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意料之中的场景
汤丽莎的家
60平米出租房挤着一家四口

昨天下午，成都商报记者在大足区
龙水镇，见到了汤丽莎45岁的妈妈徐红
（化名）。徐红是得知媒体来访，才从几
公里外的工厂请假回家，没有完成流水
线上一天做上千把衣架的工作量。

记者跟着徐红穿过巷子，步上逼仄
黑暗的楼梯，5楼一间房龄超过20年的
60平米两居室，就是汤丽莎一家四口租
住的家。室内的墙皮剥落得几乎没有一
块是完整的，厨房墙上的霉菌布满了犄
角旮旯，家里没有冰箱，晚上要吃的黄
瓜、凉粉和青椒被徐红放在进门处的鞋
架上，家里除了两台电扇和一台小屏电
视外再没有其它的电器。

汤丽莎73岁的奶奶卧在由两根长椅
拼接成的“床”上，倚靠的“枕头”是从外面
捡的废弃海绵，桌上摆了近10种药，奶奶
看着药罐子直摇头：“高血压、肺气肿、冠
心病，一身都不好。”徐红告诉记者，汤丽
莎在的时候，就和奶奶一起睡在这“床”
上。目前的房子是租的，一年三千多，不过

最近终于交了一套房子的首付。
说起汤丽莎兼职资助贫困生的事，

徐红支支吾吾地说大概知道这事。“她
上大学，家里东拼西凑地给她凑了9000
元的学费和生活费，过了3个月她又打
回来几千，就说是找到了兼职不用家里
补贴。”徐红告诉记者，家里收入不高，自
己在工厂做零活一个月挣一千多，汤爸
爸每个月工资两三千。“女儿从小自立，5
岁就能打理家务，所以听她说找到兼职
也不意外，说在资助贫困生也支持。”三
年里，徐红就只对汤丽莎擦皮鞋赚钱提
出过反对意见，“一个年轻女娃儿在车站
擦皮鞋，人群太复杂了，黑（很）危险。”

大吃一惊的真相
“班主任唐老师”
就是汤爸爸

6点，汤爸爸从学校下课回家。在他
家里的交谈中，记者发现汤爸爸的声音
和之前恳请记者关注汤丽莎的“班主任
唐老师”很相似，不由得起了疑心。在记
者的再三追问下，汤爸爸承认：自己就
是“唐老师”——同时也是汤丽莎资助
的三个贫困生的班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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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姐姐”资助贫困生的背后 有一个汤爸爸

爆料人竟是其父亲
自称希望社会接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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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姐姐有个教师梦莎姐姐有个教师梦
三年旁听学完了
教育本科专业所有课程

昨日的汤丽莎跟往日没什么不同。有
几家媒体记者联系她希望采访，她委婉地
拒绝了。“一方面是忙于准备专升本的考
试，另一方面是不太希望受到太多关注”。

在朋友和老师的心目中，她有点内
向。她神采奕奕的时候，就是站在讲台
上。他们告诉记者，汤丽莎有两件事情很
执着：除了资助三名贫困生，另一件，就
是做着她的教师梦。

资助三年贫困生
身边却甚少人知

昨天，《成都贫困女大学生资助3名学
生读完初中》这篇报道，在成都师范学院
的师生群、校友群里被转了个遍。不少师
生看了后，纷纷在微博、朋友圈转发评论
说，被自己学校有这位励志同窗而感动。

成都师范学院美术教育专业的小琴
（化名），是汤丽莎最好的朋友之一。她们
一起读书，一起兼职。小琴和汤丽莎一起
做过三项兼职，给房产公司发传单、给托
管班接孩子，还给青少年宫做美术助教。
但小琴只知道汤丽莎节省，并不知道她
赚钱省钱是要给贫困的孩子经济帮助。

“有次谈心，她提到过在帮助几个小朋
友，但我是看到报道才知道，竟然是从始
至终的经济援助”。

汤丽莎在学校的辅导员廖琳，也是
看了新闻才知道这件事。“默默坚持才是
她的风格，她希望自己能够解决的事情，
就全靠自己，而不是麻烦别人”。

旁听学完了
教育本科专业所有课程

汤丽莎最近没有去兼职，她推掉了目
前能够做的所有兼职工作，待在宿舍里背
书做题，因为她下周就要参加专升本的考
试了。这考试很重要，关系到她是否能够拿
到本科文凭，成为一名合格的美术老师。

廖琳回忆，刚刚入学时，汤丽莎由于
高考失利，没有读到师范类专业，而是进
了广告专业。“可她一心想要当老师，我
就推荐她去旁听美术教育专业的学生上
课”。结果三年下来，汤丽莎不仅自己的
专业课完成得不错，还旁听学完了美术
教育的本科专业的所有课程。

在小琴看来，汤丽莎的爱好甚少，唯
独喜欢上讲台。不兼职的时间里，她甚至
会跟几个师范专业的朋友一起找个空教
室去练讲课。前不久，汤丽莎成功考取了
教师资格证。

“梦想如果有捷径的话，那这条路的
名字一定叫坚持”——这是汤丽莎的座
右铭。她说，这出自自己喜爱的TFboys。
她的宿舍床边没几件物件，却挂了好几
幅TFboys的海报。她说她喜欢TFboys的
原因，只是因为他们“足够坚持”。

学 / 校 / 帮 / 助

成都师范学院：

“如果专升本考上了
对她提供尽可能的帮助”

昨天下午，成都师范学院美术学院
的党总支书记项永福找汤丽莎聊了聊。
他觉得这孩子资助旁人太不容易，想问
问汤丽莎还需要什么帮助。但汤丽莎只
是不停笑着摆手：真的不用、真的不用。

项永福告诉记者，汤丽莎的家庭条
件并不宽裕，这是老师同学们都知道的。
也因此，她努力兼职的同时，学费一直是
向学校申请助学贷款，并且有两年成功
申请到了标准为三千元的国家助学金。

而对于汤丽莎的教师之梦，学院的
老师们也都很了解。廖琳还推荐汤丽莎
到位于成都市区的实验小学明道分校实
习任教。廖琳找到那所小学的负责人，为
汤丽莎争取到了一次试讲的机会。试讲
后，汤丽莎的表现让人十分满意。

“她如果顺利升本，并且继续坚持资
助贫困孩子，我们会尽可能对她提供力
所能及的帮助”，项永福称，“考试、升学，
这要靠她自己的努力”，她要做老师，“学
校会尽可能为她提供帮助支持”。

成都商报记者 王垚

莎莎（左）和好友小琴（化名）一起走在校园

“好姑娘”获得
阿里公益1万元奖励金

网友愿资助
三个贫困生读完大学

昨日本报报道了成都
贫困女大学生汤丽莎资助
3名学生读完初中的故事
后，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
响。阿里巴巴“天天正能
量”公益平台联系到成都
商报，想要联合报社奖励
她一万元。

“这是一次奖励，更
是一份敬意。三年前，好姑
娘向素昧平生的三个贫困
生伸出了援助之手，更传
递了善意和爱。我们被她
的正能量行为感动。”

为此，阿里巴巴“天天
正能量”还特别为汤丽莎
写了一段颁奖词：为了心
中“不辜负任何一位有希
望的好学生”这样一个信
念，尚且要为生活奔波的
她毅然决定捐资助学。爱
是盏灯，在她的心里常燃
不灭，照亮别人也温暖自
己。世界上只有一种英雄
主义，那就是在认清了生
活的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
活。她的身上，展现了千千
万万尘世里平凡又不凡的
普通人让人敬佩的特质：
即使生活艰辛，甚至遭遇
着不幸，却仍然选择去坚
守，选择去付出。他们难以
把握命运，但他们却仍然
在寻找生命中的永恒，那
就是爱。而当记者将此事
告诉汤爸爸后，汤爸爸却
接连说了好几个“不用”。

汤丽莎发愁的三个贫
困生的高中费用也有了着
落，网友“北京张先生”在
成都商报客户端留下了想
要资助的意愿。记者与他
取得联系后，他表示：“姑
娘放心，我会资助三个贫
困生一直读完大学。”

成都商报记者 尹沁彤

昨日昨日，，成都商报推出了关于成都商报推出了关于““莎姐姐莎姐姐””的报道的报道，，这个家境贫困的女大学这个家境贫困的女大学
生在大学期间擦皮鞋生在大学期间擦皮鞋、、卖废纸卖废纸、、在培训学校做助教在培训学校做助教，，先后做了十多份兼职先后做了十多份兼职，，用用
近近22万的收入所得万的收入所得，，资助重庆市大足区龙西中学的资助重庆市大足区龙西中学的33个贫困生读完了初中个贫困生读完了初中。。

昨日下午昨日下午，，成都商报记者在大足区龙水镇找到了汤丽莎的家成都商报记者在大足区龙水镇找到了汤丽莎的家————
一间一间6060平米的老旧出租房里平米的老旧出租房里，，住着卧病在床的奶奶住着卧病在床的奶奶、、在工厂做零工的在工厂做零工的
妈妈和乡镇教师汤爸爸妈妈和乡镇教师汤爸爸。。

意料之中的家境困窘意料之中的家境困窘，，意料之外的意料之外的，，是汤丽莎一家人都隐瞒了汤是汤丽莎一家人都隐瞒了汤
爸爸的另外一个身份爸爸的另外一个身份———他其实就是三个贫困学生的班主任—他其实就是三个贫困学生的班主任，，昨日报昨日报
道中的恳请记者关注汤丽莎的道中的恳请记者关注汤丽莎的““唐老师唐老师”。”。

为什么要隐瞒这个身份为什么要隐瞒这个身份？？为什么不道出和汤丽莎的父女关系为什么不道出和汤丽莎的父女关系？？为为
什么要在女儿资助学生三年之后什么要在女儿资助学生三年之后，，才让媒体关注女儿的善举才让媒体关注女儿的善举？？

推荐“莎姐姐”的班主任
唐老师竟然就是汤丽莎
父亲本人

真相 汤爸爸向记者摊
牌，女儿接力自
己搞资助

坦言 无力再供三个贫困
生读高中 只得向
媒体“爆料”

原因

为何要隐瞒父女身份？
记者：为什么要隐瞒身份？不说清楚其实“唐老师”就是

汤丽莎的爸爸？
汤爸爸：这个是女儿自发的。她晓得我班上有些娃娃家头

穷，读不起书，想资助。我觉得这个事情和我是啥身份关系不大。
记者：所以你一直是知道女儿做了很多份兼职来资助

的？知道女儿擦皮鞋吗？
汤爸爸：嗯，一直都是知道的。不过她擦皮鞋我最开始还

是反对了的，觉得她女娃娃还是比较危险。后头她说体验生
活，我也就没反对了。

记者：作为父亲，看到女儿这么辛苦去帮助贫困生是什
么感受？意外吗？

汤爸爸：不意外。我从教25年，也一直在坚持帮助班里头
的贫困生。以前我为了给他们凑钱，挖过煤、去工地轧过铁，
有时候带着汤丽莎一起去的。她从小就看着我这样，所以她
现在这样做我也不意外。但是她从来不给我们说有多辛苦。

记者：您也一直在帮助贫困生？
汤爸爸：嗯，能帮好多就帮好多，希望他们都能考高中考

大学。
记者：有诱导过汤丽莎帮助贫困生吗？
汤爸爸：没有没有，只能说她可能是受我影响。上了大学

后她就问我班上的情况，我就给了她三个贫困学生的联系电
话，她自己去联系的，班上其他几个还是我在帮。

记者：既然汤丽莎都这样帮了三年，为什么选择在这个
时候联系媒体？

汤爸爸：这几个娃儿马上要毕业了，要上高中。高中的学
费、生活费、教辅资料费跟初中比起来要高很多，汤丽莎读过
高中我就晓得，三年用了不少钱，那段时间我们屋头日子过
得很紧。现在几个娃儿都要上高中，我们父女俩承担不起了。

记者：想通过媒体呼吁社会给他们资助？
汤爸爸：说实话，是的。十多年前，重庆媒体采访过我帮

助贫困生的事，结果反响很大，那几个娃儿受了社会帮助，读
了高中读大学，现在有两个都读博了，都很有出息。如果现在
班上那几个娃儿因为我们两个负担不起读不起高中，就白费
了他们那么好的成绩。汤丽莎开始不同意我给媒体说这事，
她不想高调，但是我们确实找不到更好的办法，他们上不了
高中，我们这几年的努力就半途而废了。

记者：家里情况不好还资助贫困生，汤丽莎的学费都是贷
款的，她还要升本、读研，我们收到读者来电，说要资助汤丽莎。

汤爸爸：不用不用不用，汤丽莎不用资助，她本科贷款读
完了要读研的话，我们家砸锅卖铁来供，但是不接受资助。希
望大家去资助那几个贫困生。

最后，汤爸爸带着记者来到他龙西中学的办公室。从文
件夹里拿出一个破旧的本子，扉页上写着“汤丽莎献爱心学
生名单”。汤丽莎汇来的每一笔款，都被几个贫困生记在本子
上，这是作为“唐老师”的汤爸爸的主意。

“我不是想让他们记恩，他们读出来了我就把这撕了。我
只想让他们记得这种善意，予人玫瑰，手有余香，希望他们以
后有能力了能把善意传递下去。” 成都商报记者 尹沁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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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丽莎大学3年的所有衣物，她没有买过新的衣服，要么是从家带来的，要么是别人送的。 摄影记者 刘海韵

成都贫困女大学生资助初中学生

汤爸爸是谁汤爸爸是谁？？
当地媒体曾报道
这个“破烂王”

据重庆晚报2010年9月曾报道，
汤爸爸是大足县龙西中学教师，但有
人却叫他“破烂王”：捡破烂、挖煤、打
铁、扛建筑材料，他把因贫困辍学的
学生拉回课堂，靠着这些体力活，他
一共支付了30多名学生的学费。曾因
资助贫困生的事迹，获得2006年“感
动重庆”十大市民，2010年重庆市首
届“感动重庆十佳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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