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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这是中国青年报
‘青年之声’ 收到的一
封来信。 关于短期支
教， 社会上议论颇多。
这里是参与乡村支教
的一位教师的真实感
受。 他说，对农村孩子
来说，暑假简直是进入
了一场‘夏眠’。

“很害怕今年又没老师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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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8 年暑期支教开始之前，
河南南召山区的家长和学生就
催着老师们来问：支教老师还来
不来？

当时，我们组织的春季支教
才刚刚结束不到一周。

每次有人来问，我都明确给
了肯定答复，但他们还是不停询
问。 着急的人索性要来我的电话
和微信，不断地发来信息。

我知道， 他们之所以追问，
是害怕再出现两年前暑期支教
中断的情形。

“玩到寂寞”的山里娃

2007 年，我们第一次来到地
处伏牛山腹地的南召县，是为了
发放助学金。 第一站是不通车、
离最近的路口 20 多里地的大沟
村小学。

学校很小，只有两间教室，1
名专任教师，1 名代课教师，却有
4 个年级。

门前有一条山溪， 清澈见
底，是山上和山下居民共同的水
源。 背后则是延绵的群山，是孩
子们采山花打栗子的场所，也是
他们课后攀爬嬉戏的乐园。

当年，学校对面还有很多草
房，村里的房屋也大多破旧。 如
今，村里大变样，那些过去看起
来在风雨里随时会倾倒的旧屋
逐渐变成了亮堂的瓦房甚至楼
房，室内装修也颇为讲究。

然而， 校舍并没有太大改变，
外出打工的家长依旧外出，留守在
家的孩子，还是一见到我就会提起
他们每到暑假就“玩到寂寞”的苦
恼———寒假有回家过年的亲人陪
伴， 上学期间有小伙伴一起玩耍，
然而暑假，通常只有隔辈的爷爷奶
奶一同生活，他们对新事物并不明
了，且要负责耕作与家务，除了照
顾生活起居，并不能给予更多。

山里的人，彼此在不同的山头
居住， 有时十余户构成一个村组，
有时几户甚至一户便成一自然村。
因此，山里的孩子，身边可以一起
玩耍的同龄人并不多，而要找同学
一起玩，山路少则三五里、多则十
余里，长辈出于安全考虑，多数时
候不会允许他们单独前往。

用孩子们的话来讲，这样的
暑期生活，前几天因为不用上学
开心，但玩不过一个星期就玩到
了“寂寞”，除了玩，还是玩，也没
有人陪，关键根本没什么可玩。

他们最常提到的是英语

关于课程，孩子们最常提到
的是英语和兴趣课。

大沟村这样的非完全村小，
地处偏远，老师年龄较长，没有
条件， 也没有师资开设英语、绘
画、音乐、体育等课程。 只有语文
数学两门课，还要两个年级共用
一个教室，学习效果的提升与学
习兴趣的培养都成了难题。

学生念到五年级，转到镇上
读书，突然发现，自己和三年级
甚至更早开始学习英语的其他
同学之间的差距大到超出想象，
进而失落，沮丧，拼命追赶中学
习热情逐年降低，很大一部分人
义务教育没有完成便已辍学。

每次结束助学离开时，这群
山里娃都会拉住我的手，央求我
可否多停留两天，周六周日教教
他们英语，他们不想到镇上学习
后，落后别人太多。

孩子们的眼神里，充满了期
待，充满了渴望，也充满了让人
怜惜的不安， 他们害怕我会拒
绝，所以表面安慰我实则自我安
慰地说， 老师你不留下没关系，
我们只是问问，就像害怕爸爸妈
妈会外出打工一样，希望他们留
下，但他们最终还是会走。

那一刻，心脏好像被脆弱击
中，突然不知所措。 明明还要坐
10 多个小时车赶回学校给自己
的学生上课， 此刻必须离开，却
一下子不知如何开口告别。

我坐上校长夫人的摩托，看
着孩子们一直在后面奔跑，追了
很远送我。

复又下车， 坚定地告诉他
们，如果他们愿意，这个暑假，我
会来，并会带着大学里的哥哥姐
姐来教他们英语。

孩子们立刻欢呼着围过来，
纷纷举手表示赞同。 有人举起双
手，有人索性坐在地上，开心地
把双脚也举起来。

那一年，是 2010 年，我来这
里助学的第四年，我第一次感受
到这群孩子对学习的渴望如此
之深，除了他们的寂寞，更多的
是因为走出大山的梦想与现实
教育资源匮乏构成的落差。

那年暑假，在山区老师和当
地村民的支持和帮助下，我们正
式在南召山区合作助学的 3 所
村办小学开始了短期支教。 每年

暑假和春季实习期间各办一期，
每期 3 周。

我们很害怕， 今年又没老
师来

除了支教，我们继续资助山
里的贫困生， 为他们创建图书
室、活动室，带他们来城市和大
学参观体验，并借助城里的力量
实现他们的礼物梦想。

我们和山区的老师彼此分
工，他们继续负责学生主干课，我
们则主要负责打开学生视野，为
他们创造看向大山之外的窗口。

支教的生活十分辛苦，学校没
有宿舍，桌子也高低不平，睡在地
上反而更舒服。 这些生活的困苦
就像北方寒冷的“物理攻击”，完
全在可承受范围，反倒每次支教
前后都会收到身边人默默转发
来的大量的关于短期支教的批
判和他们间接的否定，让我每每
感到一种无力的孤独， 甚至对自
己所作的努力是否存有价值产生
质疑。

这种犹疑与我之前看到的学
生眼神里对知识的渴望构成了矛
盾，而矛盾，让我变得不再坚定。
每次支教前， 我都会一而再再而
三地和山区老师与学生确认，他
们是否真的希望我们来。

尽管每次都会得到肯定的
回答，我还是会因为每一年重又
收到的那些否定支教的文章神
经质地再次去问。 这种反复和疑
虑，直到去年，我们意外中断一
年支教后，才彻底被打消。

“亲爱的老师：
你们好！
欢迎你们的到来，在你们没

有来之前，我们多么希望你们赶
快来，因为上一年的暑假没有一
个老师来 ，我们很害怕 ，今年又
没老师来。

幸好你们来了， 你们可以陪我
们度过愉快的暑假。非常感谢你们！

我们很喜欢你们每一个人 ！
你们也要喜欢我们，不可以讨厌
我们啊！

……”
2016 年，河南大学暑期试行

三学期，学校安排有课，我们没
有来山区支教， 就在这一年，孩
子们几乎隔两天便会问我，什么
时候来？ 知道我们暑假不来了，
又担心地问是不是再也不来了？
是不是他们对我们不够好，所以
我们生气了才不来？

告诉他们都不是，但是他们
还是不放心。

一年后，2017 年暑假， 志愿
者如约而至时，刚下车，就看到
孩子们齐刷刷地站在校园里等
着迎接我们，而黑板上写的正是
上面的这封信。

他们那一句“我们很害怕，
今年又没老师来”戳中了我们所
有的脆弱与不坚定的摇摆，那一
刻，关于支教是否需要的疑虑忽
然变得不再重要。

家长们甚至愿意付费

暑期支教中，很多困难需要
面对，首先是志愿者和当地学生
的安全。 在中王庙村小学支教的
第二年，我们就遇到了当地多年
未遇的水患。 两名白河下游其他
村的孩子落水遇难，安全突然成
了悬在每个人心头的最大忧患。

我们决定提前一周结束当
年的支教，然而就在准备公告的
前一天晚上，得知我们要离开的
消息，家长们纷纷带着孩子跑来
学校挽留，不知原委的他们害怕
哪里怠慢了我们，焦急地询问怎
么做可以让我们留下，甚至拿出
众人临时凑出的钱，表示愿意付
给我们学费，一定要让孩子们多

学一些知识。
得知事情的经过，家长们承

诺每天都会接送孩子确保路上
安全， 学校老师则集体牺牲假期
来校帮忙维持秩序， 村里的代课
教师、退休的老教师、年迈的老村
干、学校附近的老阿姨，尽管家里
有农活儿要做， 尽管其中一部分
人生活困难， 但每个人都前来协
助，用他们的话，只要能给孩子们
带来好处， 带来希望， 哪怕一点
点，他们都觉得所做值得。

随着支教的持续与深入，村民
们越来越多参与其中，知道我们买
菜不方便，他们商量好似的，一家
一天轮流来学校送菜，而且他们十
分清楚支教团“不准拿群众一针一
线”的规定，每次送菜都趁着我们
上课，悄悄挂在校门上，一声不吭
便走了，让我们无从拒绝。

不光志愿者，山区的老师、家
长、 村民们共同守护着支教的梦
想，渴望着山里娃更好的未来，所
有人努力投身其中的原因， 也许
从中王庙村小学陈贞会老师的这
两段话中可以找到答案：

暑假一来，城里各种各样的
辅导班、特长班、预科班、夏令营
办得热火朝天。 而农村的孩子，
暑假简直是进入了一场“夏眠”。
一切都不再正常运转了。 离开学
校，没有老师的管教，也没有父
母的陪伴，疯狂玩上几天，便连
玩也觉得没意义了。

支教恰好能解决这些问题。
志愿者们的英语和兴趣课程，包
括支教结束前的文艺汇演，让每
个孩子都有参加快乐学习的机
会，每个人都能尽情展示自己的
风采。 老师和家长都被他们的表
现折服，原来我们山区的孩子也
可以这么优秀。 支教结束后，志
愿者和孩子们保持的长期联系
也让这一活动无限延伸。 支教虽
然短暂，但给孩子们带来了无限
的光和美，愿孩子们能循着大学
生志愿者们的踪迹， 一路前行，
寻找属于自己的诗和远方。

作者 张晓晖（河南大学德
语系主任，公益项目“母亲助学”
活动发起人 ）（文图据中国青年
报青年之声）

河南南召大沟村小学，学生们跟支教志愿者在一起

孩子们写给支教志愿者的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