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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消今天集体前往光谷购物的活
动。”1月19日上午，武汉西藏中学校长
黄宝源宣布了一个令全校近 700 名学生

“大失所望”的决定。
对这次购物，学生期待已久。按照

惯例，农历新年前，教师会带着大家集
体外出购物。孩子们可以买上一两件新
衣服，或者囤点儿小零食过年吃。

不仅如此，黄宝源还通知学校各级
干部、教师，原定的春节联欢会等大型
集体活动全部取消，学校将严格控制人
员进出。

1 月 20 日上午，武汉一中新疆部全
体近 300 名学生乘坐专车去某场所进行
禁毒学习。按照学校要求，出发前他们
严格佩戴好口罩，并接受了随行教师的
检查。

戴口罩是校长库路的主意。武汉一
中地处江汉区核心地段，对面就是华南
水果批发市场，距离华南海鲜批发市场
仅 800 米，与首例新冠肺炎确诊医院
—— 武 汉 市 中 心 医 院 仅 相 隔 700 米 。
2019 年 12 月底以来，库路断断续续听
到跟“不明肺炎”有关的消息，但到底
是个什么情况，一时还搞不清楚。

想到寒假里，学生不但要在市内参
观学习，还会去荆州古城研学，她和学
校总务主任商量先预备一批口罩，“防护
级别要高”。1 月中旬，700 个口罩到
位，平均每名师生两个。

禁毒学习很顺利。但就在当天晚
上，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高级别专
家组组长钟南山明确表示：“目前可以肯
定，此次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存
在‘人传人’的现象。”

警报拉响！
“所有涉及新疆部人员只出不进！”

第二天，也就是 1 月 21 日，接武汉市教
育局紧急通知，库路下达在校内划出封
闭区的命令，堵住病毒可能扑向学生的
一切渠道。

与此同时，全校教职员工开足了马
力。趁着一些超市还未停业，学校开始
大量采购生活必需品。1 月 22 日，学校
首批自筹物资运达，包括药品、食材、
生活物资等。

作为武汉西藏中学总务主任，邓庆
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让学生吃好。原本
为了过年，邓庆已经储备了大批物资，
包括学生喜欢的食品和菜品，可以吃到
大年初六。封校后，邓庆又和供应商联
系，增加了一批广受学生欢迎的鸡翅之
类的荤菜，同时还请供应商抓紧落实其
他货源。

学生们很懂事，对封校反应很平
稳。但因为特殊的地理位置，库路也能
听到一些小抱怨：孩子们觉得学校离华
南海鲜市场太近，市场要是能搬走就好
了。

“孩子们的心情完全可以理解。我们
能做的，除了疏导情绪，保证饮食也很
关键，尤其是保证牛羊肉的供应。”学校
食堂运作属于购买第三方服务项目，本
不需要库路操心，可困难时期，承包商
也很难找到合适的货源，只能由库路出
面到处打报告、打电话“化缘”。

“尽管我们江汉区属于受疫情影响的
重灾区，但从区政府到各部门对学校都
特别支持、特别看重，几乎是有求必
应。”肉类运到了，库路就派专人盯着食
堂，一刻不能耽搁，马上落实到菜谱上。

孩子们吃上肉以后，库路和教师们
还会原原本本地把物资的来龙去脉讲给
他们听。“孩子们这才知道，原来自己的
生活比起武汉市民要方便得多，不用加
多少个买菜的微信群，挤在群里每天愁
到哪里去团购。”库路就是要让孩子们了
解，是国家的力量、政府的力量在保障
着他们的生活，这也是内地民族班教育
的核心——树立国家意识。

生活问题解决了，孩子们的心定了
大半。真正焦虑的，是他们远在家乡的
亲人和教育系统的干部。

疫情暴发后，黄宝源的手机几乎一
会儿一响，西藏各地教育部门的同志急
着询问武汉的情况、孩子们的情况。有
的家长一个小时前刚跟孩子视频，一个
小时后又打电话来了。

为了让亲人们放心，特殊时期的沟
通制度迅速建立了起来。每天下午 4 点
到 6 点半之间，武汉西藏中学的所有孩
子必须向家人报平安。

手中有准备，心里不发愁

往年临近农历新年、藏历新年，
总有一些西藏家长不远千里，到武汉
西藏中学探望在读的孩子，和孩子逛
逛市区，一起参加学校组织的年夜
饭、联欢。

卓嘎就是其中的一个。去年春
节，她和女儿德央在武汉痛痛快快地
玩了一场。1 月 17 日，带着即将见
到女儿的喜悦，卓嘎又一次来到武
汉。那时，路上还没什么人戴口罩。
为了节约开支，她选择了学校附近一
个每天房费100元的小旅馆，将女儿
从学校接出，一起住下。

岂料，形势突变。先是外卖不好
叫了，接着小旅馆即将关闭，不断催
促她们退房。

19 日、20 日，又陆续有家长来
到武汉，他们也很快遇到了困难。家
长的困难，学校不可能坐视不理。邓
庆费尽周折，才协调了一个尚在营业
的宾馆接待家长。“一个晚上 298
元，一天顶原来 3 天。”看着房费，
卓嘎直咋舌。

住算是勉强解决了，吃呢？受疫
情影响，周边的小饭馆全关了，外卖
也基本买不到。家长们一筹莫展。听
说情况后，黄宝源第一时间请班主任
统计，发现共有 10 名已被家长接出

的学生、52 位家长或家庭成员 （包
括两个七八岁的孩子） 急需帮助。于
是，除宾馆提供的早餐外，学校负责
起了这 62 个人每日中餐和晚餐的供
应。

黄宝源不觉得学校的举动有什么
了不得：“亲人有困难，帮一把难道
不是义不容辞的事情？”

没过几天，针对家长反映所住宾
馆费用较高的问题，学校又向武汉市
教育局和东西湖区管委会求援。邓庆
还记得，那天是 1 月 29 日，大年初
五，学校上午打了报告，下午市教育
局就联合区管委会开始协调。先后找
了 5 家酒店，前 4 家都被抗疫征用，
直到找到学校 5 公里开外的怡尚花园
酒店，方才让大家顺利入住。管委会
还专门找了一辆公交车来接家长，

“效率快得惊人”。
为什么记得这么清楚？因为当

天，爱心企业家捐助的 60 吨蔬菜到
达武汉，由于交通管制，运输蔬菜的
车辆被拦在了龚家岭收费站路口。邓
庆费了好大劲联系了两辆车，又开始
为没人帮忙搬运大伤脑筋。晚上，他
在临时组建的在汉家长群里试着喊了
一嗓子，问有没有人愿意第二天一起
去搬菜。

唰唰唰，不到几分钟，除了一位
63 岁来自牧区的老妈妈和那两个七
八岁的孩子，其余 49 位家长全部报
名！

49 人，也不能全去。在学校党
总支指导下，家长们建立的临时党支
部发挥了作用。经商议，临时党支部
决定：党员先上，再从其他人里叫上
几个力气大的男性家长。

第二天一早，由 30 位家长组成
的特别小分队出发了。

作为临时党支部的宣传委员，卓
嘎冲在前面。在山南市税务部门工作
的她，平时基本没干过重活，个头也
只有一米五二，那天却“不知哪来的
那么大力气”，提起麻袋就往肩膀上
扛。

经过 4 个多小时的奋战，小分队
不但搬完了自己学校的 20 吨蔬菜，
还义务帮助武汉一中和一家养老院的
物资装车。前来帮忙的武汉市教育局
的同志都对家长们赞不绝口。最后，
错过饭点的他们，蹲在地上吃了顿难
忘的午餐。

当被问及当天的感受时，卓嘎想
了想，讲得很简单：“我普通话说得
不好，就说一句吧——以心换心，有
难同当嘛。”

有难同当，方知亲人可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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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地很多省份都有民族学
校、民族班，学生来自边远民族
地区。每年寒假，都有一些学生
或因路途遥远，或受家庭条件所
限，选择留校过年。

往年寒假，校领导、教师
们不但陪着大家过年，还会组
织各种丰富多彩的活动。孩子
们虽然没法和亲人团聚，但不

缺快乐。
今年1月以来，一场突如其

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暴发蔓延。这
些孩子的情况，牵动着身后数万
个家庭的心。

危机时刻，内地民族学校、
民族班的管理者和教师们以实际
行动告诉孩子们的亲人——

“我们在，孩子们平安！”

1 月 24 日，大年三十，天津市河
西区，微山路中学。

受疫情影响，在校值班的校长温
玉芳不能像过去十多年那样，和新疆
部留守的学生一起欢欢喜喜地包饺
子、吃年夜饭。就连观看春节联欢晚
会，大家也是分散进行。不仅如此，
学校还早早宣布取消了孩子们最喜欢
的“我在微中过大年”系列活动。

1 月 25 日，大年初一，深圳市宝
安区，松岗中学——全国新疆内高班
规模最大的学校。

分管新疆部工作的校党委副书记
邓克，开启了吃住在校的生活。他白
天到教室、阅览室、运动场等场所巡
视检查，晚上到宿舍查看学生就寝情
况。学校办学 20 年，这样忙碌的新
年，他就过了 20 个。今年的情况极
为特殊，他和新疆部管理人员更是丝
毫不敢懈怠。

同样是大年初一那天，武汉西藏
中学，邓庆回到学校开始了新一轮值
班。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来到食堂，
和大师傅一起盘点库存，做到心中有
数：经过紧急增购，年前储备的大米
和面粉数量充足，支撑一个月没问
题。

即使物资充足，也要给学生打
“预防针”。邓庆跟学生们沟通，告诉
大家整个武汉市面临的困难，让学生

们做好共克时艰的准备。
他又给学校所在地——东西湖风

景区湖光村的村支书李卫东打了个电
话，探一探蔬菜供应的底。李卫东毫
不犹豫地代表菜农承诺：“如有需
要，村里集中所有菜农的菜，无论如
何保学校一个月！”都说男儿有泪不
轻弹，电话打着打着，邓庆的眼睛还
是模糊了。

松岗中学这么多学生，口罩的缺
口怎么办？校长程显友向学校所属的
松岗街道办事处和宝安区教育局汇
报，并打了申请。“街道办了解情况
后，先给我们拨了 2000 个口罩，然
后 教 育 局 又 拨 了 1000 个 。 没 过 多
久，区物资调配中心又给我们划拨了
5000个⋯⋯”

同样的情形也发生在微山路中
学。春节前，温玉芳就给区教育局、统
战部等各级分管部门打报告。经联
系、协调，第一批 500 个口罩第一时间
就送到了学校。除此之外，她还发动
全体教职工，动用一切可能的渠道，储
备到相当数量的口罩、消毒用品。

筹集物资的过程，除了些许焦
急，更多的是一次次的感动，来自四
面八方的爱像潮水般涌来。

在武汉市教育局的争取下，一位
武汉民进企业家会员从山东寿光购买
了 60 吨蔬菜，专门捐助武汉 5 所援

藏、援疆项目学校。
新疆博乐市教育系统向武汉市教

育系统捐助 10 吨医用酒精，武汉一中
分到 100 桶。学校留足自用后尚有结
余，便匀给了武汉市红十字医院。知
名校友撒贝宁捐资 20 万元，奖励在此
次疫情中有担当的学弟学妹，还专门
发来视频为大家打气。库路把小撒的
视频放给孩子们看，大家特别开心。

企业家斯朗·丹增曲培，荆州市
沙市第六中学（武汉西藏中学前身）首
批毕业生，也是内地西藏班首批毕业
生，为母校一次性捐赠 1 万个口罩。
武汉菱湖尚品公司总经理冯军，带领
全家为学校捐赠蔬菜 1000 公斤、大米
500公斤、食用油若干⋯⋯

微山路中学的家长们向学校捐赠
了1吨消毒液、两箱酒精、1000个口
罩⋯⋯最令温玉芳动容的，是河西区
干休所的老干部们。平时，他们就在
学校设立奖学金，资助家庭贫困且成
绩优异的孩子完成学业。此次疫情发
生后，他们又先后两次给学校送来鸡
蛋、水果，还有亲自创作的书画作品。

“他们的关心，不但激励着孩子
们安心度过这段艰难的日子，对我
们这些身在封闭区的教职工也是莫
大的鼓舞。”提起这些年纪已经“很
大很大”的老先生老太太，温玉芳
数度哽咽。

太多的爱交汇在一起
封校，最难的就是学校要面对种

种突发情况，以及保证学生的学业。
在邓庆的印象中，最困难的一天

是 2 月 6 日。当天，武汉下了大雪，
“冷到骨子里”。更糟糕的是，片区内
专供学校电力的刀闸断了，本地供电
部门分身乏术，一时派不出人来抢
修。

以前，邓庆从不担心学校停电。
因为学校备有发电机，可以发电到什
么程度呢？“打个比方，全校 400 台
空调一起开都不怕。”

但是这天，邓庆第一次慌神了
——电是发得了，可用于发电的柴油
只有两三天的储备，用完就没了。天
气这么冷，这么多孩子在学校，无论
如何不能让他们的生活出问题。

通过积极协调，市级电力部门一
位曾经援藏的干部，从几十公里外的
江夏区紧急约到工人。抢修持续到第
二天凌晨 1 点多，学校终于恢复通
电，邓庆松了一口气。

机器“生病”了还算好解决，孩
子病了怎么办？

大连第二十高级中学新疆部高三
学生安娜，身体一直不好，一到冬天
常犯季节性支气管炎。一般到寒假
时，她都会回家调养治疗。今年高三
了，学习很紧张，她选择了留校过
年。

没想到，大年初一，安娜开始发
低烧，咳嗽。是老毛病犯了，还是感
染了？万里外的妈妈只能通过电话安
慰她，可微颤的声音哪能掩饰妈妈的
担心！

在学校分管副校长赵林芳的精心
安排下，安娜成了学校的重点保护对
象。学校先是帮她搬入教师值班室隔
离，新疆部主任隋小敏每天在校医的
指导下给她捎来药物。值班教师每天
第一件事就是去看她，给她测体温，
看着她吃药，一有闲暇时间就陪她聊
天放松心情。

看着确诊人数不断上涨，安娜还
是惴惴不安。赵林芳通过网络详细咨
询了好几位一线医生，转而安慰安娜：

“别担心，丫头，你只是感冒了。”
在隔离室待了 25 天，安娜平安

返回寝室。有一件事让安娜印象特别
深：“一天下午，我睡得太熟，醒来
一看，手机里 12 个未接来电，都是
老师打来关心我、询问我情况的。”

安娜的姐姐是天津市第二人民医
院的护士，本来早就订好了机票，准
备一放假就回家。疫情一来，她二话
没说，退掉机票主动要求上一线。姐
姐的勇敢也激励着安娜，有了这次经
历，安娜觉得自己坚强多了。

武汉一中封校前两天，也有两个
孩子发烧，隔离了两天，配合吃药，
好了。过了几天，又有个孩子皮肤起
疹子，学校对他进行隔离，再派专门
的教师照顾他，就他的具体情况拍照
向医生咨询，并负责在医生的指导下
为他配药。很快，孩子也好了。

以往，库路发现，现在家里生活
条件都好了，“新疆部的一些小家伙
也变得有些娇气了”，一有点儿头疼
脑热马上吭吭唧唧。没想到，这次疫
情来了，学校又身处这么特殊的地理
位置，孩子们反而一个都没“掉链
子”。

“孩子们非常懂事。我们把道理
讲明白，党和国家给了这么多关怀，
爱心人士捐了这么多东西，一线的医
护人员和工作人员冲锋陷阵保护大家
的安全。我们能做什么？我们首先能
做的，就是以阳光的心态，过好自己
的生活。”库路说，学校的教室、创
新实验室全部开放，学生各自学习，
每天都很充实。感受到孩子们的成
长，库路特别欣慰。

黄宝源敏锐地注意到，长期不能
开学，师生不能开展有组织的集体活
动，有可能产生心理困扰和懈怠烦躁
的情绪。学校便积极引导教师开展空
中课堂，指导学生学习，以工作释放
压力和情绪。同时，学校还开设了心
理热线，师生可以随时找心理教师咨
询。

有的学校因封城导致管理、后勤
人员紧缺，留守的工作人员不到平时
的三分之一，学生会便在学校的指导
下成立志愿者组织，开展“三帮”活
动，帮助食堂做好清洁卫生的“帮
厨”，帮助宿管做好自主管理的“帮

寝”，帮助值班干部教师做好空中课
堂的“帮学”。

在温玉芳的眼中，封校后，困难
远比想象中多，但解决办法更多。有
的班主任不在，就由三位校级干部担
任临时年级组长，中层干部和内派管
理教师担任临时班主任，将学生组织
起来，使封闭区的学习与生活更加有
序，各项防控工作更加有效。封闭区
没有物业人员做公共卫生，教师就带
着学生一起做。面对自己的劳动成
果，学生也更加珍惜，公共区域比往
常有保洁时看着还清爽整齐。

封闭的日子长了，教师和孩子们
的头发也长了。温玉芳发现了一件特
别有意思的事：学生居然自己组成了
一支理发队。理发师有男生，也有女
生。一打听才知道，部分学生在新疆
上初中时，学习过这门手艺。

条件所限，工具很原始，只有理
发剪和电推子，学生们的技术也很稚
嫩，但他们实在认真，操作得有模有
样。到了二月二，一名男教师忍不住
了，邀请学生理发师为自己推了个平
头，看起来利索多了。现在，理发队
还形成了制度：周一、周五男生理
发，周三女生理发，理发之前要先预
约、拿号，等待理发时要排队。

“等疫情结束，理发队也不解
散。我们上社区，服务有需要的市
民！”感动之余，温玉芳对学生许下
承诺。

仿佛只是一眨眼，日历已经翻到
了3月。

严冬渐远，暖春已至。
是时候说出下面的数字了：
武汉西藏中学689名，武汉一中

297 名，微山路中学 409 名，松岗中
学 876 名，大连二十高 436 名⋯⋯一
个个沉甸甸的在校生数字背后，是所
有内地民族校、民族班教育人为孩子
们健康、平安付出的无尽努力。

如松岗中学学生热黑拉·阿合买
提所说：“学校领导、老师和我们在
一起，没什么好怕的！”

安娜在一篇寒假作文中也说：
“我们不害怕。我们愿意再等等，等
草长莺飞，万物复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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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期间，天津市微山路中学新疆部学生自发组成理发
队，义务为同学理发。

天津市微山路中学供图

疫情期间，学校竭力保障学生饮食供应，图为刚打好饭菜的武汉一中新疆部学生。 武汉一中供图

内高班学生在分散的环境中自习。即使经历“史上
最长寒假”，学生也仍能科学规划作息时间。

武汉一中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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