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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教给我力量

美丽中国校友会在京成立

中石化健康快车驶入喀什
为千名白内障患者免费复明

手术后，双眼先天性白内障
患者开迪热亚和 3 岁的弟弟（年
龄最小的受助者）地里夏提重新
看清了这七彩的世界。 2017 年 5
月 19 日，12 岁的小姑娘开迪热
亚在“中国石化光明号”健康快
车接受了免费的白内障手术，而
懂事的小姑娘康复后想到的第
一件事就是回到学校上学。 孩子
们的复明给这个仅靠父亲每月
200 元的低保收入， 艰难地维持
生计的 4 口之家带来希望。

5 月 8 日， 中国石化光明号
健康快车驶抵 2017 年首站———
新疆喀什，这是中国石化光明号
健康快车第五次赴新疆、第二次
赴喀什开展扶贫救盲，已经陆续
帮助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4600 多
名白内障患者重见光明。 据列车
车长王悦真介绍， 此行将完成
1100 例白内障治疗手术。今年将
移植晶体进行了更换，折叠晶体
使手术更安全、更舒适，让患者
创伤更小、愈合更快。

这些白内障患者能重见光
明，离不开医生和护士们的医治
和照顾。 北医三院有这样一位眼

科医生她叫冯云，是本次喀什站
的主治医生之一，心系患者的她
载着家人的支持来到了喀什，走
入了爱心列车。 地广人稀、交通
不便的喀什地区给病人问诊和
疾病筛查所带来的困难可想而
知。 不仅如此，当地患者容貌与
文化的特点（深眼窝使手术操作
不便，留络腮胡易造成感染），加
上医护人员们与患者语言不通，
患者发病早且重均使手术难度
加大。 最终，医护人员们克服了
重重困难，以精湛的医术和细心
的照顾让众多白内障患者重新
看到了光明。

十多年来，中国石化捐赠健
康快车慈善事业累计捐资 1.4 亿
元，建设了一列“中国石化光明
号”健康快车、一所新疆欣慰眼
科手术培训中心以及 16 所健康
快车/中国石化白内障治疗中
心，先后开进新疆、青海、宁夏、
西藏、 四川等 18 个老少边远地
区，共停靠计 35 站次，免费救助
了 3.8 万多名贫困白内障患者。
这也是中国石化实施精准扶贫
的一个重要行动。 （张慧婧）

2017 年 6 月 23 日，由深圳
市 TCL 公益基金会与中国青少
年发展基金会共同主办的第四
届“TCL 希望工程烛光奖”颁奖
典礼在北京大学百年讲堂举
行。 本届烛光奖颁奖典礼的主
题为“光临未来”，旨在表彰全
国各地为乡村教育事业奉献的
乡村教师。

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副
秘书长杨春雷、“TCL 希望工程
烛光奖” 公益形象大使柯蓝、
“凯叔讲故事” 创始人王凯、原
教育部中国教师发展基金会秘
书长杨春茂、 原教育部法规司
副司长张文、TCL 教育网 CEO
兼奥鹏教育总经理赵敏、TCL
集团品牌管理中心总经理张晓
光、TCL 公益基金会秘书长刘
磊、 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
学研究所所长王蓉、 首都经济
贸易大学劳动经济学院社会工
作系教授亓昕等出席。

“TCL 希望工程烛光奖”是
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与深圳
市 TCL 公益基金会于 2013 年
共同设立， 是最早在全国范围
开展乡村教师奖励和资助的公
益项目之一，5 年内投入超过
3000 万元。 该奖项旨在从全国
寻找辛勤耕耘在贫困地区基层
教育战线，坚守岗位、默默奉献
的优秀乡村教师， 充分展示他
们的师德风貌和职业梦想，以
鼓励更多优秀青年教师扎根乡
村基础教育， 推动乡村教育事
业发展。

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副
秘书长杨春雷表示，“让农民的
后代人人有书读始终是中国青
少年发展基金会的使命， 只有
读书、 只有教育才能改变乡村
孩子的命运。 乡村教师长年扎
根乡土，为教育事业无私奉献，
是中国乡村教育的脊梁， 更是
全社会的楷模。 ”

本届“烛光奖” 共评选出
400 名优秀乡村教师，100 名乡
村教师代表参加了颁奖典礼，
分别荣获“烛光奖”的奉献奖、
创新奖和引领奖。 获奖教师将
获得资助和培训支持， 单个奖
项价值 1.2 万元，其中包括每人
8000 元的现金奖励与价值 4000
元的线上线下“翻转课堂”模式
的“烛光课堂”培训。

据了解，继原有的“留守儿
童辅导及心理干预课程”外，烛
光课堂培训将进一步帮助老师
掌握维护留守儿童心理健康和
行为矫正的方式方法， 邀请专
家为乡村教师教授信息技术与
教学融合的方法与相关软件的
应用， 帮助乡村教师利用信息
技术引领学生在学习方式和成
长方式上的变革， 激发学生学
习兴趣， 最大限度发挥学生的
主观能动性。

当天， 由于天气原因，TCL
集团董事长李东生缺席颁奖典
礼。 在现场电话连线中，李东生
谈到了自己支持教育事业发展
的原因和初衷。“我是 1977 年参
加高考的， 我现在很清楚地记

得当时我的小学老师和中学老
师， 一直在鼓励我们要努力学
习，给我们很大的帮助和推动。
正是因为这些老师的辛勤付
出， 在 1977 年恢复高考的时候
我能够考上大学， 这也改变了
我一生命运。 ”

据悉，TCL 集团多年来十
分关注公益事业。为了呼吁社会
更多地关注乡村教师现状，在典
礼开始前，TCL公益基金会官方
通过互联网发起了“教师的名
义”主题活动，号召网友分享与
老师的故事，吸引了海量网友自
发分享。 此次“TCL希望工程烛
光奖” 还增加了表彰 TCL 优秀
员工志愿者的环节，这些志愿者
利用空闲时间跋涉几十万公里
投入“玫瑰行动”，走访乡村，收
集当地教师的故事。

活动现场， 相关领域专家
学者和对儿童非课堂教育的探
索者及老师， 就乡村教师现状
及儿童家庭教育进行了探讨。
乡村教师代表陈传学老师分享
了乡村教育和乡村教师的现
状， 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
学研究所所长王蓉， 对现今教
育行业职称评定上的一些问题
进行了分析。“凯叔讲故事”创
始人王凯表示， 互联网产品和
理念的传递可以解决很多教育
上的问题。 其他专家也分别从
各自的角度谈起了乡村教师和
乡村教育的现状和最突出的问
题， 呼吁全社会共同关注乡村
教师和乡村教育。 （皮磊）

第四届“TCL希望工程烛光奖”落幕

支教到底能给孩子们带来
什么，又能给支教老师们带来什
么， 一直是备受关注的话题。
2017 年 6 月 17 日， 美丽中国支
教项目（简称“美丽中国”）校友
会成立大会上，来自教育、公益、
政府、高校等各行业的近百位往
届校友从各地赶来见证参加 ,一
起回顾了过往两年支教生活对
于自己的职业影响，期待着未来
能在校友会中发挥更多作用。

校友作为机构宝贵的资源，
校友会的成立未来将更系统化正
规化的联结规模越来越大的校友
群体， 并在机构的管理下加强校
友与美丽中国之间的联系和交
流， 从机构的角度进一步帮助校
友们在各个领域对教育均衡化发
展形成长期关注和持续贡献。

美丽中国成立于 2008 年，
是北京立德未来助学公益基金
会下设的教育非营利项目。 美丽
中国输送有教育理想的优秀中
国青年到教育资源匮乏地区，从
而改善当地学生的教育现状；同

时提供平台和支持，以实现青年
的自我提升，并使他们对教育均
衡化发展形成长期关注和持续
贡献，成立九年来，美丽中国共
为云南省、广东省、甘肃省和广
西壮族自治区教育资源匮乏地
区的 220 多所中小学输送了超
过 1000 位项目老师， 影响着超
过 330,000 学生人次， 累计教授
超过 1,140,000 节课。

首届美丽中国校友会常务
会会长、如今就职于赛富投资的
赵奕表示，美丽中国的支教经历
直接影响了他的现在：“我现在
的工作是每天要面对不同的创
业者。 美丽中国的这段经历，给
了我挖掘梦想的力量。 支教中，
我鼓励孩子们去找寻自己的梦
想，而且我相信乡村孩子们大大
小小的想法中，一定蕴含着可以
震惊世界的梦想，我要让这些梦
想触手可及。 并且我也梦想有一
天，我可以为那些大山里的孩子
们的梦想投资。 ”

论坛对话环节，校友们也纷

纷表示，美丽中国的支教经历和
成长为自身的职业发展带来了
积极的促进。 就职于 VIPKID、知
乎、教育部等众多知名机构的校
友们在论坛对话中提到，支教这
两年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成长期，
极大锻炼了克服困难的能力、沟
通能力、影响力，提升了综合素
质，也坚定了未来想要从事的方
向。“美丽中国长期影响力部门
将会负责校友会工作，持续为校
友们提供服务和支持。 ”赵奕补
充道。

校友会成立大会唱起了一首
名叫《夜空中最亮的星》 的歌，
2011-2013届校友、任职于友成基
金会的赵雪玲介绍说：“这首歌伴
随我们度过了两年支教中的酸甜
苦乐辛酸，总是能给我们继续前行
的力量。 ”当晚，主唱乐队“逃跑计
划” 成员毛川在演唱会现场表示：
“美丽中国让这个社会更美丽，让
优质教育的半径变得更大。 ”

美丽中国负责人说:“看到美
丽中国的校友们在教育、 公益、
金融、媒体、国家教育部等诸多
领域的多元发展，听着他们对教
育、公益的领悟和分享，深刻感
受到所谓‘美丽中国’正是由他
们组成，由他们引领，因他们而

发光；更感动于即使散布在不同
领域做着不同的职业，他们对教
育均衡发展的持续关注和投入，
让我们始终有着团结在一起的
力量。 ”

基于美丽中国项目多年来的
一线教学实践， 立德未来基金会
以美丽中国项目为核心，于 2016
年完成了几项重要的举措， 包括
与云南大学联合成立了农村教育
研究中心， 在云南楚雄建立了教
育均衡发展示范区， 并在示范区
内以政府委托办学的方式承办了
第一所美丽小学， 学校的管理团

队和教师队伍全部由校友担任，
打造了一支平均年龄最低， 学历
最高的农村教师队伍。

成立九年来, 美丽中国共有
579 位校友活跃在教育、公益、政
府、 高校和各类商业机构中，持
续关注中国教育资源均衡化发
展。 美丽中国坚信，中国教育资
源均衡化的发展，需要每一个人
的努力， 更需要优秀人才的注
入，持续为中国教育行业输送和
培养优秀人才，是美丽中国一直
探索的方向。

（高文兴）

众多校友畅谈美丽中国支教对于职业的积极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