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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揣着当体育老师的梦想，
2016年，我考上了特岗教师，分
配到至诚小学教体育。

报到那天，我拖着沉甸甸的
行李箱，一路颠簸了9个小时才
赶到了学校。新教师见面时，校
长告诉我，教师周转房建设还没
完工，我要自己找住房，由于缺
教师，可能还要我担任语文、数
学和班主任的工作，还说至诚镇
的冬天特别冷，还缺水，要做好
一切准备。我费尽周折寻到一
处住房，一切置办停当，拧开水
龙头准备洗漱时，没水。我好不
容易从房东那里弄到一盆水，洗
了脸后，我才明白校长真的没有
骗我。当晚，我躺在床上，久久
不能入睡，迎接我的将会是什么
样的工作和生活？脑子里一片
茫然，内心越发忐忑。

接到通知，我担任三（4）班
的班主任，并教语文、体育。我
从同年级老师那里得知，这个班
是全年级最难管的班，两年间换
了3个班主任、4个数学老师，面
对这样的班，我一个新教师能行
吗？但又转念一想：既然校长都
提前打预防针了，要换工作肯定
没门儿，那就硬着头皮上吧，与
其怀疑自己，不如干得漂亮！

开学报名第一天，一个身材
魁梧的家长嘴里叼着烟，领着孩
子来到教室，第一句话就是：“你
是新老师，我也不欺负你，但是
我把话给你说到位，我的孩子很
特殊，座位不能在后面几排，书
要先发给他，有什么优惠政策必
须优先考虑。”见他这样开了先
河，后面的家长也就劈头盖脸地
发起难来：“你会不会当班主
任？”“听说你是体育专业的？”

“体育老师也能教语文？”不由我
分说，有个家长吼道：“我去找校
长，必须得换人！”说完便扬长而
去。当老师的第一天，迎接我的
竟是一片责难声。

不服输的我，决定必须把课
上好，班级管理也不能马虎。随
着时间推移，那些接踵而至的
工作、处理不完的学生纠纷、找
上门来的形形色色的家长，让我
焦头烂额。渐渐地，我变得越来
越喜欢抱怨，喜怒无常。学生做
错一个讲过好几次的题，我会瞬
间生气并厉声呵斥；领导安排的
上一件工作还没做完，而又接到
下一项任务，我会怒上心头，找
领导理论；家长一句不合时宜的
言论，我会“怼”到他见到我都绕
道走；板着脸让那些不听话的孩
子心存畏惧，大声训斥那些犯错
的学生以此警告更多的人不再
重蹈覆辙……在学生闪躲的目
光里和遇见了就飞奔离去的身
影里，我成了学生眼中的“鬼见
愁”。

这还是我想要的工作和生
活吗？我开始自我怀疑，感觉进
入了人生的低谷，我要到哪里
去？日子不痛不痒，就这样一天
一天地重复着。

第二年，学校要开运动会，
班上一个成绩不太好且身材瘦
小的女孩小妮主动报名参加长
跑比赛。“你能行吗，你别浪费了
咱们班上的名额！”我不屑地表
示怀疑，直接将她“枪毙”在报名
表里，进入测试选拔阶段，已经
选出来两名同学参加，这时，小
妮又来了，“邓老师，你让我参加
吧，让我试试好吗？”“你那个样
子能参加长跑?人家跑一步，你
要跑三步！”“就让我试试吧！”小
妮眼里含着泪水再次央求到，我
破例让她再跑了一次，8 分 19
秒，差班上的第二名0.2秒，“你
不是要求参加吗？你看你的成
绩，排第三！”第二天早上，她又
找到我，央求着要参加比赛，我
问她确定能取得好名次？她点
了点头，“邓老师，让我参加吧，
我一定能行的！”看着她渴求的

目光，我被她的执著打动了，答
应了她。

体育专业的我知道，竞技体
育是要靠实力说话的。所以，我
要求比赛的同学每天提前一个
小时到学校训练，只有雨天例
外。

一天早上6点半，我照例起
床，看看窗外在下小雨，我想学
生不会来训练了，准备睡个懒
觉，无意间瞥了一眼操场，看到
一个瘦小的身影。出于好奇，我
穿上衣服，远远地站在楼梯处观
察，是小妮。一圈、两圈，脚步轻
盈……我被这一幕深深地打动，
陷入了沉思。

正式比赛那天又下着雨，随
着发令枪响，小妮毫不起眼，很
快便淹没在了奔跑的队伍中。
一圈、两圈、三圈，没有意外，也
没有惊喜，雨水将小妮的衣服浸
湿，紧紧地贴在身上，头发滴着
水耷拉在脸上，第六圈的时候，
她开始发力，一米、10米、50米，
所有的对手被她远远地甩在了
身后，雨中那本不起眼的红色越
来越鲜艳，她第一个冲过了终
点，并打破了校纪录。

那一夜，我失眠了。翻来覆
去，怎么都不能入睡，一闭上眼
睛，脑子里总是浮现小妮在赛场
上的身影，曾经的她不被我看
好，但她通过争取和努力，实现
了自己的愿望。我想只要有目
标就要坚定去实现，再艰难的
路，只要一步一个脚印，就一定
会成功。再想想当老师以来的
尴尬和难堪，我猛地推开被子跳
下床，对着镜子里面的我，紧握
拳头：“邓涛，加油！”

我把参工后的第一个鼓励
给了镜子里面的自己。

从那以后，我收敛了脾气，
脸上也多了一些和气的笑容。
我开始走近学生，关注他们的需
求，倾听他们的声音，走进他们

的心灵，了解他们的个体差异，
用他们最乐意接受的方式去帮
助他们。谁不开心了，我会拍拍
他的肩膀给他一个微笑；谁功课
落后了，我会在办公室面对面给
他辅导；谁在学校生病了，我会
第一个送他去医院；下课了，我
会跟孩子们一起玩游戏；赛场
上，我会去拥抱冲过终点的孩
子；周末，我会走十几里山路去
家访留守儿童。渐渐地，我成了
学生心中的“孩子王”，一下课，
他们就簇拥着我，“邓老师，第二
课我会背了！”“邓老师，你指导
我的作文获奖啦！”“邓老师，这
是我给你做的小礼物。”

又是开学第一天，保安打电
话说有我的包裹，我以为是网购
的东西到了，结果是一个家长送
的满满一箱葡萄，里面还放着一
张纸条：“邓老师，我自家种的葡
萄成熟了，请你品尝。”纸条上没
留名字，想来想去，只有当老师
第一天第一个向我“发难”的那
个家长家里种有葡萄。瞬间，我
五味杂陈。吃着葡萄，当老师的
甜蜜涌上了我的心头，我重新找
回了当老师的初心和自信。

如今，当了5年老师的我，见
证了孩子们和学校的发展变化，
自己在专业成长的路上，获得过
市级赛课一等奖两次，县级一等
奖三次，所带的班级还获得了县
级优秀班集体。

“最坚强的不是奔跑中的
人，而是含着泪在奔跑的人。”回
望自己走过的路，我苦闷过，彷
徨过。我庆幸，有一个学生教会
我不要退缩。

最近的党史学习教育，让我
更加坚定了“为党育人、为国育
才”的初心使命。就在不久前，
我毫不犹豫地向党组织递交了
入党申请书。我立誓：要当一名
学生与家长都喜欢的“四有”好
老师。

真心换信心，“干”在实处

2018 年 6 月，蒲江勇被派往凉山

彝族自治州布拖县参与精准扶贫工

作，这是他在扶贫战线上的第二次出

征。早在 2013 年至 2015 年，他就曾在

开江县天狮镇朱家坝村挂职参与扶

贫工作。再一次踏上扶贫路，蒲江勇

激动、紧张，同时又有些不舍。激动的

是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够再一次响

应国家号召参与脱贫攻坚工作，是组

织对自己的肯定和信任；紧张的是这

次精准扶贫工作，是担任“四治专

员”，这对他来说是一个完全陌生的

领域，而不舍源自对家中老人、妻子

和两个孩子的挂念。

“刚开始接触扶贫工作，其实我

心里也是忐忑不安，家里上有年迈的

父母，下有2个儿子，其中小儿子还在

襁褓中，犹豫、紧张和担心，一度想辞

别返程，但摸着胸前的党徽，想到自

己是一名共产党员，就算是地雷也要

趟过去。”蒲江勇说。

达州到布拖，路途遥远，蒲江勇

辗转5次，颠簸20余小时，历时2天才

到达目的地。根据统一安排，他被分

到了距布拖县城 35 公里、平均海拔

2700余米的乐安乡洛恩村。

驻村后，蒲江勇来不及休息，就

前往各村民小组入户走访，当走进村

民院落，看到一些孩子的眼神中流露

出疑惑和紧张，他不禁想到了自己的

孩子……看着这些孩子身上的棉衣

露出的丝丝棉絮，看着村民居住的土

屋墙壁布满裂隙，他暗暗发誓一定要

干出实实在在的业绩，向党组织、向

当地人民群众交上一份合格答卷。

最开始入户走访时，蒲江勇似乎

感觉到村民心里有很多话想说，但又

不愿多说，后来，他每次走访就会带

着笔记本记录走访对象的家庭情况，

然后根据每一户的具体情况，准备下

一次回访要带的东西。比如谁家有读

书的孩子，他就会提前准备一些文

具、糖果，而对于一些家庭人口比较

多的，他会准备一些米面。走访过程

中，他饿了就吃干粮，渴了就喝自来

水，不拿群众一针一线。

在他的坚持下，村民渐渐建立起

对他的信任，即使不懂汉语，村民也

会用简单的语言并结合肢体动作与

他交流，逐渐拉近彼此距离。为了深

入了解洛恩村的具体情况，他经常早

出晚归，主动与本地干部结对子，虚

心向他们请教，了解当地民俗村情。

在工作之余，他也会主动教当地干部

学习使用电脑、公文写作等知识，很

快便和村干部打成一片。

通过对全村119户贫困户逐户走

访，他逐渐摸透了村里的情况。针对

实际困难和致贫原因，他提出了精准

帮扶方案，并采取针对性措施开展帮

扶。

大手牵小手，“情”系教育

作为一名教师，在帮扶工作中，蒲

江勇特别关注村里孩子的教育，努力

改善他们读书学习的环境。他把对自

己孩子的爱，毫无保留地倾注到当地

孩子身上。

蒲江勇发现，虽然村里儿童可以

就近上学，但是当地师资欠缺，教学

质量堪忧。刚驻村时，有一个孩子经

常到驻村工作队玩耍，还会帮他们做

翻译。蒲江勇询问孩子的学习情况，

孩子说期末考试数学 85 分，语文 65
分，全班近 50人，他是第 2名。看着孩

子眼中闪烁的自豪，蒲江内心滋味

复杂，他想自己要为孩子们做点什

么。为此，他主动向学校领导汇报当

地的教育状况，2019 年初，四川文理

学院向乐安乡中心校捐赠了两套价

值 5 万余元的多媒体教学设备，并为

使用多媒体的老师下载相关教学课

件。那个学年的期末考试中，使用多

媒体教学的两个班级平均成绩均有

大幅度提高。

蒲江勇还积极通过村文化室建

设激发当地孩子的求知欲，目前，洛

恩村文化室藏书1000余册，为了鼓励

孩子们读书，他想出了各种奖励办

法，如发放零食、文具等，掀起孩子们

到文化室读书的热潮。

2020 年 8 月，蒲江勇还帮助建档

立卡贫困户且沙日呷家的两个孩子

联系学校和爱心人士，让他们顺利走

进岳池县第一中学高中部，并帮助解

决了两个孩子的学费和生活费问题，

圆了他们的求学梦。今年1月，蒲江勇

又联系爱心企业资助贫困学生吉克

么威上大学，4月23日，吉克么威被四

川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9+3”高职

单招考试录取。

2020年11月，洛恩村整村退出贫

困线。蒲江勇说：“得知洛恩村整村脱

贫的那一刻，我真的非常激动，和我

一样参与脱贫攻坚的人很多，我只是

其中一员。作为一名普通共产党员，

我为参与这项伟大的工程而自豪。”

蒲江勇甘于奉献的精神和扶贫

帮扶工作的显著成绩获得了当地党

委、政府和人民群众的充分肯定与高

度赞扬。他表示：“作为共产党员，我

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决服从党

组织安排，继续为巩固脱贫成果、为

乡村振兴积极奉献自己的力量，为党

的事业接续奋斗。”

小时候的每一个儿童节，我总是收获

满满，老师要统一发糖果，游戏获胜后还有

各种小奖品。我把糖果装在书包里，如获至

宝，嘴馋了也舍不得吃，就想带回家与父母

一起分享。那时候，同学们家境都比较贫

寒，五彩斑斓的糖果是一种奢侈品，只有春

节和儿童节才有这福利。获得儿童节礼物

时，我常想父母和我一样一年到头吃不了

几颗糖，属于他们的只有在田地里挥汗如

雨的苦，我应该给他们带去一点甜。

儿童节另一项令人既期待又忐忑的活

动就是表演节目，全班大合唱是每年都有

的节目，我还参加过两次个人节目表演，演

小品和诗歌朗诵，我在小品中扮演了一位

老师，虽然我们的表演极其粗糙，排练的时

间也不多，但当时确实投入了一个孩子最

真的热情。或许儿童节的特殊经历影响了

我，直到现在，我最喜欢的春晚节目就是小

品。同时，对诗歌的热爱也持续至今，虽然

现在很少有机会登台朗诵，但诗歌的音律

美、韵味美、意境美总是让我痴迷，闲暇时

刻也来几首原创。

都说童年对一生的影响是深远的，深

以为然。我的童年有物质的匮乏，也有精神

的欢愉，有视野上的局限，也有心之所向的

梦想，这一切都铸就了今天的我。

光阴荏苒，小时候的儿童节记忆还历

历在目，转眼，我却要参加女儿的第一个儿

童节汇演了。如今，幼儿园表演节目极其隆

重，要租用专业场地，要化妆，要买表演服，

一两个月的精心排练自不必说。女儿很早

就跟我说：“‘六一’那天你要祝我儿童节快

乐，要去看我的表演。”这让我想起女儿刚

学会走路的时候，我曾说要陪着女儿重新

过一次童年，以弥补儿时的缺憾。我想成长

不仅是小孩子的事，父母也要不断成长，在

陪孩子成长的过程中将童年的创伤不断修

复，将一些不合理的意识不断修正，这就是

父母自身需要的成长。另外，养儿育女不是

凭借爱本能这么简单，也不是照搬老一辈

的方法，我们只有在与孩子朝夕相处中去

了解自家孩子的特性，进而因材施教、合理

引导。

与孩子相处时间多的家长定会发现，

很多时候，孩子才是大人的老师，大人更应

该虚心学习、不断成长。在“六一”到来之

际，我想对孩子说：“儿童节快乐！”也要对

自己说：“节日快乐！天天向上！”

“邓涛，加油！”
■ 通江县光辉希望学校 邓涛

儿童节快乐儿童节快乐
■ 罗兴美

近日，中共凉山州委、凉山州人民政府发文表彰凉山州脱贫攻坚综合帮扶工作2020年度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四川

文理学院教师蒲江勇被表彰为2020年度脱贫攻坚“优秀帮扶工作队员”。他是一位用行动推动精准扶贫的实践者，一位舍

小家为大家的奉献者，一位全心全意为群众办实事的服务者,一位名副其实的共产党员。

“我为参与脱贫攻坚而自豪”蒲江勇：
■ 曹现龙 徐继恩 张莉（图片由学校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