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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跨越 20年的支教接力
隶属于青海省西宁市的湟

中县，坐落在黄土高原和青藏高
原的过渡地带。 来自清华大学研
支团湟中分队的同学若从学校
出发， 需要辗转乘坐 20 多个小
时的火车与大巴，穿过崎岖的山
路，才能抵达这里。 而这条自东
向西、横跨 1660 余公里的路 ，清
华大学研支团走了 20 年。

1999 年，第一届清华大学研
究生支教团志愿者杨海军在青
海省民和县大庄乡初级中学支
教 1 年。 此后， 自 2002 年起，清
华研支团奔赴这场持续至今的
“青春接力 ”， 累计派出志愿者
196 名， 先后服务于湟源县第一
中学、第二中学、第三中学、巴燕
中学 、大华中学 、湟中县第一中
学、 湟中县职业技术学校 （2018
年 1 月更名为职业教育中心）。

“到西部去 ”不再是一句简
单的口号，它成为一颗希望的种
子，在支援祖国西部的清华大学
志愿者的心里生根发芽。

新老师遭遇新问题

“用一年不长的时间，做一
件终生难忘的事情。 ”第一次听
见这句话时，朱明媛内心怦然一
动，从此将这行字印在脑海。

现任第 22 届清华大学研究
生支教团青海湟中分队队长的
她回忆起当初选择支教的初衷，
直言自己是被“星火传承的精
神”所打动，“支教工作就是把火
点燃，点燃偏远地区学生对外界
的渴望，点燃社会对西部教育事
业的重视”。

只是，尚无太多授课经验的
大学生，教学手法与沟通方式都
略显稚嫩，“如何最好地帮助到
这些偏远地区的孩子们”便成为
每一届支教志愿者们刚抵达支
教地点时， 不得不思考的难题。
用马晓东的话来说，就是“理想
很美好，然后现实却给你沉重的
一拳”。

尽管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心
理准备，面对英语单科平均分只
有 58 分的第一次月考成绩，被
孩子形容成“一看就很好欺负的

女老师”的朱明媛还是感觉被当
头浇了一盆凉水。

田中原三令五申“上课不许
睡觉”， 但在刚开始授课的很长
一段时间，却总是免不了与一上
课就“闭目神游”的学生“斗智斗
勇”。“有一个周二，早上第一堂
课， 我在刚上课的 10 分钟里叫
醒了四五位犯困的同学，这让我
备受打击。 ”

有些学生在初中打下的基
础薄弱，在理解理科的抽象概念
时有些吃力。“比如‘物质的量’
和‘摩尔数’。 ”高索芬说，“我在
班里重复过很多遍它们的概念，
但大家很难建立起从宏观到微
观视角的转变。 ”

“理解是改变的开始”

为了让同学们更好地理解这
些抽象的概念， 高索芬开始将一
些生活中的例子结合到课堂里。

“通过一些平常的事物去做类比，
比如说通过一打鸡蛋引申到摩
尔， 或者将物质的量理解为一个
箱子。 ”当全班都能正确理解这些
名词时， 已经过去了半个学期。

“时间久没关系，好在他们都能够
建立起化学思维上的转变。 ”

在她眼里，理解就是改变的
开始。 同样的道理，也体现在与
学生的相处上。“要耐心将心门
叩开，才能让光透进来。 ”刚抵达
湟中一中时， 高索芬就发现，这
里的孩子们性格两极分化特别
明显———要么很腼腆、 内向，要
么很叛逆、顽劣。

“有个学生，上课睡觉，不交
作业，总是像在梦里，几次面谈
都没有效果。 就连班主任也劝我
把重心放在想学的学生身上。 ”
但高索芬不忍心就这样放弃。 她
留意到，这个男孩眼睛里总是红
红的，她反复向其他同学打听后
才得知，因为父母闹离婚，他整
宿失眠。

“他说他很难过，每天晚上总
是想到以前和爸爸妈妈在一起的
生活， 一直绞尽脑汁在想自己哪
里做得不好， 所以爸爸妈妈才离
开他。他难过到睡不着，好像读书

也不知道是为了谁。 ”男孩说话时
迅速转头看向别处， 又飞快地用
袖子擦掉眼泪，高索芬心疼不已。
为了缓解他的失眠， 高索芬特意
买了一些蒸汽眼罩， 在值周时偷
偷塞进了男孩的宿舍。

朱明媛并没有在月考的打
击里消沉太久，她和班里每一位
学生一对一沟通，为他们分析每
一道题的得分、错误原因、提高
方法， 询问他们英语学习的状
态、对当下教学方式的接受程度
和改进建议。

根据学生学习基础的差别，
朱明媛开始尝试分层教学，针对
性地布置不同难度的作业，坚持
面批面改。“那段时间我和室友
好几天没碰过面，连隔壁办公室
过来串门的老师都说，感觉每天
来得最早、 走得最晚的就是我，
建议我干脆顺便带个班试试。 ”

志愿者们的努力与温柔慢
慢引起了“质变”。

“第 2 次月考，我带的班级
英语平均分进步了 12 分， 一跃
成为年级第四名。 ”同学们也不
再“欺负”这位长着一张娃娃脸
的年轻老师。

因为上火，朱明媛嘴唇上曾
经一连起了好几个水泡，显得有
些“滑稽”，她一度想过戴口罩上
课。 但当她做好了全班会哄堂大
笑的心理准备、走上讲台，却发
现课堂一切如常。 下课后，一个
平时不怎么爱说话的女生突然
来找她，把藏在身后的手伸到她
面前，递来一袋打开的牛黄解毒
片：“老师，我看你嘴破了，吃这
个药很管用的。 ”她羞涩一笑，没
等朱明媛道谢就转身跑开了。

朱明媛内心深处最柔软的
角落被触碰了。“这么可爱的孩
子们， 我要对他们再好一点，帮
他们再多一点，才不会辜负他们
对我的信任。 ”

队员田中原、戴尚琪与刘博
远也逐渐在一次次的试错中找
到了适合的教学方式。 随着教学
经验越发丰富，再也没有学生在
田中原的数学课上睡觉了，课堂
上的氛围也逐渐热烈了起来。 原
本就与学生相差不了几岁的戴

尚琪觉得，自己和学生们更像是
朋友。 他时常想起那个停电的夜
晚，期中考试的落幕让平常紧张
的学习氛围稍微放松下来，男生
们默契地锁上教室门，女孩们起
着哄让戴老师唱歌。 月色正浓，
那首他大一做社工时学会的《宠
爱》， 便融在了那夜的烛光和大
家的笑声里。 回到寝室，没尽兴
的男生们还和戴尚琪比赛做起
了俯卧撑。

“支教绝不是单向付出”

“支教绝不是单向付出。 ”刘
博远用“宁静而充实”来定义这
一年在西部支教的日子，“从大
一第一次站上讲台，开始长期在
打工子弟学校支教，到大二开始
关心城乡教育公平，大三选修了
社会学双学位，大四保研到教育
社会学领域， 再到参加研支团、
来到湟中，每一段成长都在让我
不断摸清自己的人生方向。 在支
教的道路上，我还遇到了许多和
我一样渴望兼济天下的同仁，他
们也不断为我带来影响，让我变
得更加成熟，更加坚定。 ”

积极的变化亦悄然发生在
湟中县。“一家 7 口挤在 3 间屋
子里，一间已经漏雨，另一间既
是厨房又是卧室，‘客厅’只有炕
和吃饭用的方桌，以及一个‘湟
中造’煤炉。 ”这是第 8 届研究生
支教团赴湟中职校队员贾曦深
入牧区做家访时看到的情形。 一
晃 13 年过去， 当朱明媛所在的
第 21 届研支团抵达湟中一中，
见到的却是无论是环境还是硬
件设施都可媲美“缩小版大学”
的校园。

“参加支教之前，脱贫攻坚
对于我们来说，是国家的一项政
策、新闻的一个标题，感觉离我
们非常遥远。 而当我们真正来到
支教地，行走在田间地头开展调
研， 走村入户与老乡促膝交流
时，才深切地了解和感受到国情
民情，认识到脱贫攻坚的重要性
和必要性。 ”朱明媛也把“接力教
育扶贫”扛在自己的肩膀上。

10 余年的支教中，清华研支

团见证了湟中从国家级贫困县
到脱贫摘帽、撤县设区、全面小
康的历史巨变。“扶贫先扶智。 ”
清华大学研究生支教团青海湟
中分队的志愿者们用教学成果
践行了“奉献、友爱、互助、进步”
的志愿精神，接续完成这场教育
扶贫的实践。

2020 年 4 月 28 日， 清华大
学研究生支教团青海湟中分队
获得由共青团中央、全国青联授
予的中国优秀青年的最高荣
誉———第 24 届“中国青年五四
奖章集体”。

这枚奖章里是 196 个年轻
人沉甸甸的成长记忆。

“做一件自己特别想做的事
情是不求回报的。 ”周璇是第 14
届研支团赴湟中一中队员，一年
的支教生涯结束后，她决定用一
生去践行她的教育理想。

第 18 届研支团青海分队队
长马晓东是土生土长的青海人，
他加入研支团，“回到生我养我
的那片土地”。“当我有了自己的
羽翼， 尽管它还不是很丰满，我
还是要回到家乡，去告诉那些和
我一样的学生，外面的世界是怎
样的。 ”

2011 年，毛雯芝从湟中来到
清华，2015 年， 她又从清华回到
湟中。 高三时，毛雯芝得到了清
华研支团的强化辅导，考上清华
大学。 毕业后，她递交了第 17 届
研支团申请书， 没有丝毫迟疑。
她心怀感恩，想把这份爱在大山
深处传递下去。 她曾经是他们，
而他们身上一定还会发生“长大
后我就成了你”的故事。

“支教的关键词是传递。 ”戴
尚琪与高索芬希望将“始终在路
上”与“对世界和知识保持好奇”
的理念传递给支教地的学生们，
清华大学“行胜于言”的校风更
是通过这群始终满怀热情且有
探索精神的志愿者们，在长达 20
年的“青春接力”中被践行。

“教育是人类社会一种特别
美好的希望。 ”朱明媛在日志中
写道，“我们乘愿而来，我们满载
而归。 年年如是，这便是坚守的
意义。 ” （据《中国青年报》）

田中原在备课中 朱明媛给学生上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