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鑫Reindeer ：现在来说，改变命运的，只有读书。
@Hedgehog-茜 ：孩子，你吃的苦将会照亮你未来的路。
@WeiserIce：我寝室离教室450米我都起不来。
@没几张_x ：好心疼啊！有地址吗？我寄保暖的衣物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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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家庭经济状况怎么样？
王刚奎：我们家就是经济条件

不好。孩子他妈妈两年前离开了
家，再也没联系过我们。家里的收
入，主要是我一个人在昆明打工，
工地上给人搬沙子，一天挣 100多
元，一个月有两三千块钱的收入。

记者：平时在家用什么取暖？
王刚奎：取暖就是烧木柴。家

里的房子是 20 多年前修的，用泥
巴扶起来，再用木头撑住，也装不
了什么家用电器。

记者：孩子平时怎么生活？
王刚奎：两个孩子和奶奶在

家。平时我出去打工之前，会买好
米，他们自己做饭。菜的话，就是
家里种的洋芋。

记者：想过多在家陪陪孩子吗？
王刚奎：想是经常想，但是不

出去又不行。家里准备翻新房子，
借了钱要还。平时一年的开始，也
要几千块钱，我只能出去打工。

记者：孩子受到关注后，有什
么变化吗？

王刚奎：比以前开朗了，他平
时就不闹，很安静，现在会主动跟
人说话。这几天，儿子天天都很高
兴，说要好好读书，感谢那些关心

他的人。
记者：很多人对你家提出资

助？
王刚奎：很多人打电话来，说

可以资助我们家，我很感谢。但是
关注的这种热度总会过去，我怕到
时候有这种变化（落差），反而会影
响到孩子，所以到现在还没有具体
去了解资助的事情。我们家条件
是不好，但是孩子还是喜欢读书
的，希望考到北京上大学，我不希
望因为这件事让他觉得可以不劳
而获，还是要脚踏实地。
（综合自人民网、澎湃新闻、新京报）

王刚奎：“不希望儿子学会不劳而获”

云南鲁甸“冰花男孩”成网红
他说：上学冷但不苦

这是“数九天”里最温暖的故事。
近日，整个朋友圈都在心疼这个“冰花男孩”！网络

曝光的照片中（右图）他衣衫有些单薄，头发、眉毛、睫毛
全部冻出冰花，脸蛋也冻得通红。尽管身后的同学看到
他的造型笑得东倒西歪，但他却笔直地站着没有哭，也没
有笑，一脸呆萌和坚决。

“冰花男孩”名叫王福满，今年 8岁，在云南省昭通市
鲁甸县新街镇转山包小学上学，是一名留守儿童。照片
是班级老师在1月8日早上拍的。

“爸爸回来了！”期末一考了
99 分都没有让王福满这么高
兴。

1月 7日晚上 10点，因为第
二天学校期末三考试，王福满已
经早早睡了。然而父亲回家的
动静还是让王福满从温暖的被
窝里爬起来，和爸爸王刚奎说了
两句话才去睡觉。

这时的王福满还不知道自
己会因为一张沾满风霜的照片，
在网络上走红，让众多网友“心
疼”。

1月 8日一大早，王福满就
起床了，以为今天天晴，就只穿
了两件衣服。从家到学校，他要
走一个半小时，当天路不太好
走，还摔了一跤。

8点40分到了学校，经同学
提醒，才知道自己“白了头”，“上
学不辛苦，同学告诉我头发白
了，我就向他们做了个鬼脸”。
考试时间是9点，班级监考老师
看到“白了头”的王福满，就拍下
了那张“冰花男孩”的图片，引起
了众多网友的“心疼”。

王福满很自信自己的数学
成绩，“在班级排前三”。之前的
期末一数学考了 99，期末二数
学考了 98，语文相对弱一点。

“我要考一个好大学，长大想当
警察和科学家，可以保卫国家。”

父亲王刚奎是1月9日下午
才知道自己的孩子“火”了，“很
多记者来到我家，后来领导也来
了，我才知道孩子火了”。

据《昭通日报》报道，“冰花
男孩”引发广泛关注后，1月9日
下午，昭通市副市长吴静赶到转
山包小学现场办公，并到“冰花
男孩”家中开展家访；鲁甸县县
长马洪旗、副县长梁浩波也赶到
转山包小学和“冰花男孩”家中
了解情况。

随着新闻的持续发酵，越来
越多的人关注“冰花男孩”王福
满，而身处舆论热点的他却非常

平静。1月 10日，王福满已经考
完期末考试，就在家里煮猪食、
喂猪，和平时一样。

1989年出生的王刚奎是家
里唯一的劳动力，已经四个多月
没回家，因为年底将至，准备回
家过年，顺便收拾一下屋子，准
备一下年货。

王刚奎告诉记者，他的妻子
离家已两年，他多在云南各地的
建筑工地打工，顺便打探妻子的
消息。在老家，8岁的儿子王福
满、10岁的女儿王福美和58岁
的母亲姚朝芝一起生活。最近
几年，母亲身体不好，经常头疼，
一直在吃药，因没有钱，无法去
大医院做检查，一家开支全靠他
每月2000多元的收入。

除务工收入之外，王刚奎家
里还养了两头猪，“都是一百多
斤的白猪，准备过年杀一头。平
时猪都是孩子帮着喂。”

1 月 10 日的转山包村依然
很冷，家里有火盆，忙完的王福
满和父亲围着火盆烤火，打给王
刚奎的电话也一直没有停过。

“有很多人要给孩子捐东
西，也问我要了地址和联系方
式，我也给了，现在还没有收到
捐助，很感谢想帮助我们的人。”
王刚奎说。

“家里很冷，我最缺的是钱
和棉衣，谢谢你们的帮助，我一
定会好好学习。”王福满说。

考完试的王福满已经放寒
假了，王刚奎准备过完年再去昆
明找工作。“一年比一年好，政府
也一直在关心我们，以后的日子
会越来越好的。”王刚奎说。

据了解，目前王刚奎一家虽
然住在土房子里，但是新房已经
盖好了，“政府给了我们部分资
金帮助我们盖房，现在欠着一点
债务，但以后慢慢就还清了。新
房现在没钱装修，还没通电，通
电了就能搬进去过年，到时孩子
上学也近得多了”。

1 月 10 日上午，昭通市委组
织部官方微信公众号“红色扎西”
发布了“冰花男孩”成了“网红”以
后的感言。他说“捧红”了自己的
校长很“逗”，“说我一不小心就白
了头”。

同时，在这篇标题为《“冰花
男孩”有话说》的微信稿件里，这
位最火的“小网红”还回顾了事情
的前前后后。

“由于忙着往学校赶，忘了加
衣服和带雨伞，气温变低了，脸冻
得通红，头发也冻得毛茸茸的。
老师把我的照片传到网上，我就
成了‘网红’。老师说，全国很多
叔叔、阿姨都在看着我、关注我。”

“冰花男孩”说，他的母亲两
年前出去打工至今未归，家里只
剩姐姐和年迈的奶奶，是一个典
型的留守家庭。可即便如此，“冰
花男孩”却不沮丧，他说自己会帮
着做家务，尤为拿手鸡蛋炒饭。

至于那条艰苦的上学路，“冰
花男孩”却不觉得苦，因为到了学
校他可以吃面包喝牛奶，“中午学
校的饭可香喽”。而且小男孩对
未来充满希望，家乡飞快发展，平
坦的水泥路离家越来越近。“水通
了，电也通了，还可以时常给在昆
明打工的爸爸打电话。”

虽然调侃校长“逗”，但“冰花
男孩”由衷地说这都是对学生非
常好的老师，既教授知识，又陪伴
长大。他爱老师，喜欢学校。对
于社会上关心高寒山区孩子的爱
心人士，“冰花男孩”也表达了诚
挚的谢意。“用老师的话说，有那
么多人关心我们，乌蒙山的冬天
不会冷！”

“冰花男孩”感言：

那么多人关心我们
乌蒙山的冬天不会冷

记者：1月 8日早上，你的头发
上有冰霜，你没发现吗？

王福满：没有。
记者：当时是一个人上学吗？
王福满：那天期末考试，我一个

人去上学，姐姐不考试，就没去。
记者：上学要走多久？好走吗？
王福满：要走一个半小时。好

走，但我那天摔倒过，当时摔疼了。
记者：那天穿这么少的衣服，冷

吗？
王福满：我一般穿四五件衣

服。那天以为是晴天，只穿了两件。

记者：妈妈离开后，你想她吗？
王福满：不想。她每次走，都不

跟我们打一声招呼。
记者：如果再见到妈妈，你想跟

她说什么？
王福满：妈妈，你不要走。
记者：你有什么兴趣爱好？
王福满：我喜欢看有关外星人

的科幻书，很有趣，可以让我知道哪
些星球是外星人的，哪些不是。

记者：平时做完作业，忙完家里
的事，喜欢做什么？

王福满：找老师借篮球，打篮球。

记者：你的新年愿望是什么？
王福满：找钱，还要好好读书。
记者：为什么要急着找钱？
王福满：这样奶奶生病了，就有

钱给她治病了。
记者：那你的理想是什么？
王福满：我长大后要当警察，因

为可以抓坏人，报效祖国。
记者：有到外面看看吗？
王福满：没有，我连镇上都没去

过，没有走出过村里。我最想去北
京，我想去看看那里的学生是怎么
读书的。

王福满：“长大后当警察，可以抓坏人”

背后的故事让人心疼

新闻发出后，很多社会力量
纷纷表示要帮助“冰花男孩”，据
了解，作为脱贫攻坚的人口大
市，像“冰花男孩”一样的贫困学
生在昭通偏远山区还不同程度
存在。1月 9日，共青团云南省
委、云南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
云南省志愿者协会，面向各级团
组织和广大团员青年及社会各
界爱心人士倡议启动“青春暖冬
行动”，为云南省受寒潮影响较
为严重地区的家庭经济困难青
少年、留守儿童送去社会的关爱
和温暖。

此外，昭通市及青少年发展
基金会也开通了捐助渠道，方便

网友为贫困孩子献爱心。昭通
市青少年发展基金会还提醒，大
家在关心关怀孩子成长的同时，
不要影响他们的正常学习生活。

云南省昭通市是红色革命
老区和深度贫困地区，更是乌蒙
山片区区域发展与脱贫攻坚的
主战场，有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113.37万人，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中共有小学生 13.87万人，占在
校生总数的46.79%，涉及91775
户贫困户，脱贫攻坚任务还十分
繁重。在采访中，当地政府表示
希望社会各界积极献策出力，共
同为昭通决战决胜脱贫攻坚贡
献力量。

当地已为贫困儿童发起募捐

■对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