激励我，让我坚持下

去；我走出大山，成为全队30多个同

龄人中唯一的大学生，充分感受到现

代文明，切身体会到知识就是力量。

每当回想起那一幕幕的温馨时刻，我

总有一种强烈的渴望：把家人、老师、

社会对我的爱传递下去。

我工作的学校四川省盐亭县五

龙小学是一所典型的丘区乡村边远

学校，留守儿童的比例达到了惊人

的 90%。我必须像当年我的老师对

我那样，点燃他们的希望之火，用爱

包容他们、温暖他们、激励他们。

如果把自己视作这群孩子的父

母，一切就变得简单而又自然。在学

业上辅导他们是本职，在生活上关照

他们是本份，在心灵上慰藉他们才是

关键。尽一切可能多多陪伴他们，特

别是那些比较内向封闭的学生，与他

们一起感受喜怒哀乐，倾听他们、疏

导他们。有了心灵的碰撞，就会被学

生接纳，成为他们“家庭”中的一员，

成为他们心灵的又一个港湾。

给学生一缕阳光，他们就会回

报你一片蓝天。班上的学生叫我

“倪爸爸”，这是给我的最贵重的荣

誉勋章。

“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教师不

能只做传授书本知识的教书匠，而

是要成为塑造学生品格、品行、品位

的“大先生”，我愿与我的同人共勉。

（作者单位系四川省盐亭县五

龙小学）

把爱传递下去
□ 倪山清

我是云南腾冲人，毕业于楚雄

师范学院，2017 年加入特岗教师队

伍，现在在云南省贡山独龙族怒族

自治县普拉底乡中心校下面的腊早

村腊早小学任教。3年的特岗生涯，

我最大的感悟和收获就是——心态

决定一切，有了积极的心态相当于

成功了一半。我所在的学校是一个

教学点，全校只有3个年级。还记得

刚进校门时，校长让我担任一年级

班主任，要上数学、体育、科学、音乐

等课程，从早上起床到晚上睡觉，要

管学习、要管生活，一忙就是一整

天。从一开始的心情紧绷到现在的

大胆接受挑战，这是3年特岗给我的

收获。

山里的学生大部分没有上过幼

儿园，普通话也听不懂。看着这些

可爱的孩子，我下决心要用爱心、耐

心、细心去对待他们。我经常带学

生徒步、野炊，让他们拥有研学旅行

的感受。虽然边疆地区许多孩子的

家庭很困难，但是我们有希望工程

助力脱贫攻坚行动助学金，有春蕾

计划助学金，我们还会通过募捐的

方式，让社会上的爱心人士、爱心企

业给大山里的孩子送上温暖的衣

服、鞋子，送上漂亮的书本。当孩子

腼腆地说出“谢谢”时，我的心都是

暖的。

2019 年，随着国家易地扶贫搬

迁工程的进行 ，村里开办了幼儿

园。怒江边，孩子前行的道路更加

宽阔、更加顺畅了。我希望他们从

这里出发，带着我们的祝愿，怀揣着

自信和梦想，走向更灿烂、更美好的

明天。

（作者单位系云南省贡山独龙

族怒族自治县普拉底乡腊早小学）

走向更美好的明天
□ 邵本娟

从黄河滩区到青藏高原，从东北平原到彩
云之南，他们来自 2020 年教育部优秀特岗教
师报告团，他们是几百万乡村教师的代表，他
们工作的地方就是教育脱贫攻坚的主战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