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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心青年帮:从大学开始的公益之路
6 月是高考季，也是毕业季，

有一群大学生却在为公益奔走。
这里有一群生在互联网时

代的 90 后大学生， 课余生活运
用“互联网+”模式，为山区果农
解决了滞留的 50 万斤苹果、慰
问了一万多名环卫工人并送去
了爱心、建造科技小屋为山区孩
子圆科学梦……

他们用爱心将大学生活过
成了自己想要的样子。

刘洋：力所能及就好

刘洋，1988 年出生， 河北保
定人，180cm 的身高，阳光、帅气，
说话直爽，喜欢运动，热爱旅行。

2008 年，经历完高考的刘洋
考上了他如意的大学，没有了高
中繁重的课程和考不完的试卷，
富裕的的课余时间，刘洋并不想
让自己做个“宅男”，因此他参加
了各种志愿活动。

“没有其他想法，只想单纯
地增加自己的阅历，有一些不一
样的经历，去看不一样的人生。 ”
因为这个想法，他开始了自己人
生的“公益之旅”。

支教成为了刘洋公益之旅
的第一步， 听了师姐的建议，第
一次支教他去了甘肃陇南山区
的成县纸坊小学，也是这一次支
教经历，坚定了刘洋后来做公益
的决心。

第一天上完课后，刘洋将自
己带来的棒棒糖分给孩子们吃，
当满教室的孩子欢呼雀跃地剥
开糖纸尝鲜时，其中一个孩子却
紧紧攥着糖果不肯打开。

“你怎么不吃呢？ ”
“我要留给妈妈，因为我妈

妈从来没吃过这个。 ”
孩子的回答让刘洋鼻头很

酸， 却似乎也没有能力改变，但
从那刻开始刘洋坚定了要持续
做公益的决心。

山区孩子们对知识的渴望，
让刘洋的内心坚定了一个想法，
一定要在每个假期到西北山区
支教，因为这是目前刘洋能做到
的。

从甘肃的纸坊小学、卓洛小
学、随固小学、刘咀小学到陕西
的蓝田东村小学、秦北农民工子
弟小学等，刘洋一共在西北地区
支教了 18 所小学。

“每个人的能力有限，力所

能及就好。 ”
支教之余， 他还做了很多

“牵线搭桥”的事儿。
比如，介绍朋友为支教过的

学校学生提供一对一资助。 在甘
肃、贵州一些学校，刘洋联系了
认识的企业， 由企业每年拿出
5000 到 10000 元设立奖学金，给
品学兼优的孩子每人资助 200-
300 元，并每学期颁发奖状，用物
资和精神双重激励鼓舞山区的
孩子。

自此，从河北到陕西再到甘
肃，支教西部山区 18 所小学、进
矿区宣传保健知识、关注农村留
守儿童、陪伴空巢独居老人……
刘洋的公益之路未曾停歇。

“爱出者爱返，福往者福来。
我始终相信爱是这个世界上唯
一可以越分享越多的东西。 ”

毕业后的刘洋去了西安邮
电大学当辅导员，带着他的学生
们在公益的路上继续前行。

杨敏：互联网+公益的尝试

杨敏，1992 年出生， 陕西咸
阳人， 西安邮电大学 2015 级硕
士研究生，光学工程专业，乐观
善良、性格开朗、外向阳光是同
学们对他的评价。

在这个善良、阳光、憨厚的
90 后男孩的身上有着一股对生
活不屈不挠的“倔劲儿”，也是这
股子“倔劲儿”让他的大学生活
“丰富多彩”，并备受关注。

杨敏的家乡是以种植苹果
为经济来源，2016 年家乡的苹果
大量滞销，他决定为乡亲们做点
力所能及的事情。

于是， 在辅导员指导下，他
联合本校及周边兄弟院校“志同
道合”的伙伴，对家乡礼泉县魏
北村苹果滞销的原因进行实地
调研。 最终发现，由于山上交通
不便，土地贫瘠，加之青壮年为
了维持生计都去往城市打工，留
守村里的老人和孩子无法打通
销路， 导致苹果连续两年滞销。
又因果农无力筹建冷库，堆积如
山的苹果已经开始溃烂，整年的
辛勤劳作付之东流。

生长在互联网时代的杨敏
和伙伴们，决定帮助果农用当下
较火的“互联网+公益+众筹”的
模式来解决难题。

于是， 搭建了一店两微平
台， 通过微
店、 微信、微
博进行宣传
和销售，经过
10 天 的 努
力，共销售了
972 箱 滞 销
苹果，销往全
国 23 个 省
份、4 个直辖
市。这让杨敏
和伙伴们都
很惊喜。

第一次
发力成功后，

杨敏和伙伴们又
想出了“助爱贫
困果农慰问城市
环卫工”的创意。
于是， 又联合陕
西省青少年发展
基金会在腾讯公
益发起“爱心苹
果送环卫工”活
动， 短短八天筹
得善款 389177.92
元，27265 人参与
募捐， 圆满完成
了筹款目标。 解
决了礼泉县魏北
村等 11 个村滞
留的 481100 斤苹
果，并给西安市 5
个区 12749 名环
卫工人送去了爱
心苹果。

“通过‘互联网+公益’模式，
能快速的搜索信息， 整合资源，
使得以前看似不可能的事情变
成现实。 ”这种互联网+时代的到
来，给公益带来的新生机，让杨
敏很吃惊。

“也许，用这种新型的公益
模式还可以做更多力所能及的
事情，马上研三了，这样的经历
丰富了我的大学课余生活，也是
对自己心智很好的历练，会一直
继续下去。 ”

齐婷婷：“科学小屋”建造者

齐婷婷，1991 年出生， 陕西
商洛人，是一个外柔内刚、喜欢
写作、热爱生活的女孩。

2010 年考入陕西师范大学，
现是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研究
生。 大学生活期间，在接触了学
校的“思源社”、“自强社”等爱心
社团后，校园内外各类的公益活
动常能看见齐婷婷的身影。

除了做一些支教和志愿者
活动外，在和家庭困难学生的接
触中，杨家豪的故事让齐婷婷印
象最为深刻，并且坚定了她一定
要为山区孩子圆科学梦的决心。

“我们刚走进他的家，他就
像小大人一样向我们问好，帮我
们搬板凳。 ”这个懂事的孩子今
年 8 岁，是商州富兴学校二年级
的学生杨家豪。

杨家豪还有个姐姐，母亲不
仅要照顾两个孩子，还要照看 70
多岁的父母。 全家六口人的生活
仅依靠杨家豪的父亲外出打工
勉强维持。

“我做梦都想亲眼看见飞
机，哪怕是有一架飞机模型!我特
别想要上科学课，也许老师会跟
我们讲许多科学的故事。 ”科学
课一直是杨家豪最憧憬的，他觉
得，或许那时候他就能离梦想更
近一点。

杨家豪的懂事和小小的梦
想触动了齐婷婷，为此，她联合
院校其他爱心人士从陕北到陕
南， 从黄土高坡到秦岭深山，每
天 6 点起床， 坐车四五个小时，

身影穿梭于农村小学与家庭经
济困难学生家庭之间，为山区孩
子的科学教育做调研。

“由于缺少师资和相应的设
备，本应给学生开设的自然课和
科学课并未开设，更谈不上从小
培养孩子们的科学素养了。 ”

“当给他们讲解轮船飞机、
宇宙星空、电路实验和科学故事
时，他们很兴奋，听的特别仔细，
眼睛里是泛着光亮的；当我们送
给他们放大镜、望远镜等科学小
礼物时，他们拨弄着那些他们并
不熟悉的小设备，脸上都是喜悦
和满足。 ”

为此，齐婷婷决定，联合校
内和邻校的爱心人士，通过互联
网众筹的方式，为山区的孩子建
造“科学小屋”，圆他们一个科学
梦。

“圆山里孩子科技梦———科
技小屋”项目，从走访调研、公益
众筹、器材招标到目前的科技小
屋搭建， 持续了 9 个多月时间。
项目利用“互联网+众筹+公益”
的模式， 通过腾讯公益平台发
起，先后有 4395 人参与了捐款，
共筹得善款 142173.43 元， 每个
科技小屋会配置 150 余种科学
实验器材和 200 余本科技读物。

目前，已有三所科技小屋搭
建完成并对外开放。

“爱心从来都不怕小，微爱的
汇聚，也会流淌成爱的海洋；公益
从来都不只是付出，付出的累积，
也会转换为成长的阶梯。 ”齐婷婷
在公益的路上一直成长着。

组建“爱心青年帮”

刘洋、 杨敏、 齐婷婷都是
“爱心青年帮”的成员。

“爱心青年帮”是刘洋发起
组建的由西安邮电大学和陕西
师范大学青年学子组成的团体，
意在用汇聚的力量做力所能及
的公益。

杨敏是刘洋的学生，因为家
乡苹果滞留，作为辅导员的刘洋
给了他解决问题的思路。

刘洋研究生时和齐婷婷是

校友，多年支教的经历，让他很
了解山区教育的盲点，建“科技
小屋”是他思考的结晶。

礼泉苹果的滞销也好，建造
科技小屋也罢，都是他领着“爱
心青年帮”团队爱心的结晶。

如今的刘洋、 杨敏和齐婷
婷，他们有着共同的梦想，就是
为更多山区的孩子建造更多的
“科学小屋”。

刘洋理想中的公益，是一种
“无为而治”的状态，每个人不需
要花费很大的力气去做公益，不
需要不远万里去偏远山村支教，
而是可以在日常生活里、一件件
小事里，投入一点点精力，就能
参与。

也许，进入科技小屋的孩子
们一张张快乐无比的笑脸、对模
型一刻不愿离手、对各种器材研
究的那份专心致志，正是刘洋带
领他的“爱心青年帮”做这些事
情的意义吧。

最后来听听走进“科技小
屋”的孩子们的真实感受。

高鑫宇： 第一次进实验室，
一眼看过去，太神奇、太酷了。 激
动，兴奋，想把那些充满神奇的
东西都摸一遍，感受一下。 让我
记忆最深刻的是手动小手电，不
用充电，不用电池，也不用太阳
光，只需通过小手转动它的“小
尾巴”，便能发电发光 ;还有一个
神奇的东西———显微镜，在它的
下面放一个神奇的载玻片，打开
灯就能看到许多细小微妙的东
西，真是太奇妙了。

张宇田：小屋里许多东西都
没见过， 好想知道它们都叫什
么，想学习它们的原理，想知道
它们是怎么来的。 许多试验品都
吸引着我，让我特别想快点上科
学课，听老师讲科学知识。

刘梦杨：好多惊喜! 有个老师
把手放到一个不插管子的“水龙
头”下面，让我们看水龙头流不尽
的水。大家都很惊奇，有的同学说
这并不是水在流， 也有的说看到
有电在驱动，经过观察，最终明白
了原来是电驱动水在循环流动，
好想知道这都是为什么。

� � 助爱贫困果农慰问城市环卫工项目既解决了
礼泉县魏北村等 11 个村苹果销售难问题， 又给西
安市 5 个区 12749 名环卫工人送去了爱心苹果。

孩子们在科学小屋认真地学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