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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s新闻

乡村学校缺什么？ 来看大学生眼中的答案
■ 本报记者 王勇

7 月 20 日，宁夏回族自治区
固原市白崖乡小坡小学又迎来了
一群开展暑期实践的大学生。 同
时有一批来自连云港的大学生支
教团在小学开展支教活动， 还有
来自城市的孩子在参加小坡村的

“吃苦之旅”活动。
与众不同的是， 这群来自北

京交通大学赴宁夏“师承·平凡榜
样” 暑期社会实践团的学生并没
有拿起粉笔，与学生们打成一团，
而是架起了摄像机， 拿起了照相
机，将镜头对准了学校的老师们。
原来他们是要通过采访乡村教师
为青年树立榜样， 引导大学生为
乡村教育奉献自己的力量。

通过实地考察、采访调研、跟
踪拍摄， 他们不仅为小坡小学的
老师们拍摄了微纪录片， 撰写了
老师们的事迹报告，通过微博、微
信平台发布了大量信息， 还切实
发现了乡村教育真正需要的东
西，比如最珍贵的是老师，最缺的
也是老师； 比如图书捐赠需要图
书，更需要阅读指导……

乡村教师的缩影

实践团由 5 名北京交通大
学经济管理学院的大二学生和 2
名经验丰富的指导老师组成。 7
月 20 日至 24 日， 团员们用 5 天
的时间对小坡小学的老师们进
行了跟踪采访。

之所以会是小坡小学，是实
践团在前期沟通、调查后精挑细
选的结果。

据实践团团长林仪介绍，实
践团经过讨论确定了寻找乡村
教师作为平凡榜样的主题后，就
开始广泛地搜寻关于乡村教师
的报道。

通过与报道过马云乡村教
师奖的媒体人闵良的沟通，实践
团了解到很多学校和老师的故
事，并最终选定了一个小学进行
微纪录作品拍摄。

“选择小坡小学主要因为通
过前期与校长的沟通，我们发现
小坡小学的老师覆盖了多个年
龄段，他们可以说是中国乡村教
师的一个缩影。 校长王晓春（第
一届马云乡村教师奖获得者，在
乡村教育这方面很有建树），教
学 42 年的老教师李建雄（退休

之后只要学校需要他帮忙代课，
二话不说就会回到学校）， 坚守
岗位 13 年的代课老师马军以及
在教学模式方面有所创新的年
轻教师朱颖。 ”林仪表示，小坡小
学可拍摄素材十分丰富，便于从
多个角度来展现乡村教师的品
质以及对乡村孩子和乡村教育
的影响。

7 月 20 日， 到达学校后，实
践团成员便马不停蹄地架起拍摄
设备 ， 开始实践的拍摄第一
弹———采访校长王晓春。 镜头中，
校长向团员讲述了他的从教经历以
及小坡小学其他乡村教师的故事。
在校长的帮助下， 实践团先后采访
了朱颖、马军以及李建雄老师。

朱颖是小坡小学最年轻的
教师，也是少有的本科生。 今年
是她在小坡小学的第二年，也是
她从教的第四个年头。

马军是一位坚守了 13 年的
代课老师， 每个月 1000 元的工
资还是校长从学校公用经费中
节省下来的。

李建雄老师是一位在乡村
教育岗位上坚守 42 年的民办教
师，虽然已经退休了，但他还是
放不下心中的三尺讲台，经常回
学校看看这群孩子，帮着其他老
师代代课……

最宝贵最缺的是老师

“我最大的感受就是乡村摆
脱贫困的根本在于乡村教育，乡
村教育改善的根本在于乡村教
师的素质，一个眼界开阔、勤勤
恳恳的好教师会带出一村优秀
的孩子们。 ”谈到采访后的感受，
团员周子健这样表示。

对乡村教育来说，最宝贵的
就是乡村教师。 这一点成为实践
团团员们的共识。

在团员耿可心眼中，不修边
幅的校长王晓春，谈起小坡小学
的孩子们时，眼睛里却闪着幸福
和希望之光。

“你仔细去看， 小坡的孩子
们虽然家庭环境不是很好，但是
每个孩子都有每个孩子的特点，
每个孩子的眼睛里都闪着光。 ”
王校长一边与我们说着话，一边
激动地用手比画着孩子们的模
样，心底的快乐更是抑制不住地

浮现在脸上。
“我的朋友圈里

一半都是爱心人士，
我一发朋友圈， 立马
就有好多人联系我给
我们捐赠。 我真的很
感谢他们。 因此呢，他
们也给我起了个外号
叫‘最会要的校长’。 ”
想到为孩子们四处托
人帮助， 王校长不仅
没觉得麻烦， 反而是
非常开心。

对于马军老师，
团员苗杰写道： 心疼
这位乡村教师， 因为
他的淳朴和善良。 尊
重这位乡村教师，因
为他的责任和担当。
爱戴这位乡村教师，因为他的无
私和坚守。他说:“既然带了他们，
就要对每个娃娃负责。 现在看到
他们都像看到自己的孩子一样
了…”

“不论是为乡村教育事业奉
献一辈子的退休教师李建雄，爱
校如家的校长王晓春，生活困窘
的代课老师马军还是认真负责
的年轻教师朱颖， 只要谈到孩
子，他们的脸上立马洋溢着幸福
的笑容。 ”林仪表示这给他留下
了深刻的印象。

乡村教师需要更多的肯定

乡村教师群体的奉献令人
感动，但此前投向教育领域的资
源大多指向学校和学生，忽视了
乡村教师。 乡村教师需要肯定，
乡村教师也希望得到肯定。

“在联系校长前， 我们做了
充分的准备，包括对当地乡村教
育、经济状况的了解，对实践中
可能涉及的吃住行等问题的思
考。 但还是信心不足，毕竟校长
获得过马云乡村教师奖，接受过
各种媒体采访报道，而我们只是
非专业媒体的大学生实践团。

‘欢迎你们来小坡小学！ ’‘正能
量要支持！ ’校长不但接受实践
团到学校进行社会实践，还热心
地帮我们联系接站的司机，解决
住宿和用餐等问题。 ”这令林仪
和实践团的其他成员十分感动。

对朱颖老师的采访同样如

此。 据林仪介绍，一开始校长找
到她说采访这件事时她还不太
接受，因为觉得自己的付出实在
是太微不足道了。

“后来朱老师详细了解到我
们此次实践的目的是为了让更
多的青年关注乡村教育并尽己
所能地乡村教育的发展贡献一
份力量，便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
林仪表示。

朱老师说，实践团对于乡村
教师群体的肯定给予了他们坚
守下去的信心，也将引起更多的
人关注到乡村教育这个尚不完
备，需要社会支援的领域……

也正是为了这份认同，为了让
更多人了解乡村教师的故事，实践
团采用了包括微信平台、myouth
平台、微博、北京学联、三下乡平
台、纪录片等多种手段进行记录和
传播。平台均在出发前建立完毕并
初步宣传。实践团还选取了朱颖老
师家访的情节做直播。

捐赠需要更加可持续

令实践团的成员们在感动
的同时， 还发现了许多问题，并
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在采访朱颖时，团员们了解
到学校的图书室是公益组织给
小坡小学捐赠的，但起初图书室
的管理一片空白，既没有图书分
类的标准也没有借书使用的规
章制度，可以说除了有捐赠的书
一片空白。

而这些捐赠的图书并不都
适合孩子们阅读。 耿可心表示在
图书馆里却看到了许多古文图
书。“这些书基本上没人读。孩子
们大多都喜欢带图画的书。 ”朱
颖表示。

对此，耿可心觉得图书的捐
赠重点不在多，而是在于精。“慈
善机构或爱心人士在捐赠图书
的过程中便要肩负起为孩子们
挑选适合的图书的责任。 只有为
孩子们提供真正适合他们的图
书，才是真正为孩子们好。 ”耿可
心强调。

有了图书， 并不等于孩子们
就会看，就能读好书。作为图书管
理员，朱颖不仅自学图书分类，还
定期举办专门的课程， 告诉孩子
们怎样读书。在自己的课堂上，朱
老师更是开展了读书笔记的活
动，监督孩子们的阅读过程。而这
些是朱颖的自发行为， 捐赠图书
的公益组织是没有支持的。

出了图书，实践团的成员们
还在思考“孩子们需要什么，我
们可以带给他们什么”。

耿可心认为，孩子们不缺少
教语文、数学的老师，他们缺少
的是能带给他们不一样的东西
的人。 这不一样的东西，包括他
们从未唱过的歌谣，他们从未跳
过的舞蹈， 他们从未见过的玩
具，也还包括他们从未听说过的
关于外面世界的故事。

“这些是我们力所能及的
事。“耿可心强调。

2016“希望工程圆梦行动”助学金全国发放 惠及两万学子
20 岁的颜凯站在台上拿着

5000 元助学金激动万分，就在几
天前，还在为上学学费发愁的他
没有想到，幸福来得如此之快。

出生于湖北省黄冈市红安
县青年颜凯， 家里排行老二，靠
着父母长期打零工供其和姐姐
上学，沉重学费和家庭生活开支
使得家里背上了数十万元的负
债，父母甚至一度想让两个孩子
放弃学业，而颜凯却用优异成绩
一次次打消了父母这个念头，但
一年数千元的大学费用着实又

为难着颜凯父母。
而此时，一场全国性的大型

助学活动却将颜凯在内的全国
共 2 万名学子一一“拯救”。

2016 年 8 月 26 日，“国酒茅
台·国之栋梁”———2016 希望工
程圆梦行动大型公益助学活动
助学金全国发放仪式在湖北省
红安县隆重举行。 今年新受到资
助的 2 万名茅台学子每人将陆
续领到茅台集团资助的 5000 元
助学金。

当天，湖北省人民政府副省

长、 省人民政府党组成员许克
振，茅台集团党委书记、总经理
李保芳，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
主要负责人王剑等领导与全国
六十多家媒体记者参加。

为帮助 2016 年全国贫困家
庭大学新生顺利进入大学，茅台
集团自 2012 年已连续五年每年
捐款 1 亿元人民币，用于资助全
国考入二类本科以上院校、品学
兼优、来自农村家庭经济困难的
应届大学生，截至今年的最新统
计，受助学生的规模已达 10 万。

“国酒茅台·国之栋梁———
希望工程圆梦行动”从生源地入
手，切实解决大学新生从家门到
校门的经济困难，帮助寒门学子
圆梦大学。 5 年捐资 5 亿元，使
10 万家庭受益，茅台成为希望工
程圆梦行动实施以来，捐赠资金
最大、资助学生最多、影响最为
广泛的爱心企业。

今年是茅台集团连续 5 年
的捐赠，连续创造希望工程年度
捐赠和年度资助的最高纪录。

据不完全统计 ，2011 年以

来，茅台集团累计投入 22 亿元，
广泛参与捐资助学、 扶贫济困、
义赈救灾、环境保护、扶农兴农、
慰问拥军、支持地方政府改善交
通环境等各个方面。 茅台集团是
行业内唯一连续 8 年发布社会
责任报告的企业，连续两年荣获

“履行社会责任五星级企业”荣
誉，还荣获中国慈善领域最高政
府奖“中华慈善奖———最具爱心
捐赠企业”等荣誉，树立了良好
的企业公民形象。

（张明敏）

实践团成员和小坡小学的孩子们在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