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你有高兴的事吗？ ”
“没有。 ”
“那你有心事跟谁说呢？ ”
“没有谁。 ”
“你给你妈妈打电话吗？ ”
“没有。 没有妈妈电话号码。 ”
“那你有事怎么办呢？ ”
“不怎么办……”
这是 2006 年 8 月，中央电视台主持人敬一丹与《新闻调查》栏目组在四川农

村采访留守儿童时，一个 9 岁男孩与她的对话。
2006 年，《新闻调查》播出了这期留守儿童节目。
“当时采访的时候，我就又心疼又担心———一个 9 岁的孩子，跟人交流的时候

竟然有如此深的隔阂和距离，将来他会变成什么样？ ”
时隔 13年后的 2019年 8月末，在河北沽源某酒店大堂一个安静的角落，敬一丹回

忆起当年采访过的那几个留守儿童，依然充满牵挂，心绪难平。
作为中国老百姓最熟悉的央视主持人之一，敬一丹在《焦点访谈》工作了

整整 20 年， 与她名字和时间轴相关的还有 《一丹话题》《东方时空》《新闻调
查》和《感动中国》等几档知名电视栏目。 稳健大气又不失感性细腻的主持风
格，让她成为许多观众心目中值得亲近和信赖的“国民大姐”。

2015 年 4 月 30 日，敬一丹最后一次主持《焦点访谈》。 同一天，媒体公布
了她正式退休的消息。 其后为数不多的几次媒体采访中，敬一丹被问及最多
的就是“退休之后有什么打算、会去做什么”之类的问题，她的答案几乎都与
公益有关。

走下央视主播台的近五年间，敬一丹将更多时间和精力投入了公益，用
行动证明了自己的选择。 她的丈夫、华泰保险公司董事长王梓木携团队发
起的“小小铅笔”公益项目于 2014 年启动，以偏远农村地区的支教活动为
主，至今已坚持六年，先后走过 20 个省、市、自治区，帮扶国内 34 所学校。这些
年来，敬一丹也一直是该活动的忠实参与者。此次与《公益时报》记者面对面，就是
缘于“小小铅笔”在河北省张家口市沽源县长梁乡寄宿制小学的公益探访。

那么如何看待公益？“公益的内涵绝不仅仅是给予，真正深入公益的人都会觉
得，其实自己从中获得的更多。 ”敬一丹如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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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一丹：
怀旧是为了铭记我们精神的 DNA

■ 本报记者 文梅

公益本真：
获得远远大于给予

《公益时报》：很多人站在外
缘看公益，觉得很热血、很激情，
但真正深入其中去做公益项目
的时候才发现并不容易。 这方面
你有没有体会？

敬一丹：仅就“小小铅笔”这
个公益项目而言， 从最初立项、
设计及至联络沟通这些前期的
具体工作，我并没有介入，但在
后期参与过程中， 我是有思考
的。“小小铅笔”公益活动立足于
教育，主要体现于支教。 而随着
近年国内教育发展形势的变化，
我们的支教内容也随之发生了
变化。我们的“小小铅笔”最初是
给孩子们建电脑教室，捐赠一些
文具和学习用品，尽可能提供一
些物质帮助。 随着时间推移，你
会感觉到，现在即使是一些穷乡
僻壤的乡村学校，对物质的需求
也不是唯一的，有的学校其实更
需要另外一种支教，比如有关素
质教育的一些内容，比如拓展孩
子的视野，还有怎样才能给孩子
更多快乐，这些更多属于精神层
面的助力和支持，可能是当下孩
子们成长过程中最为需要的。

我在“小小铅笔”活动中跟

孩子们交流的主题是“我要
说”。我告诉孩子们，“我”，意味
着你在这个世界上是一个独立
的个体， 不管你生在城市或农
村， 不管你身处光鲜之地或无
名角落，你都是独一无二的，你
可以有自己的思想；“要”，你要
有愿望， 要有作为一个正常人
应有的各种追求和欲望， 我们
应当鼓励孩子们拥有自己的愿
望；“说”， 你要有自己的表达。
人可能有各种各样的才能，每
个人表达的方式有所不同。 有
的孩子是通过绘画、跳舞、唱歌
等这些艺术的表达方式呈现自
己， 而说话则是一种最基本的
表达方式，不管将来做什么，它
都应该是一种基本能力。 所以
我对孩子们说：“你们要勇于通
过说话来表达， 我也相信你们
每个人都有这种潜质。 ”

现在每当我走到孩子们中
间，这（鼓励每个孩子大胆表达
自我） 就是我很想做的一件事，
我觉得这件事的意义甚至超过
了送给他们一些文具或者其他
物质上的帮助。

这次我们来张家口开展“小
小铅笔”活动，我觉得最有意义
的是，除了给当地学校捐赠电脑
教室以外，华泰保险还和中国儿
童中心合作， 请来美术老师，送

给孩子们十个月的美术课支持，
既培养孩子们的美术素质，同时
也培养他们的美术老师。 我特别
欣赏这种做法，这就是适应今天
需要的一种支教。 在此过程中，
我也在思考一个问题：在今天的
教育环境下，我们的支教要如何
做到“雪中送炭”？ 其实这个“炭”
是因校而异、因人而异的。

忠实记录：
媒体人助力社会进步

《公益时报》：作为央视资深
主持人，你经历了中国经济高速
发展和社会转型等最重要的几

个节点。 你曾说“道德问题”一度
成了自己职业生涯中最为困惑
的事情 ，不知道时至今日 ，这个
问题你是否有了答案？

敬一丹 ：只有探寻，没有答
案。 我们做的每一期节目都不是
句号，都是逗号、删节号，都等待
着下一个探寻。 当年我办《一丹
话题》的时候，是把一些问题停
在了道德问题的层面，然后我就
去了《焦点访谈》。 到《焦点访谈》
之后，依然有一些问题是持续关
注的，好像几乎是我从业一直到
退休，这么多年始终在持续关注
某些相同的问题。 比如说教育、
贫困，而且教育和贫困经常是缠

绕在一起的， 且一直持续到现
在。 我们记录这个过程本身，就
是一个媒体人该做的。 记录它，
不一定能够解决它，但记录它可
能会唤起更多人对它的关注，也
许可以推动它往前走一步，走一
步也是好的。 你不可能说，我们
做一个节目就能促成一个问题
彻底解决，那就对我们这个工作
认知过于简单了。

留守儿童刚刚出现的时候，
我就开始关注这种中国城市化
进程中出现的特殊现象，它既是
经济问题，又是教育问题，还是
社会问题，最终引发了个人命运
问题。 最初我做经济节目的时
候，关注的是流动人口，那时候
这个群体被称为“农民工”，再后
来叫“进城务工人员”，这些称呼
也在随着社会的发展在不停地
变化。 当这些人慢慢在城市增
多，不知不觉他们身后也多了一
群孩子在出生和长大，留守儿童
出现了，同时生活在城市边缘的
务工人员的孩子也出现了，打工
子弟群体因此形成，这些我一直
都在关注。

13 年前我曾经做了一期节
目就叫“留守儿童”， 今年 8 月
初， 我到四川回访了 13 年前我
采访的三个留守儿童。 按说 13
年后的我已经都退休了， 为什么
还要去回访呢？ 因为我退休的时
候曾写了一本书叫做《我遇到
你》，在那本书里有一章叫“草样
年华”，这一章里收录的都是我采
访过的孩子， 这些孩子都是有着
不同的困境，都是在很边缘、很角
落的地方默默生长着， 有着像草
一样强大的生命力， 但有时是被
忽略的。他们不是“花样年华”，他
们是“草样年华”。比如说“艾滋孤
儿”、麻风村的孩子、被忽略的女
童、打工子弟和留守儿童。

那时候我就想， 退休以后，
是否能有一种方式让我与他们
再度相遇。 我特别想知道，在这
个社会急剧变化的时代，后来的
他们变成了什么样子？ 他们个人
的命运会怎样呢？ 他们个人的变
化又折射出社会的哪些变化呢?
终于，就在这个夏天，我和《新闻
调查》的原班人马，又回到了四川
的邛崃和遂宁， 去寻找我们当年
采访的留守儿童。 这三个孩子都
找到了，他们都已经长大成人，有
的已经成了妈妈。 我很欣慰的
是，他们还好，没有像我当年担
忧的那样，成为“问题儿童”。

但现在问题是， 他们的孩
子又成了新一代的留守儿童，
他们的父母仍在外打工。 变化
在于， 新一代外出务工者所从
事的工作， 不像父辈那样盖房
子、 修路等单纯出苦力的体力
工种， 他们现在做的是安装互
联网宽带、开塔吊、设计城市街
道的广告牌等相对富有技术含
量的工作。 而且他们拥有了非
常便捷的通讯条件， 可以每天
和自己的孩子视频， 这就使得
孩子不像他们当年那样， 有那
么多的思念之苦， 以至于带来
性格上的封闭和扭曲。

（下转 15 版）《新闻调查》原班人马重回故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