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穷小子”的留学梦
80后男孩李晓松是浙江杭州人， 他的父

母都是普通的工薪族。 李晓松自幼性格活泼，
聪明好学， 兴趣广泛， 对新鲜事物充满了好
奇。 作为英语系的学生，他当然想出国留学，
可家里的经济条件有限。

2009年，他通过了留学考试，同时被美国
三所大学录取。 但遗憾的是，这三所大学都不
能为他提供奖学金。 如果出国留学，就要面临
巨大的经济压力。 李晓松天性中的那股不服
输的精神让他变得勇敢起来： 为了开创自己
的未来，即使没有奖学金，即使生活无比艰难
也要出国留学，了解世界，增加阅历。

小试牛刀收获奖学金
在这股强大的动力下，2009 年 8 月，李晓

松带着家人为他东拼西凑的 5 万元人民币来
到了美国纽约大学。 初入大学，李晓松缩衣节
食，可带去的钱还是不够用。

一天下午， 李晓松在学校图书馆看到一
则不太起眼的广告：驾车发短信警示奖学金。
你只要按照下面的提示，转发给你的同学、朋
友有关开车时发短信的危害， 就可获得该奖
学金 200 美元。 李晓松一看时间离截止日期
还有 3天，他立刻在手机上操作起来。

原来这是纽约交通部门给大学生发送的
一种警示奖学金。 李晓松的室友告诉他，美国
人觉得发短信麻烦， 他们更喜欢面谈或者直

接打电话。 下午，李晓松去学生会要了一份名
单，总共发出去了 3000条短信。

一星期后，他来到警察局交通宣传部，一
位身材魁梧的警察微笑着对他说： 你是我见
过的最坚定地维护交通法规的大学生。 接着
他递给李晓松一个信封，里面足足有 1000 美
元。

李晓松没有想到的是， 美国大学还有很
多从未听说过的奖学金。 比如，学校为了让一
些才智平庸的学生更加自信， 鼓励他们挖掘
自己的才华而设立了“并不出色奖学金”。 此
外，还有一种每年 4000 美元的奖学金，以奖
励那些 25岁以下的未婚女学生。 还有一种处
男奖学金，金额 5000 美元，专门颁给既不吸
烟又不喝酒的在校男性研究生。

成为同学眼中的奖学金达人
2011 年 5 月的一天， 李晓松的政治系朋

友丹尼尔问他：“为何不申请少数民族奖学金
呢？ ”丹尼尔告诉他，这种“少数民族学生奖学
金”高达 20000 美元，条件是：①申请者必须
是少数民族(美国土著、非洲裔美洲人、西班牙
人、亚洲人)。 ②必须就读于美国纽约市大学，
或在此的永久居住民。 ③平均成绩最低 3.0。
④社区大学学生必须就读于可转至 4 年制的
专科生或普通研究生。

对李晓松而言， 申请这项奖学金最难的
莫过于每门功课要达到 3.0 以上，也就是至少

是 85 分的成绩。 由于李晓松是研究生，成绩
的评定必须以论文为依据， 所以要申请这项
奖学金是相当有难度的。 他找自己的导师约
翰先生帮忙， 委托约翰先生将自己的论文送
到评定小组去参加审核。

约翰先生见他这么勤奋， 指导他将论文
重新润色了 3遍。 果然，在严格的审核和约翰
先生的推荐中， 李晓松的论文获得了 8 位评
委的一致通过。

李晓松在获得了这笔难度很高的奖学金
后，一下子成了同学中的明星。 在纽约大学，
大部分学生只申请到 1 至 2 项奖学金， 但李
晓松得到了 10 多种奖学金，他成了大家心目
中的奖学金达人。

让纽约大学校长震惊
2013 年 10 月，一个名叫艾比的瘦小男生

找到了李晓松，他是纽约大学物理系的学生，
他正在申请一项奖学金， 但是遭到了数次失
败。

原来，他申请的奖学金名为“梦想”，该奖
学金对申请人的要求极其苛刻： 它所资助对
象的父亲必须是加拿大籍犹太人， 母亲是加
纳人或者是卢旺达人。 必须是男性本科生，而
且他必须是孤儿，长得要有点像林肯，并准备
攻读航空工程专业的研究生。

这项奖学金的金额高达 40 万美元，但是
在过去的 20 年中，一直没有人申请成功。 而

艾比几乎符合所有要求，但唯一没有通过的，
就是他的长相，艾比长得一点也不像林肯。

看着这明显有些固执而不合理的奖学金
条件，李晓松决定帮助艾比。 通过探寻，他终
于找到了这笔奖学金设立者维拉西尔先生，
他是一个退休的航空工程师。

原来，维拉西尔先生长得很像林肯，他读
书时的那个年代，由于黑人受到歧视，他根本
申请不到任何奖学金。 所以在他成为富人之
后，特意设立了这项奖学金，而且把金额定得
相当高， 意在让别人也尝尝申请不到奖学金
的滋味。

李晓松听了这些话， 沉默了一下说：“先
生，您看看艾比，他和您年轻的时候一样渴望
成功。 您如果想弥补青年时期内心的创伤，就
应该重新审视对奖学金的理解，帮助艾比！ ”

李晓松不卑不亢的话惊醒了维拉西尔先
生。

2014 年 1 月 20 日，维拉西尔亲自来到纽
约大学，找到了艾比和李晓松。 维拉西尔先生
不仅把奖学金颁给了艾比， 还另外设立了一
个 200 万美元的奖学金， 鼓励那些对航空事
业有梦想的学生。 纽约大学对此表示震惊与
感慨，校长纽曼先生对李晓松说：你真是一个
勇敢的人，你是我们的骄傲！

至此， 李晓松奖学金达人的声誉传遍了
纽约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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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鸟”父母带着一个“问题”孩子，在传
统教育中四处碰壁。 从繁华都市到顺义乡下，
在一步步的退缩中，是崩溃是绝望，还是置于
死地而后生？ 2014年 6月，自称“生活严重失
败者”的冯丽丽，以亲身经历创作了 30 万字
的纪实文学《下乡养儿》，告诉我们一段耐人
寻味的教育传奇。

小女难养，只能教育大逃亡
2001年 6月 6 日， 北京市民戎小捷和妻

子冯丽丽的女儿天天出生。 天天性格活泼，经
常与邻居的孩子们一起玩耍，爬高上低，十分
大胆。

上了幼儿园之后，天天时常因为学习、游
戏做得不到位，被小朋友嘲笑，被老师批评。
由于频繁受气， 原本性格活泼的天天越来越
沉默，越来越胆怯。 两个月后，冯丽丽给天天
换了一所幼儿园， 结果依然糟糕。 她拼命找
“好幼儿园”，一直换到第五个。 终于，冯丽丽
痛下决心———让天天退学。

不久，冯丽丽和丈夫辞去了工作，戎小捷
写自己喜欢的哲学著作， 冯丽丽则找了份不

用坐班的校对工作以便照顾女儿。
2009年 3 月初， 他们接到朋友乔琪的电

话。 乔琪是位老师，为调养身体，打算到顺义
乡下休养一段时间， 建议他们也在顺义租房
住，种菜、养狗，至少孩子有事干了。 乔琪还
说，她愿意经常过去给他们一些指导，帮着照
看天天。

夫妻俩觉得这个主意不错。 戎小捷很快
找来一辆助力三轮车，把煤气灶、棉被、锅碗
瓢勺装了满满一车，而天天的布娃娃、绘本、
零食，统统装进了她的小背包。

就这样， 他们住进了通州区顺义县宋庄
镇吴各庄村。 房东王大妈和她的孙子东东前
来迎接他们。 在乡下，天天很快实现了养兔子
的愿望。 她蹲着看兔子用爪子洗脸， 高兴极
了。 按照王大妈的要求， 天天一天喂 3 次兔
子，一次两片白菜叶。

10天后， 乔琪给冯丽丽发来短信：“我有
个想法———你们上午专心工作，我来做午饭，
让天天帮我， 这样可以锻炼一下她的生活能
力。 ”冯丽丽爽快地答应了。

一小时后，乔琪就上门来找天天了，她拽
着天天直接去了市场。 买菜回来， 乔琪问天
天：“要做饭了，你是洗菜还是准备葱姜蒜？ ”
天天说：“准备葱姜蒜。 ”过了一会儿，乔琪对
冯丽丽夫妻说：“今天， 天天剥了蒜， 切成小
块，还放在小碗里，让我用的时候非常方便。 ”
冯丽丽夫妻佯装惊讶地说：“真的吗？ 天天真
棒！ ”天天很高兴：“乔老师，明天我还准备葱

姜蒜。 ”乔琪说：“好，有你帮忙，我做饭快多
了。 ”冯丽丽一旁看着，眼泪突然流了出来。

乡下“散养”，女儿童心又复活
就这样，在乔老师的严格要求下，天天

不仅学会了买菜、炒菜、包饺子、洗衣服，还会
用电磁炉蒸馒头。 另外，她还学会了放羊。 天
天放羊的时候，在山上看到很多漂亮的野花，
很想知道它们叫什么名字。 问妈妈，冯丽丽也
不知道，但是女儿爱学习是好事，必须给予支
持。 当天，戎小捷就进城给孩子买了两本书，
一本是《常见野花》，一本是《精灵鼠小弟》。

当晚，天天拿着书跑来找冯丽丽：“妈妈，
这两本书都挺好，我想自己看，行吗？ ”冯丽丽
说：“好啊，不过你认识那么多字吗？ ”天天说：
“我可以问你。 ”戎小捷马上说：“爸爸教你查
字典吧。 ”后来，冯丽丽说：“那天，我看见天天
坐在桌子旁看书，心情很复杂。 要知道，以前
她对女儿细心照顾，女儿却没有能力，现在大
撒把不管了，女儿不仅能照顾好自己，还能帮
助爸妈做些力所能及的家务， 包括照顾家里
的小动物。

养女心经，受到好评和追捧
看女儿在乡下成长得很快， 戎小捷有了

一个大胆的想法———把北京的房子租出去，
让天天在农村生活几年。 而恰在此时，乔琪怀
孕了，很快从农村搬回了北京城里。

眼看孩子 9岁了，冯丽丽着急了。 经多方
打听，她得知距吴各庄村 50 公里外的小沙河
村有所私塾学校。 犹如落水者抓住了救命稻

草，冯丽丽问女儿：“你想不想学习写字？ ”天
天摇头：“我喜欢放羊，不要上学。 ”戎小捷劝
女儿：“如果你认识了更多的字， 就可以自己
看书了，那多好啊！ ”就这样，2010 年 2 月，天
天终于到这所私塾小学读了二年级。

刚到私塾，“孩子王”青青很排斥天天，每
次玩游戏时总说：“她不会， 我们不用带她
玩。 ”天天也不生气，她对妈妈说：“这些人都
是欺负新来的，我会等待时机，和他们交上朋
友的。 ”一个月后，天天的礼貌、热心感化了同
学。 一天，她回家见冯丽丽的第一句话就是：

“妈妈，今天同学们和我一起玩游戏了，我太
高兴了！ ”

到了五年级下学期， 天天想到正规学校
学习。 2013年 2月，天天成为北京市昌平区力
迈小学的一员。 现在的她开朗活泼， 乐于助
人， 两个月后她成功竞选为班长和少先队大
队长。 当年 6 月，她被评为朝阳区的“三好学
生”。 她还在英语演讲比赛中获得了一等奖，
成为《中国少年报》的小记者。 天天对爸爸妈
妈感慨地说：“学校生活太丰富了，真没想到，
我可以做这么多有趣的事情！ ”

今年秋天， 天天进入北师大朝阳附属学
校，开始了她的中学生活，同时开始学习小提
琴和法语。 看到女儿有了这么大的变化，冯丽
丽在校对之余，也写下了 30 万字的纪实文学
《下乡养儿》， 该书一上市就受到了家长们的
好评和追捧。 （本版稿件综合《现代家长》、
《知音·海外版》等）

家境普通的李晓松有一个高端的留学梦，为了完成梦想，李晓松利用自己的智慧和勤奋，走出了一条与众
不同的留学路。 曾有人称他为留学路上如鱼得水的“穷小子”。

他曾在申请出国留学奖学金的激烈竞争中屡遭失败，却始终痴心不改，他意外地发现，其实美国的奖学
金种类和发放形式多得甚至连本国学生都不完全知道。 最终，李晓松成为了公认的奖学金申请达人，纽约大
学的校长纽曼先生评价李晓松：你真是一个勇敢的人，你是我们的骄傲！

“菜鸟”父母乡下“散养”女儿谱写传奇

让纽约大学校长震惊的
80 后“奖学金达人”

美国纽约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