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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从来没有一个地方，像这里
一样，聚集了如此多、如此严重
的社会问题：这里是地球上人口
密度最高的地区；半数居民为 15
岁以下的儿童；人均寿命仅有 30
岁； 大多数家庭中没有自来水；
平均每 1300 人才拥有 1 个卫生
间；66%的 16 岁女童从 6 岁起便
靠性交易维持生计；仅有 8%的女
童有机会上学……这个地方叫
做基贝拉(Kibera)难民窟，位于肯
尼亚内罗毕市郊。 这块 2.5 平方
公里的狭小土地上聚集了 13 个
贫困村落的 17 万居民。

也从来没有一个组织，像他
们一样， 如此专注地扎根于此，
为同一个地区孜孜不倦地缓解
着各种社会病痛：创办女童学校
解决教育问题；搭建社区诊所解
决医疗问题；成立社区中心解决青
少年成长问题；实施卫生间计划解
决卫生问题； 修建菜园解决食物
问题；提供清洁水源解决用水问
题……这个组织叫做“点亮希望
(A Shining Hope for Communi－
ties)”，两位草根青年创建的慈善组
织。 成立4 年以来，他们把所有精
力和资源全部灌注在基贝拉这
片贫瘠的土地上。

免费女童学校

2009年 8月， 作为机构成立
之初的首个项目,“点亮希望”修建
了基贝拉女童学校。 这是在基贝
拉第一所专为女童创办的免费学
校。 学校为当地的贫困女童免费
提供优质的教育、日常的营养补
给、 统一的校服和学习用品，给
这些处在危险边缘的孩子带来
了知识的力量和对未来的憧憬。
女童学校抛弃了发展中国家常
有的一些教学手段，例如让学生
被动地接受灌输、通过考试来衡
量知识掌握、体罚等，而是聘请
教育学专家设计了一套开创性
的课程，让女童们更好地接受教
育。 这些课程大多数强调实践，
让孩子们从小培养独立精神、创
造性思维和热爱学习的动机，以
迎接人生中面临的各种挑战。

这个学校建在基贝拉的中
心位置，配备有 8 个教室、1 间图
书室和 1 间多功能厅，所有建筑
材料也均为环保材料。 学校在课
程之外，还开展了许多课外活动
和心理辅助项目， 以抚平精神受
创儿童的心理伤疤。 学校的员工
均为女性， 并且让学生和社区居
民都在其中寻找到体现女性价值
的位置。 许多女性家长在学校找
到了适合自己的工作， 为自己社
区后代的教育工作献上力所能及
的一份力量。 学生毕业后，“点亮
希望”通过非营利性的合作伙伴，
帮助她们升入中学， 并且每年为
15名毕业生提供全额的奖学金。

基贝拉女童学校还为 100 名
学生提供了学前教育， 其中 80%
的学生已经具备了升入小学阶
段的能力。

女童学校至今已经拯救了
许多学生的命运，让她们远离性
骚扰和性交易，并且通过教育踏
出了贫民窟。 这些学生有望成为

肯尼亚明天的领导者。

社区诊所

比起肯尼亚其他地区 60 岁
的人均寿命，基贝拉难民窟的人
均寿命只有 30 年。 而女性则还
要面临更多的健康危险：恶劣的
医疗和卫生条件使得分娩成为
了女性的最大杀手，而极端的性
别歧视也为女性接触医疗设备
和健康信息制造了诸多障碍。

从 2010 年 11 月 17 日起，社
区诊所的成立为基贝拉居民，特别
是女性和儿童，带来了基本的医疗
帮助。通过“点亮希望”开展的社区
医疗人员计划，这些医疗服务更是
走出了社区诊所的围墙。

“点亮希望”让每个基贝拉
的病人都充满尊严地走进社区
诊所，并且在这里得到希望。 这
个诊所每个月要接待 1000 多名
病人，这个数字还在不断攀升。

2010 年年底，一个叫做哲凡
的 6 个月大的婴儿由于严重的
腹泻被送到了诊所。 在肯尼亚，
听似十分平常的腹泻是儿童的

第三大杀手。 在这里，哲凡幸运
地摆脱了死神的影子。 从此之
后，社区家长似乎为自家孩子找
到了一尊守护神。 这样的例子也
激励着社区诊所为居民提供高
质量的医疗服务。

清洁水计划

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报
告称，安全饮用水的缺乏是最大

的一项导致疾病的原因。 在基贝
拉，水源极度缺乏，而原有的恶
劣水质也带来了很多健康危机。
基贝拉难民窟中没有自来水，居
民们不得不花费超出正常价格 2
至 10 倍的钱在贫民窟周边购买
兜售的饮用水。

今年 1 月 6 日，“点亮希望”
在基贝拉启动了“清洁水计划”，
力争持续性地提高为该地区提
供清洁水的能力。 在试运行阶

段，他们的目标是为 2000 户家庭
的 12000 名居民提供每日的清洁
水源。“清洁水计划”在基贝拉中
心竖立了一座水塔，每日能为社
区提供 10 万升的清洁水。 此外，
该计划还在基贝拉难民窟内以
低于市场水平的价格为居民提
供饮用水，而这部分收入除用于
供水系统外，还用于填补女童学
校的开支。

作为计划的一部分，“点亮
希望”为社区居民提供医疗和卫
生方面的知识普及，并且针对水
质实施严格的质量监控。

在以上这些核心项目之外，
“点亮希望” 还在基贝拉开展了
诸多深富社会价值的项目。 作为
基础教育的承接手段，“点亮希
望”在 2010 年夏天开办了两层楼
的社区中心，让青年和其他社区
居民在这里聚集，参加各种读书
会、电脑培训班、职业技能辅导、
健康知识普及和理财小组等活
动，解决生活和工作上的一些实
际问题；作为医疗服务的辅助项
目，“点亮希望”在基贝拉大量修
建卫生间，改善恶劣的卫生条件
和不良的生活习惯；此外，他们
在女童学校后面搭建了一个菜
园，让学生和家长在其中培育各
种蔬菜， 解决家庭的食物来源，
并且一部分果实用于出售，也缓
解了他们家庭的负担。

执着的创始人

如此执着并富有成效的机构
到底来自于谁的信念呢？这就不得
不提到机构创始人之一的肯尼迪·
奥迪第(Kennedy Odede)，一位出
生于这片贫瘠土地的年轻人。

肯尼迪出生于基贝拉难民
窟一个极度贫困的家庭，作为家
中 7 个弟弟妹妹的兄长，他通过
自己的努力走出了这片难民窟，
进入了美国的名校。 在刚刚过去
的 5 月 26 日，他从美国卫斯理大
学毕业，成为了基贝拉有史以来
首个毕业于美国大学的人。

“尽管当时我依然身处贫
困，但是在看到了许多人的生活
被摧毁后，我决定要改变这些残
酷的现实，”肯尼迪说，“我不能坐
视这些女童用身体换取每天的
食物。 ”

凭着一腔热血和教育赋予他
的知识，他在美国人杰西卡·波斯
纳(Jessica Posner)的帮助下，创立
了“点亮希望”组织。 在众多合作
伙伴的支持下，“点亮希望” 迅速
地在基贝拉开展了一系列初期活
动，包括艾滋病知识普及、女性教
育、医疗服务等多个方面。 这些前
所未有的活动为肯尼迪赢来了一
片赞誉， 年轻的他在难民窟内获
得了很高的声望。这也成为了“点
亮希望”发展壮大的基石。

“在基贝拉 23 年的生活让我
深刻地知道日常生活的艰难，我
明白在这里对抗贫困所要付出的
代价。 ”肯尼迪说，“但回顾我们现
今取得的这一切，我要说，在充满
绝望的环境中看到一点希望，紧
紧地抓住它。执着，是改变一切的
动力。 ” （高文兴/文）

A Shining Hope in Kibera

点亮希望：
做最专注的慈善组织

女童学校的学生一脸欣喜地展示自己的作业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