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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德宏的景颇族山寨，山
清水秀，是脱离于现代工业桎梏
的自然之地 。 在这样宜居的地
方，许多留守儿童的心里却藏着
隐秘的伤痛。

“妈妈上次什么时候回来看
你啊？ ”

“八点钟。 ”
以上的对话，来自榕树根创

始人李旸和村寨里的一个景颇
族小女孩。

小女孩还没有超市的柜台
高，踩着板凳看墙上的挂钟。 她
的妈妈， 很多年没回过家了，上
一次回来时，小姑娘眼巴巴地等
到晚上八点，让她记住了八点这
个时刻，从此坚信晚上八点都是
妈妈回来的时间。

弥补爱与陪伴

2009 年，李旸第一次到丈夫
乐安东做研究的景颇山寨。

那次来德宏， 李旸带了许多
绘本， 带着当地的孩子做了许多
游戏和绘画活动， 孩子们都很兴
奋， 第一次有人花那么多时间认
认真真陪他们玩，给他们讲故事。

春节假期结束后，李旸回到
北京，有时会突然接到景颇孩子
们打来的电话：“李旸老师，我今
天听人说在加油站不能用手机，
所以我打电话告诉你。 ”

电话打来都是说一些无厘
头的小事，李旸心里发酸，她知
道孩子们是想通过这种方式确

保关系不会断掉，确定在下一个
假期还会见面。

于是当乐安东提出想要在
山里盖一间竹画室，在山里静心
画画、做音乐的创想时，李旸决
定和丈夫一起扎根在景颇山寨，
创立榕树根之家，为这里的留守
儿童提供长期的陪伴。

“从第一次来德宏到现在，我
们探索了 11 年的时间，最大感受
就是大家都忽视了乡村留守儿童
最严重的缺失是家庭的爱与陪
伴， 这会给孩子留下沉重的心理
阴影， 所以我们建立了榕树根之
家，为他们弥补这一块缺失。 ”

寻求关注，只为见父母

大部分景颇孩子从小过于懂
事，六七岁就像个小家长，背上背
着两三岁的小弟弟， 踩着几块砖
要够着灶台给爷爷奶奶做饭。

没有人、没有资源去关注这
些孩子的早教情况，经常是上了
一年级后，学校的课本成了他们
人生中的第一本书。

这样大的跨度让孩子们在
学校里成绩欠佳，因而获得很少
的正面激励，从而对上学的热情
逐渐消退，直到勉强混完或混不
完初中便早早弃学。 辍学后有的
回家务农， 有的就在镇子上打
工，做些简单的体力活。

对于只有初中学历的他们
来说，做保安、清洁工和饭馆服
务员是最常见的选择。 而汽修

师、导游、美发师、幼教老师、面
点师这些需要技术的工作是可
望不可及的，去艺校专门学习舞
蹈和绘画，更是想都不敢想。

然而，不是所有孩子都明白，
学习和机会是要自己把握住的。

2019 年 7 月，李旸照例为新
一批初中毕业的孩子们举办职
业教育行前训练营，用一周的时
间，带他们去昆明、芒市游学，熟
悉社会规则， 寻找自己未来工
作、学习的方向。

活动的最后一天，李旸少见
地冲孩子发火了。

“学习是你自己的事情，重
要的不是上不上学，是你自己到
底想要什么？ ”原本热闹的活动
区， 只剩下李旸和小伊两个人，
小伊平常是个活泼的男孩，这会
却低着头，一声不吭。

本来他已经定好去上技校，

但在临出发前却又突然无缘无
故反悔了，怎么问都不说原因。

其实李旸知道，小伊表现出
的不懂事只是想让妈妈对他多
点关注。 在这里，李旸见过太多
相似的孩子了，他们打架、闯祸，
有时只是为了借老师的手，把爸
妈叫回来，他们可以见上一面。

老师是孩子们的家人

每到寒暑假，已经外出求学
工作了的同学们会自愿赶回榕
树根帮忙。

20 岁的何胜磊是弟弟妹妹
心中的传奇人物。 他学过美发和
纹身两项专业，还去北京、昆明
工作过。

何胜磊的目标是在昆明开一
家自己的店。“因为这样离家和榕
树根都近，有事能随时回来。 ”

回榕树根分享自己在外见
闻时，下面的弟弟妹妹会出现难
得的全体安静，听得很认真。

分享会的最后， 何胜磊说，
在外面学习或者工作会有很多
压力和辛苦，要坚持下来，不要
遇到困难就想回来。

这样的情况，也是李旸老师
所担忧并经常处理的：景颇山寨
的这些孩子从小受到的关注太
少，内心力量非常弱，他们不知
道坚持与努力会成功，也没见过
身边有这样的人。

电视上那些励志故事离自己
都太遥远了， 所以榕树根帮他们
走出去还仅仅是第一步， 后面不
断提供心理支持，才是关键。榕树
根的老师们就是他们不离不弃的
家人，要扶着他们一步步走稳，直
到每一个孩子能够靠自己。

夏令营快结束的时候，李旸
与乐安东带孩子们到龙江边上
放孔明灯。

一个小女孩用拼音夹杂着
写上自己的愿望：“希望我的家
富有一点，这样爸爸就不用去打
工了。 ”

十年过去了，无数个像何胜
磊和乐伴一样的孩子见到了外
面更广阔的世界，榕树根也迎来
了一批新到职志愿者们。

随着孔明灯远远飞去， 榕树
根的职业教育行前训练夏令营也
到了尾声。 而即将远赴昆明的孩
子们，才刚刚开始他们的新征程。
（据“冬呱视频”，文中小伊为化名）

扎根山寨 10年

这对跨国夫妻让 200个留守儿童飞往全国

在济南新旧动能转换先行
区东三教村， 有一间公益学堂，
学堂开办于 2014 年，六年间，教
了三百余名学生，其中大部分是
留守儿童。 33 岁的李涛是学堂的
负责人， 他也曾是一名留守儿
童，李涛说，他只是想通过自己
的力量，让留守儿童过上和城里
孩子一样的生活。

村里的公益学堂

李涛的学堂在距离济阳县
城 20 余公里的小村子内， 朱红
大门，一方“家和万事兴”的牌
匾，让这个院落和其他住宅并无
二致。

学堂不大，分为大大小小的
三个房间，百余平方米。 房间里，
墙皮掉了，挂着浓淡多变的书法
作品。 这里没有讲台，只有一块
小小的老式黑板，下方摆了不少
书桌。

记者到达学堂时，孩子们正
在上剪纸课，张本河是李涛特意
请来的剪纸老师，他在讲台上把
红纸简单地对折，再对折，孩子
们看着，手里也跟着摆弄。

一墙之隔，便又是另一间教
室，另一番场面。 小小的房间似

乎被一分为二了，一边是堆满衣
服书包的大桌子，另一边是低年
级小朋友的学习场所。

志愿者老师问：“五五多少
啊？ ”下面，孩子的小手们极快地
举了起来。

李涛说，目前求知堂里有 46
名孩子， 年龄由 6 岁到 13 岁不
等，大约有三分之一的孩子是留
守儿童。

昔日的留守儿童

村口尘土飞扬的小公路，和
一望无际的秸秆场，占据了李涛
童年的不少回忆。 小时候，李涛
也是一名留守儿童， 太阳落山
了，他就拉着弟弟在村口向外张
望，等妈妈回家。

李涛说， 他依稀记得小时
候，清早，妈妈就会外出赶大集，
卖点家里的农产品，父亲在外工
作，每月能回来一次。 白天在家，
他就照顾弟弟，年幼的小孩走一
步哭一步。

“小时候，家里支持我读书，
我成绩也挺好的。 ”李涛说，初中
时，他意识到“书有点不够读”，
但他一直认为，自己的眼界还算
开阔， 直到升入县城里的高中，

他才发现“别人好像超越了我很
多年”。

首先是学习成绩，李涛告诉
记者，他认真读书，但成绩却只
能勉强与同学们持平，“但他们
看起来并不是很努力”。

李涛说， 他还有点自卑，每
当同学们聊起上网、 百度、QQ
时，他是插不上话的，他不知道
那到底是什么东西。

“这个差距到了大学也还
在。 ”李涛说，他大学读的是社会
工作专业， 结合自身的经历，就
一直想为留守儿童做点什么。

带着学生跳出“课本”

李涛毕业后， 留在深圳农
村，从事社区管理和协助弱势群
体的工作，主要关注外来务工子
女，给孩子们提供辅导等。“深圳
这个城市太大了，我找不到归属
感。 ”三年后，李涛决定回到家
乡，目前他是济南市先行区太平
街道的一名乡村振兴专员。

2014 年 1 月，李涛在太平镇
邝家村一所学校附近，租了一间
门头房，成立了济阳县求知堂公
益服务中心。 他联系返乡的大学
生和爱心人士，辅导孩子学习。

不过，李涛告诉记者，他不
喜欢别人称呼学堂为“辅导班”，
而且学堂确实不是以学习为主，
学习仅占成绩的 30%，“我们会给
孩子们准备其他课程， 比如绘
画、蛋雕、书法、器乐、朗诵等。 ”
李涛说，毕竟他想要的是孩子们
的内心和眼界得到长足的发展。

李涛说，他不想让孩子困在
这小小的土地上。 他给记者打了
一个比方，“学堂里买了一个架
子鼓，就放在讲台上，我跟孩子
们说，你们去打去玩，弄坏了都
不要紧。 ”李涛说，说了好几遍，
也没有孩子敢上，“最后是一个
调皮的小男孩，敲了一下，大家
才玩了起来。 ”

“以前家里人不太同意，后
来也逐渐理解了。 ”李涛说，做这
份公益事业，他听见过不少流言
蜚语，不过是说他傻，“现在什么
年代了，不好好赚钱，整这个干
什么。 ”

李涛说，笑一笑也就过去了。

六年教 300 多名学生

去年， 求知堂的原址拆迁
了，李涛才将学堂搬到了现在的
地方。 学堂如今也有了好声誉，

得到附近家长的好评。
“孩子们的心是很脆弱、纯

真的。 ”李涛说，除了学习，他也
会尽可能关注孩子们的内心健
康，这些孩子们，不乏有单亲家
庭的，他们可能会被歧视。 对此，
他已将单亲家庭的孩子们聚集
在一起，慢慢开导。

李庆龙是返乡的一位大学
生， 目前在学堂里做志愿教师，
他说：“以前在这听课，现在回来
做志愿者，挺有意义的。 ”记者了
解到，六年来，李涛在太平街道
党工委和团工委以及冯井管区
的支持下， 教授了 300 余名孩
子。 同时也有越来越多的爱心人
士参与到以“求知堂”为平台的
志愿服务组织中来，给孩子们购
书、资助上学、筹款购买学习用
品、为残障女孩众筹电动轮椅等
等。 在李涛的沟通帮扶下，有十
多名孩子接受到社会各界的长
期帮扶。 暑假快要结束了，李涛
有一个遗憾，他一直想带孩子们
去博物馆看看，“可是碍于没有
车，就搁置了。 ”

下午四点半，33 岁的李涛坐
在圆桌上， 正在给孩子们授课，不
大的教室里，回荡着他的声音……

（据《山东商报》）

“留守儿童”的公益学堂

孩子们的课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