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主播台到乡村小学

敬一丹与“小小铅笔”的故事 ■ 见习记者 隋福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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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咱们中间有校园广播站的
小主持人吗？ ”

“以前从来没有上台讲过话
的同学举一下手。 ”

“你可以帮我邀请一下台下
的新同学吗？ ”

……
与往常一样 ， 台上的敬一

丹温文尔雅 ，从容大方 ，台下掌
声雷动 ，欢呼连连 。 只不过 ，这
一次 ， 敬一丹并不是在主持一
场晚会 ， 而是在一所乡村小学
的食堂。

8 月 29 日 ， 由华泰保险集
团发起的 “小小铅笔 ”爱心公益
计划活动 (以下简称 “小小铅
笔 ”)来到位于河北省张家口市
沽源县的长梁乡寄宿制小学 ，
为学校捐赠了电脑教室 、 文体
用具等教学物资 。 敬一丹作为
“小小铅笔 ”的公益爱心大使参
与了活动 。

活动现场，敬一丹亲自主持
“我要说”环节，并邀请了台下的
同学们在舞台上发出自己的声
音。 敬一丹告诉 《公益时报》记
者：“其实，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
潜质。 我希望通过这样的活动鼓
励孩子表达，并进一步培养孩子
的自信心。 ”

除了语言表达，“小小铅笔”
还将艺术表达作为了重要的活
动内容。 据了解，本次活动邀请
了中国儿童中心的专业老师为
学校带来美术支教课程。 在接下
来的十个月里，这些老师每月都
会前往学校支教，在弥补学校艺
术教育不足的同时，培养当地更
专业的美术教师。

在我国的教育体制下，小学
学科通常有主副之分 ，一般 “语
数外” 为主科，“美术、 体育、音
乐、科技”等学科统称为副科。 近
年来，随着国家大力提倡素质教
育以及教育观念的发展，民众逐
渐认识到副科对于学生培养的
重要性。

然而，对于经济落后地区的
乡村小学来说 ， 艺术教育的推
进依旧存在困难 ， 素质教育仍
然可望而不可即 。 长梁乡寄宿
制小学便是这类乡村小学的其
中之一。

缺少艺术课的乡村小学

长梁乡寄宿制小学地处河
北省重点深度贫困县沽源县的
最南端，这里被当地人称为“坝
上” 的寒冷山区。 目前学校有
209 名小学生，教职工 35 人，教
学条件较为落后。 学生主要来
自长梁乡 17 个行政村，其中贫
困学生 80 余人， 留守儿童 40
余人。

学校校长齐九江告诉《公益
时报》记者：“这几年，政府加大
了对学校的关注和投入。 学校的
面貌才有了比较大的改善。 操场
是今年年初才修建完毕的，活动
室的建成时间也很短。 ”

虽然基础设施的完善对长
梁乡寄宿制小学来说是个难得
的好消息， 但谈及学校未来的
发展， 齐校长还是流露出几分
担忧。

“我们学校现在最大的困难
是师资问题。 老教师即将面临退
休， 新教师教学经验有所欠缺。
中间层的骨干教师数量较少。 而
且，缺少素质教育及艺术教育的
老师。 ”齐九江如是说。

“不过，好在学校得到了社
会的关注。‘小小铅笔’就是其中
代表。 我认为，它最重要的意义
是补充了我们学校的不足，让农
村的孩子也能接触到丰富多彩
的课程。 ”齐九江补充道。

一场别开生面的绘画课

“小小铅笔”自 2014 年首次
启动，至今已坚持六年，走过 20
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帮扶了 34
所学校。 长梁乡寄宿制小学是今
年“小小铅笔”第二站。

据了解， 对于捐赠的具体
物资，“小小铅笔” 并非千篇一
律。 华泰保险会根据学校的具
体需求进行捐赠，铅笔、书、教
室甚至厕所都曾是“小小铅笔”
的捐赠名目之一， 而绘画课便
是应长梁乡寄宿制学校的要求
而设。

华泰人寿市场总监张建斌
告诉《公益时报》记者：“华泰保

险集团分公司负责寻找活动项
目点。 然后，我们会根据当地发
展状况、学校基础设施以及留守
儿童情况等条件进行考核。 因
此，我们捐赠的物资也会因学校
环境而有所不同。 ”

活动现场，记者观察到还有
一群来自五湖四海的“朋友们”
也参与其中。 他们是“小小铅笔”
公益绘画大赛的总决赛选手。

8 月 28 日 ，第四届“小小
铅笔” 公益绘画大赛在北京拉
开帷幕。 全国共有 26 名小选手
在北京同场竞技， 并在比赛结
束后跟随团队前往了长梁乡寄
宿制小学与这里的孩子们交
流互动。

据张建斌介绍， 自 2016 年
起，“小小铅笔”开始举办公益绘
画大赛，并且组织一场城乡儿童
的牵手活动。 张建斌认为，这种
活动实际上有双向价值。 对于农
村孩子来说，他们可以与城市的
小朋友交流与学习，而对于城市

孩子来说，这不仅可以培养他们
的公益理念，而且有利于提醒他
们珍惜当下生活，更加积极地面
对成长。

罗嵩凯是本次公益绘画大
赛的一名选手，今年九岁，来自
江西南昌。 这是他参加的第一
个公益活动。 罗妈妈说：“这次
活动虽然是孩子的活动， 但对
我影响也很大。 今后，我会经常
带他参与公益活动， 帮助他更
好地认识社会， 也培育他的向
善之心。 ”

“小小铅笔”的守护者

提到敬一丹， 很多人的第
一印象是主持人、焦点访谈、东
方时空……但在“小小铅笔”活
动中， 敬一丹除了公益爱心大
使之外， 还有另一个身份———
华泰保险集团董事长王梓木的
妻子。

2015 年 4 月， 敬一丹正式
从央视退休， 也就是在这一年
起， 敬一丹陪同王梓木几乎参
与了“小小铅笔”的所有线下落
地活动。

谈及原因，王梓木坦言：“首
先我愿意去参与公益活动，跟
孩子在一起会让我感到快乐和
满足 ;其次，我认为我们作为一
家企业对社会的贡献绝不仅仅
是物质财富还应该有精神财
富。 我的参与会带动员工关注
公益，奉献爱心，这将会产生更
大的影响力。 ”

“我们来到这里，不仅是为
了帮助别人， 更重要的也是教
育自己。 随着华泰的不断成长
和进步， 我们逐渐感受到要想
把保险事业做好， 不只是卖一
张张保单， 还需要有一颗关爱

之心。 所以，我们要关注到困难
人群，用各种方式帮助他们，实
现社会的平衡发展。 ”王梓木补
充道。

敬一丹则表示，向善之心人
皆有之，但很多时候需要一个便
于表达的方式，“小小铅笔”对她
来说便是这样一个媒介。

作为媒体人，敬一丹始终认
为，关注弱势群体，放大弱者声
音应该成为媒体人的自觉和本
能。 其中，留守儿童是敬一丹的
重点关注对象。

经过多年的观察，敬一丹告
诉《公益时报》记者：“随着社会
的变化和发展，留守儿童的问题
发生很大变化。 首先，由于落后
地区的产业发展，很多家长可以
选择就近就业， 所以相比十年
前， 留守儿童的数量有所减少。
其次， 随着通讯技术的日益革
新，留守儿童与家长的交流更加
频繁，留守儿童的心灵孤独感有
所降低。 此外，社会对留守儿童
的关注度有所提高，很多落地活
动在孩子的生活保障方面做得
更加细致。 ”

“公益是雪中送炭，而不是
锦上添花。 保险与公益相通，关
爱与责任并举。 ”王梓木不止一
次提到过这个观点。

张建斌告诉《公益时报》记
者：“董事长的公益理念深刻影
响到‘小小铅笔’的行动原则。
经过几年的观察和实践， 我们
发现乡村贫困小学的需求已经
不仅仅停留在教具和教室等物
质方面， 还有很多课程和视野
等精神层面。 未来，我们希望可
以将孩子的切实需求带给他
们。 长梁乡寄宿制学校为期十
个月的美术课程便是我们新的
尝试。 ”

王梓木和敬一丹与孩子们一起上课

绘画课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