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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单一硬件建设到全方位公益服务

“希望工程”:
从“有书读”到“教育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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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曾经带给无数国人公益启蒙
的“希望工程”，曾经肩负着“助农
民后代人人有书读” 使命而生的
希望工程， 如今面临的环境和
1989年初生时迥异。 这个知名度
曾远远超过其发起机构———中国
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的项目， 正在
经历从“平等接受教育”到“接受
平等教育”，从单一募集资金到提
供专业服务的转型之变。

老公益遇新挑战

1989 年，时任团中央组织部
长的徐永光从共青团中央拿到
10 万元资金，注册成立了中国青
少年发展基金会（以下简称“青基
会”），并担任第一届秘书长，头 3
年便资助了 3万名贫困孩童。

政策的松动让“希望工程”应
运而生， 它以一种崭新而陌生的
方式向社会发出劝募信息， 链接
起分散的民间力量， 成为中国慈
善意识的启蒙力量。 据不完全统
计，在过去的 22 年间，希望工程
累计共募款 70亿元人民币。 这股
聚沙成塔的民间力量累计资助了
中国农村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包括
小学、中学、大学生）逾 364 万名，
建设希望小学 17149所，建设图书
室 14753个， 配备体育园地 3188
套、音乐教室 163 个、电影放映设
备 241 套， 培训农村小学教师
62000余名。 目前，青基会援建的
希望小学已经占据中国农村小学
的 4%，其中有不少甚至成为了“当
地最好的建筑”。 四川全省 400多
所希望小学，特别是震区的 146所
希望小学， 在 2008年的汶川地震
中， 没有因为校舍垮塌死亡 1人，
这其中也包括与北川中学仅一墙
之隔的北川希望小学。

“希望工程创造了许多物质
之外的东西。 ”青基会宣传部长
顾蒸蒸对记者表示，“它对于转
型时期中国的道德、文化、经济
建设带来了积极影响，已经不仅
仅只是一个简单的教育救助和
慈善捐助项目，更创造了许多教
育公益之外的价值。 ”

23 年弹指一挥间，希望工程
这一曾经以“助农民后代人人有
书读”为使命的公益事业，如今
所面临的局面已与当年迥异，在
经历过宏观的体制独立之后，其
内部管理和公益理念也在悄然
发生变革。

仅以云南省为例，据共青团
云南省委和云南省教育厅公布
的数据显示，至 2010 年底，社会
各界累计筹款 6 亿元人民币，援
建希望小学 1400 多所、 希望工
程一村一校教学点 539 所。 有媒
体报道，截止到 2011 年上半年，
云南省有 115 所希望小学和 318
所希望工程一村一校被撤并。

“我们现在关注的不仅是孩
子们‘有无学可上’，更关注‘上
怎样的学’的问题。 ”青基会秘书
长涂猛曾多次表示。 这一转变是
基于对社会现实更深层次的考
虑。 随着国家义务教育免费政策
的实施，免杂费、免书本费、补助
寄宿生生活费的“两免一补”政策
全面推行， 孩子无钱上学的问题
已基本解决， 国民对教育的需求
也发生了相应改变， 关注重心已
由起点公平过渡到过程公平。

5 门课程多年空缺

2007 年， 青基会正式将希
望工程此前的“资助模式”拓展
为“资助—发展模式”，新增添
了包括师资力量、图书馆、电脑
室、音乐教室、体育园地等软硬
件设施建设的公益服务， 并将
其统称为“快乐系列”。 此举标
志着希望工程动员和服务工作
的全面升级， 即在动员社会力
量， 继续为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提供助学金、 继续帮助乡村小
学改造危旧校舍的同时， 通过
物质、精神多方面的持续扶持，
帮助受助的学生和学校提高自
我发展的能力。 希望工程也不
再局限于农村希望小学建设，
而将部分资金转向资助贫困高
中生和大学生完成学业， 希望
工程助学模式也随之升级。

“期待用这样的改变，将希
望工程的价值最大限度地体现
出来，不是说简单地让孩子有学
上就行，而是通过物质、精神等
多方面的连续扶持，帮助学生和
学校形成和提高自我发展能力，
让整个公益价值链条更加完
整。 ”涂猛表示，现在教育的一大
问题是城乡之间教育资源配置
严重不均衡，“如农村的希望小
学， 有 5 门课一直是开不起来
的，包括英语、计算机、音乐、美
术、体育。 我们现在一直讲希望
工程要以需求为导向，就是我们
的受益人的需求发生变化，那我
们所提供的产品和服务也必须
随之变化。 涂猛说，如何在项目
中动员、配置专业力量，这是希
望工程组织方考虑最多的问题。

于是，就有了希望工程和奔

驰一起做的音乐教室的尝试、和
九阳一起做希望厨房的尝试、和
佳能一起做“色彩教室”的尝试，
以及更多的跨领域合作。“项目
的设计和实施过程中，我们对社
会资源动员比以前有了很大的
变化。 现在筹钱可能已经成为了
次要问题，如何在我们的项目中
动员、配置专业力量现在是我们
考虑最多的问题，比如如何调动
社会力量，为希望小学的学生需
求，提供专业的服务。 ”涂猛说。

借力企业促城乡平等

52 岁的陆俊安老师从没有
想过有一天，他能带着自己的学

生在人民大会堂上放歌。 6 月 15
日，“筑梦·助星愿———希望工程
梅赛德斯-奔驰快乐音乐汇”在
人民大会堂举行，300 余名来自
全国希望小学的学生相聚北京，
用美丽的音符演绎出属于自己
的音乐之梦。

对于很多四川什邡小学的
孩子们来说，陆俊安老师就是他
们走进音乐大门的领路人。“我
一直相信，音乐可以陶冶人们的
情操。 ”陆老师说。 2000 年时，当
他 15 岁的孩子因为不治之症与
他诀别后，他更能体会音乐能够
抚平心灵的伤痛。 陆老师没有再
要小孩，而是把全部精力都投入
到教育更多的孩子身上。 没有受
过专业训练的陆老师靠一支竹
笛，帮助很多孩子领略到了音乐
的魔力。 在他的影响下，很多孩
子都拥有了一个“笛子”的音乐
梦想。

由于学校没有专门的音乐教
师，陆老师除了教授音乐外，还负
责教授六年级数学， 而学校里其
他教授音乐课的老师也同陆老师
一样担任其他课业任务。 与什邡

小学一样情况甚至更艰难的学
校，在中国还有很多很多。

据一项对全国 11 个省 106
所希望小学的抽样调查结果显
示，79.2%的学校没有专门的音乐
教室， 近 80%的希望小学甚至不
曾配备一名接受过正规培训的
音乐教师，约半数的希望小学学
生因为极度欠缺音乐常识，连七
个音阶都唱不全。

2010 年 9 月 16 日， 什邡小
学迎来了一场音乐盛会，梅赛德
斯-奔驰与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
会共同启动的第一所快乐音乐教
室在什邡小学正式落成。 音乐教
室中， 陆老师带着孩子一起弹奏
着一件件崭新的乐器。 孩子们不
知道是，这一年的夏天，由梅赛德
斯-奔驰“星愿基金”资助的“快乐
音乐教室”项目在北京启动，项目
携手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在全
国偏远地区的希望小学实施。 每
所音乐教室除配备有传统的电钢
琴、台式音响等，还配上了小鼓、
沙槌等一套小型打击乐器， 以及
鼓号队乐器、口琴、竖笛等音乐素
质教育常用器材， 让每个学生都
有机会体会到演奏的快乐。同时，
项目还为学校的音乐教师提供专
门培训。

教师素质的差异， 是难以实
现平等教育的关键。 据教育部统
计，2008 年， 农村小学专任教师
356.86 万人， 专科以上学历的教
师仅 47％， 比城市低 31 个百分
点。为改善师资力量，中国青基会
在多年摸索中， 慢慢寻找自己的
路子： 大规模培训原有教师；同
时，招募志愿者到希望小学上“第
二课堂”，为农村的孩子们多打开
一扇通向外面世界的窗户。

在青基会和佳能公司的合作
中就充分运用了企业志愿者。 今
年“六一”前，佳能（中国）有限公
司与中国青少年基金会合作，在
河北省半壁山佳能希望小学启动

“色彩教室”项目。这个项目中，佳
能（中国）将为全国各地 14 所希
望小学“色彩教室”项目捐赠数码
相机及打印机，同时，由佳能（中
国） 员工为学校培训摄影教师和
美术教师， 并负责联系将学生们
的作品送到国外进行展出。 中国
青少年基金会副秘书长杨晓禹认
为：“佳能在基础教育的公益项目
上利用企业自身优势， 根据社会
发展变化， 从硬件到软件坚持不
懈地支持希望工程，非常难得。 ”

到现在，125个“快乐音乐教
室”出现在河北、辽宁、新疆、安
徽、 四川等全国 22个省市自治区
的希望小学里，4万余名孩子们的
音乐梦想在专业乐器的体验中起
航。在 6月 25日的汇演中，奔驰正
式宣布为“星愿基金”续资 2500万
元人民币，同时，奔驰的音乐教育
之旅也启动了新的航程：2012 年
奔驰将增建 175所快乐音乐教室，
使得受助儿童数量达到 10万名。

还记得两年前，当“快乐音
乐教室”刚刚启动时，涂猛曾对
记者表示：计划让农民的孩子进
中国最好的剧院唱歌。 成功的
话， 未来可以去维也纳金色大
厅， 让农村孩子的歌声走向世
界。 对于这些农民的孩子，也许
不知道什么是金色大厅，但音乐
的种子已经深深地扎根。

2011 年 12 月，陕西省周至县青化镇中心小学“快乐音乐教室”落成

学生们开心地拿着青基会捐赠的乐器表演

� � 农村的希望小
学，有 5 门课一直
开不起来，包括英
语、计算机、音乐、
美术、体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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