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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的阳光，温暖而不耀眼。在山东省临
沂第一中学北校区，刚入学的高一新生们正
一板一眼进行着军训。年轻的班主任张妩琼
看着一张张青春稚嫩的面庞，仿佛望见了十
多年前的自己。

“2008 年的这个时候，我也是这里的高
一新生。由于家庭经济困难，学校给了我很多
帮助。实际上，我能完成学业得益于大家的关
照。”张妩琼说，如今回到母校成为一名教师，
就是想让关爱延续、让教育照亮更多孩子的
人生路。

教育扶贫，是习近平总书记关心的事情之
一。他指出，要把发展教育扶贫作为治本之计，
确保贫困人口子女都能接受良好的基础教育，
具备就业创业能力，切断贫困代际传递。

不只是张妩琼，从巍巍沂蒙到逶迤乌蒙、
从四川盆地到河西走廊，党的十八大以来，
“教育扶贫”播撒的种子，正在阳光雨露下破
土而出，在阻断贫困“代际传递”、呵护留守儿
童成长、促进青年就业成才中发挥了不可替
代的作用。

她坚信：“越努力越幸运、越

奋斗越公平”，从“没有童年”到成

才脱贫

“我上小学时，堂哥也在我家生活。那时
候他正好上大学，加上我和妹妹，父母要供养
三个学生。”张妩琼记得，当时父亲平常打打
零工，母亲在村委会工作。母亲时常需要预支
一年半载的工资为堂哥交学费，等到实际发
工资时往往只有几十块钱。

“十几元一本的教辅材料，我都是借同学
的看。趁着中午休息时间读完然后赶紧还给
人家。”张妩琼告诉记者，与同龄人聊天，总觉
得自己“没有童年”，因为大家聊的怀旧动画
片、电影、明星，她往往一概不知。

经济上的拮据，并没有浇灭这个家庭对
教育的厚望，因为总有人在鼓励着他们。小学
时，老师为她垫付参加数学比赛的费用；初中
时，学校惜才破例录取；高中时，学杂费获得

全免……
知识改变了命运，工作改善了生活。张妩琼一家人已从平房搬进了窗明

几净的楼房，去年家里还买了一辆小轿车。今年开学前，张妩琼刚举行完婚
礼。那些年吃的苦，如今都化成了甜。

当张妩琼带领学生军训时，王陈也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忙碌着。这位
21 岁的姑娘，2017 年从临沂市工业学校毕业。短短两年间，她成了临沂市
区一家星级酒店的部门营销经理。与张妩琼类似，王陈同样成长在一个并不
富裕的家庭。

“爸爸心脏不好，家里收入全靠妈妈种小麦、花生和玉米。当时姐姐读了
高中，我想尽早工作来减轻家庭负担，所以选择去读中专。”王陈说，她很感
念在学校的三年时光让自己掌握了一技之长，也感谢现在的工作单位提供
了让她展示能力的平台。

“以前回家是从家里拿东西，现在是往家里送东西。我把每月薪水的一
半交给爸妈。”王陈说，自己现在自学了古筝、茶艺、香道，还准备考个初级会
计师证。“越努力越幸运、越奋斗越公平”已成为她的人生信条。

张妩琼、王陈的人生转折，是“教育扶贫”的一个片段。临沂市近年来蹚
出一条从“有学上、不辍学”到“上好学、成人才”的脱贫攻坚新路。2016 年以
来，当地为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学生提供财政资助资金超过 8300 万元。同时，
全市中职学校共招收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学生超过 1600 人。

他坚持：“学生不动老师动”，11 次家访，为的是不

让一个孩子掉队

开学的第三天，王峰峰趁着学校午休时间，又来到四年级学生小宁的家
里做家访。近一年来，这已是他对这个孩子的第 11 次家访。

36 岁的王峰峰，是甘肃天水市秦安县陇城教育园区上魏教学点的一名
在编乡村教师。去年 11 月，他从陇城教育园区南七小学调到上魏教学点担
任校长。很快，小宁家特殊的家庭情况便引起他的注意。

“小宁并非严格意义的留守儿童，但母亲因家境贫苦已离家多年，家里靠
年事已高的奶奶维系，家外靠父亲一人挣钱养家。”王峰峰记得，小宁给人的初
步印象就是性格很内向、不爱说话，也不乐于帮助同学，学习成绩落在后面。

可就是在一次次家访中，王峰峰发现小宁年纪虽小却很懂事，一回到家
就忙里忙外做家务。接触时间一长，他更发现小宁的概括归纳能力出色，这
为他打开小宁心结找到了突破口。

“我所能做的，就是给予小宁更多关爱与呵护，来缓解他的生活压力；帮
助他制订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案，不断表扬鼓励孩子发挥优点和特长。”令王峰
峰欣慰的是，不到一年时间，小宁的各科平均成绩从不及格变成 80 分以上。

秦安县是河西走廊上的深度贫困县，经济发展的滞后令师资分外紧缺。
2015 年，当地实行“学生不动老师动”的巡回走教模式，2002 年参加工作的王
峰峰第一时间报了名。走教之初，因车辆暂未配备到位，老师们就靠步行、骑自
行车或摩托车，往来于不同教学点，为山乡学童带去音乐、体育、美术等课程。

王峰峰当了 17 年乡村教师。他觉得这里的天与地更适合自己。“在乡村
成长起来的教师更懂得乡村教育，更了解农村孩子们需要什么样的教育。每
当看到孩子们求知的眼睛、家长们淳朴的笑脸，我就感到自己所有的坚持都
是值得的。”王峰峰说。

她欣慰：留守儿童“陪伴式教育”，不会再让下一代

吃没文化的亏

身在广东惠州的李敏，带着几分无奈挂断了手中的电话。这是一通拨往
几千公里外四川广元宝轮镇老家的电话。“两个女儿，从小交给外婆外公拉
扯长大。妈妈对她们而言，更多只是电话那头的几句叮嘱与唠叨。”自认为是
“打工者二代”的“85 后”李敏说。

李敏女儿就读的宝轮镇苟村范家小学，今年上学期全校 80 名学童中，
留守儿童就超过三成。

让李敏欣慰的是，老家学校的条件比自己读书时好了太多，老师更认真
负责。“家里老人辅导不了作业，老师放学后就给孩子‘开小灶’。”李敏说，在
微信家长群里，每天都有班主任发来的学生活动照片、视频等，女儿最近学
习如何、情绪怎样，老师都会与家长私信交流。

在农村中小学占 85% 的广元，为留守儿童提供“陪伴式教育”的学校越
来越多。如范家小学就打造了师生、学生间互相尊重与关爱的“班家文化”，
尽力弥补留守儿童成长过程中的情感缺失。

与李敏不同，王小荣选择留在女儿身边。在贵州毕节市黔西县花溪彝族
苗族乡，记者见到了王小荣与她 12 岁的女儿。由于地处乌蒙山集中连片贫
困地区，这里的人们不得不外出谋求生计。近年来，当地想方设法创造更多
家门口的就业机会，一些家长决定返乡工作、陪伴子女成长。

望着墙壁上女儿成行成列的奖状，43 岁的王小荣一脸自豪。“我不到
20 岁就出门打工，没有文化知识，全凭苦力吃饭。”王小荣说，那时候挣钱不
多、离家遥远，就想着不能让自己的孩子“再吃没有文化的亏”。

花溪小学校长陈安贵说，现在有许多像王小荣一样的家长，坚信“知识
改变命运，教育照亮人生”。国家对农村教育的支持与帮扶，更让家长坚持子
女接受教育的决心愈发坚定。

(执笔记者余孝忠、萧海川，参与记者：白丽萍、吴晓颖、骆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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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书记关心的百姓身边事 面朝大海，静待花开

在在青青岛岛西西海海岸岸新新区区灵灵山山岛岛学学校校的的操操场场上上，，
学学生生们们围围着着张张丽丽做做游游戏戏，，在在““无无敌敌海海景景操操场场””任任
何何一一个个角角落落，，抬抬头头便便是是一一片片蔚蔚蓝蓝。。

本本组组照照片片均均由由新新华华社社记记者者李李紫紫恒恒 66 月月 2266 日日摄摄

▲左图：午餐时间，女儿杨焱喜（前右）不好意思地告诉妈妈，昨晚做梦吃了一顿披萨。中图：毕业班的学生在展示将送给学校的石画。右图：张丽展示学生送她的卡片。

青岛灵山岛学校

张丽老师采访笔记

教师节特别报道

新华社记者孙闻、李紫恒

她是不是太年轻了？跟众多贫困地区教师比起来，她
的工作生活条件是不是不够艰苦？她在那里干得到底出
不出色？她在那里坚守的是不是还不够长？她的故事是不
是足以打动读者？

去青岛西海岸新区灵山岛学校之前，这些问题令我们
踟蹰，直到我们踏上这座距青岛市 22 海里、距西海岸新区
积米崖码头 9 海里、陆地面积 7 .66 平方公里的小岛。

“张老师，您到哪儿了？船就要开了。”
“我到安检口了。”
循声望去，大个子、扎着个马尾巴、背着一个硕大的

双肩背包，没错儿，就是她！张丽冲着登船的跳板一路疾
走，全然看不出已有七个月身孕。她身后三四十米，一个
八九岁的小姑娘，也扎着马尾辫儿、也背着一个硕大的双
肩背包、手里还拎着一个大号的纸袋子，满头大汗，快步
追上张丽抢过她的背包，娴熟地蹿上跳板，滋溜一下钻进
了船舱。小姑娘叫杨焱喜，是张丽的女儿。

刚坐定，船就开了。“产检情况怎么样？”
“还是老问题，大夫又给开了 15 天的假，让我能躺着

就不坐着、能坐着就不站着、别走路、少说话。”
这是 20 天内医生第二次给张丽开出这样的医嘱和

假条了。上次是 5 月底，医生的话说得很严厉，“如果不严
格遵医嘱，随时可能……”

张丽难过得辗转反侧了一天，第二天又上岛了———
“得给孩子们过六一啊。”

“我觉得大夫总会把问题往严重了说，”张丽微笑着低
下头，抚摸了一下隆起的肚子，“我觉得它一切都挺好的。”

船行 40 分钟，到达灵山岛码头。
“张老师回来了啊。挺好的吧？”
“哎！回来啦。挺好的！”一下船，码头上的“张姐”“王

姐”“刘婶”“李叔”们热情地跟张丽打招呼。上岛四年，张
丽跟全校四十来个学生的七姑八姨都熟络起来。

灵山岛学校是一所 9 年一贯制全日制学校。两幢两
层半的主楼，前楼是小学部、后楼是幼儿园和初中部，大
门口的平房是传达室和食堂。

“这是我们的无敌海景操场。”走进学校张丽像回到
了自己的家。海天一色、清风拂面、涛声阵阵、鸥鸣啁
啾……站在操场任何一个角落，抬眼便是一片蔚蓝。全塑
胶运动场、玻璃钢篮板、人造草坪 5 人制足球场、标准尺
寸乒乓球桌……这样的海景操场绝对称得上“无敌”。

“可惜我们的体育老师调到岛外工作了，体育课由一
位英语老师代教，全校不分年级一起上。”张丽一句话把
记者拉回了现实——— 这是一所只有 10 名在编教师和 2
名代课教师的海岛学校。

张丽带记者到会议室小坐。会议桌上摆着几只钢舌
鼓。杨焱喜拿起鼓槌熟练地演奏了一曲《沧海一声笑》。

“这是妈妈给我们排练的六一节目。”
“为什么选这个曲子？”
“你看。”杨焱喜揪起了 T 恤衫上的校徽，上面印着

八个字“海天一览、气养浩然”。

灵山岛学校的教师集中居住在一个叫沙嘴子的自然村，
距离学校步行 20 分钟路程。对岸是青岛西海岸新区，霓
虹闪烁处，沿海的建筑群被勾勒成一条绚丽的风景线，小
岛和繁华就隔着一汪海水。

顺着小卖部大姐指引，记者敲开了张丽的门。一张双
人床占去这间平房一大半的空间，床脚顶着一张单人课
桌和一张双屉桌——— 抽屉不知哪里去了，三合板桌面受
潮胀裂成一层一层，又被磨出了包浆。靠墙立着两个老式
木制书架。所有木制家具上都长着霉斑。屋里一共有 4 件
电器——— 顶灯、台灯、空调和张丽带来的一台笔记本电
脑。笔记本电脑正播放着胎教音乐。

“条件比我刚来时好多了，”张丽说，“空调是去年装
的，主要是解决冬天取暖问题。”

“嗯。吹出来的都是凉风，还不如不开。”一旁的杨焱
喜插话了。

“电压跟不上，确实不太暖和。主要还是靠电热毯。睡
着了就好了。”

“嗯。脸冷！一大早就冻醒了。”杨焱喜又插话了。
“你是不是不喜欢这里啊？”记者问杨焱喜。
“那倒不是。”
“今天要不是承诺给她买根冰糕，她还不跟我去大陆

呢。”张丽说。
“在岛上还有什么想吃吃不到的东西？”
“披萨！”杨焱喜脱口而出，随后打了个甜美的哈欠。
见孩子困了，记者起身告辞。出门时记者想随手把防

盗门带上，却发现门是坏的，合页脱落，门斜靠在墙上。
“刚装上没两天就让大风刮坏了。”张丽说。
“这儿为什么要立一盏灯？”
“院里没路灯，装上它方便学生和家长来找我。”
“嗯。还招蚊子。”杨焱喜又插话了。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张丽伴着孩子们的早读声走进 6 年级的教室。大液

晶屏、投影仪、音箱、空调，一应俱全，全班只有 8 个孩子，
一水儿的古铜色皮肤——— 电教化、小班额、丰富的户外活
动，再加上张丽，这位英语专业本科且考取了专业八级证
书的学校负责人兼任课教师，这些恐怕都是大城市家长
们眼中优质校的必备要素。

张丽全程英语授课，她提出的绝大多数问题得到孩子
们积极回应，一律英语作答。只有一个问题，孩子们卡壳了。

“Jasmine Flower，这首歌哪位同学能给大家唱一下？”
……
“一句也可以。”
张丽一连叫起三位同学，三个孩子怯怯地每人唱了

一句……
“今年西海岸新区教体局给我们招录了一位专职音

乐教师，暑假期间就来报到了。”张丽说。
不太会唱歌的孩子们几乎人人画得一手好画，就画

在从海边捡来的鹅卵石上。
学校的美术教室有个美丽的名字“石头花开创作

室”，摆满了孩子们的作品——— 调皮的鱼、眨眼的花、欢笑
的萝卜、七彩的大树，画得最多的，还是他们会发光的学
校。孩子们驰骋梦想，鹅卵石绽放快乐。

子全部被西海岸新区的致远中学录取，没有新生补充，新
学年灵山岛小学全校学生还剩 39 名。

生源不足、师资薄弱，这是横亘在张丽打造“全国知
名海岛品牌学校”梦想之路上的两块巨石。

“再难也不能放弃梦想。”
4 年前，刚参加完教师资格考试的张丽全家到灵山

岛观光，岛上几个孩子围着她问这问那，求知的眼神瞬间
俘获了她的心。不久，成绩出来了，全区第二。这意味着她
可以在区内任意挑选学校。

“就去灵山岛！”这个决定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做出的：
娘家在西海岸新区，条件不错；自己家在青岛市区有公
寓；孩子就读于令人羡慕的机关幼儿园……她为什么要
到一个蚊子叮一口痒三年、隔一天凌晨 5 点去排队打一
桶水用两天、连洗澡都是奢侈的海岛去吃苦？

“就是那几个孩子的眼神！”张丽说，“这个眼神我爱
人也看到了，所以全家只有他坚定地支持我。”

对强者来说，困难从来都是意志的磨刀石。上岛四年
多，张丽只哭过两回。一次是离家时女儿的一声“妈妈别
走”让她泪如雨下，后来她索性带着孩子一起上岛。另一
次是娘俩在岛上一起发高烧，同事到村医家里买来一瓶
不知过期多久的莱阳梨糖浆，她抱着孩子痛哭失声。

强者眼里看到的永远是光明。岛上建起了社区医疗
中心；岛上的渔家宴民居旅游项目从无到有，开办了 190
多家；学校的硬件设施一天天好起来；留学美国的学生慕
名前来支教……

“有孩子就要有教育。教育兴，海岛兴；海岛强，教育
强。”信念的种子，在张丽心里萌发，根越扎越深。

“全体肃立！唱国歌，升国旗。”雄壮的《义勇军进行
曲》在海岛上空回响。

“礼毕。请张校长讲话。”
张丽理了理头发，精神饱满地站在全体师生面前，丝

毫看不出她刚刚艰难地给孩子们上了一节课。
就在今天早上，张丽的身体又出现了状况，说不了两

句话就气喘吁吁。下课铃响起时，张丽已经大汗淋漓……
“同学们，毕业意味着你们要离开母校了，像雄鹰一

样，即将展翅高飞……”张丽看了看毕业生，有些哽咽。
“你们要永远记住这个叫灵山岛的地方，这里孕育了

你们的成长，寄托着老师的梦想，这里有山有海，有诗和
远方，有你们的童年、母校和故乡……”

孩子们一拥而上，哭着把写满祝愿的纸条塞到张丽
手里。“同学们，不哭。我们一定还会再见，老师永远都牵
挂你们。”张丽泪流满面，和家长、孩子们紧紧地、久久地
拥抱在一起……

此刻，海风习习，红旗猎猎，蓝天如洗。

学校放假了，张丽住院了。张丽是躺着入院，在医院
里躺了 22 天，又躺着出院的。

出院时医生严厉地告诉她：“从现在到孩子出生，你
只能躺着！”可是，一出院，张丽又上岛了。张丽的朋友发
来一张她躺在电瓶车上的照片，附言是“她就这样一路躺
着，察看了学校暑期维修改造施工情况，开了家长会，安
排了暑期兴趣班的活动。”

9 月 5 日 6时整，张丽更新了她的朋友圈———
2019 年 9 月 5 日，顺利产下一个男孩，母子平安！感

谢大家关心！
照片上的孩子眉目疏朗，睡梦中露出甜美的微

笑…… 新华社青岛 9 月 9 日电

6 月16 日 13：20 积米崖码头

14：30 灵山岛学校

海岛的夜来得特别早，晚上 8 点一过已是漆黑一片。

食堂门口，两名厨师正在给孩子们分发牛奶，每人一
袋。牛奶是厨师们热过的，不凉不烫。

“9 月开学学生一下子少了十来个，饭和菜都得少做
点了。”负责总务的肖老师跟厨师说。小学部 6 年级的孩

6 月16 日

6 月16 日 20：30 学校教师宿舍

6 月17 日 8：00 学校小学部

6 月19 日 10：00 学校食堂

6 月24 日 9：05 学校小广场

9 月 5 日 6：00 张丽的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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