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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工程实施 30周年累计捐款 152.29亿
■ 本报记者 张明敏

� � 11 月 21 日， 共青团中央在
北京举办希望工程实施 30 周年
报告会及推进新时代希望工程
工作研讨会，认真学习领会习近
平总书记寄语希望工程实施 30
周年重要精神，总结过去，展望
未来，研究推进新时代希望工程
发展新举措。

1989 年 10 月 30 日，共青团
中央、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发
起实施了以改善贫困地区基础
教育设施，救助贫困地区失学少
年重返校园为使命的社会公益
事业“希望工程”。 截至 2019 年 9
月，全国希望工程已累计接受捐
款 152.29 亿元，资助家庭经济困
难学生 599.42 万名，援建希望小
学 20195 所。

来自各行各业的 10 多位
报告人动情地讲述了与希望工
程的故事，茅台集团、宝洁公司
代表爱心企业， 姚基金代表公

益团队， 解海龙代表希望工程
工作者，周标亮、苏明娟代表爱
心传递者，老党员陈荣超、杨玉
仙夫妇代表倾情助学的普通爱
心捐赠人， 以一个个温暖的爱
心故事从不同角度展示了希望
工程 30 年来在助力脱贫攻坚、
促进教育发展、 服务青少年成
长、引领社会风尚等方面发挥的
重要作用。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寄
语希望工程，充分体现了以习近
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希望
工程事业的高度重视和亲切关
怀，充分肯定了希望工程实施 30
年来的显著成绩和重要作用，深
刻指明了希望工程在新时代的
前进方向，是送给希望工程最宝
贵的生日礼物，是指导希望工程
更好发展的根本遵循。 希望工程
在数以百万计的青少年心中播
种了希望。 他们当中很多人已经

成为奋斗在祖国建设各条战线
上的栋梁之材和社会正能量的
传播者。

会议指出，把希望工程这项
事业办得更好，是习近平总书记
对共青团提出的明确要求。 各级
团组织要增强责任感、 使命感，
把希望工程作为不断保持和增
强政治性、先进性、群众性的重
要载体，提升团的引领力、组织
力、服务力，营造良好环境，精心
推动开展，让希望工程在新时代
展现新的更大作为。

会议提出，希望工程要坚持
“助学育人”的宗旨，深刻分析当
今形势，努力推动向突出育人效
果转型、向大客户与公众筹款并
重转型、向组织化和社会化动员
相结合转型、积极运用互联网信
息技术实现互联网战略转型等
四大转型，着手希望工程助学兴
教计划、农村青少年体质健康计

划、 农村青少年圆梦筑梦计划、
希望工程青少年红色教育计划、
希望工程应急救助计划等五大
项目升级，加强政治建设、品牌

建设、组织建设、专业建设、制度
建设，将希望工程这项事业办得
更好， 努力为青少年提供新助
力、播种新希望。

从偶然关注到长期坚持

据商创点蓝指导老师丘莉
介绍，2010 年， 因为一个偶然的
原因，北京联合大学商务学院的
老师关注到了自闭症孩子。 在与
自闭症孩子及其家长的接触中，
萌发了带领大学生去了解这一
特殊群体进而做些力所能及的
事情的想法。

由此产生了一系列寒暑假
社会实践活动。 在活动中大学生
们对自闭症群体的困惑和诉求
有了进一步了解，并形成了学生

“启明星”科技作品和创业作品。
大学生们的探索并没有止

步于此。 他们没有满足于作品
立项、 大赛获奖这些“纸上谈
兵”的成果，更希望实实在在地
去帮助别人。 在老师的建议下，
大学生们来到“北京星星雨教
育研究所” 开展了针对自闭症
孩子的志愿服务。 以关爱自闭
症患者为核心目的的“点亮蓝
色中国梦” 志愿服务团队由此
自发地成立了。

这一做就是 6 年，参与志愿
服务的大学生越来越多。 从陪自
闭症人游园、参加音乐会，到走
进社区与居委会工作人员交
流，了解政府、社会组织对自闭
症等残障弱势群体扶助、资助、
捐助等情况， 访问多家自闭症
救助机构， 倾听自闭症父母的
心声， 志愿服务的广度和深度
不断拓展。

2016 年，接触到北京慧灵智
障人士服务中心之后，大学生志
愿者们又开始关注成年心智障
碍人士。

从自发团队到学生社团

这样的志愿服务持续了很
长时间，但由于是大学生志愿服
务，不可避免地遇到一些问题。

一方面，当今的大学生多为
独生子女，加之经历和年龄的限
制，缺乏独立生活经验，在个人
与他人的关系问题处理方面的
认识相对不足，导致志愿服务的
水平参差不齐。

一方面， 由于毕业就业、课
业的负担、兴趣的转移、甚至学
分修满等种种原因，参与志愿服
务的大学生存在很大的流动性。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 在开展
志愿服务活动中， 商务学院学生
工作部门的教师开始有意识地指
导帮助个体学生和组织通过共同
协商设立目标， 同时将参与的服
务内容与学生所学专业相结合。

在老师的指导下，大学生们
围绕自闭症领域进行了大量的
社会实践，申请了多个本科生科
学研究计划项目，打造了“繁星
家园”创业计划项目，参加了“创
青春”全国大学生创业大赛。

为了把这一志愿服务项目持
续下去， 号召更多的学生加入针
对心智障碍人士志愿服务的行
列， 使更多学生在志愿服务过程
中践行社会责任， 提升学生发现

问题、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责任
意识，在商务学院团委的提议下，
学生们开始着手成立社团。

2017年，商创点蓝正式成立。
“我们有了自己的社团，开展志愿
服务活动以及在学校内进行志愿
者招募都更加方便。 以社团的形
式也更加容易进行管理， 权责更
加明确了。 ”社团同学们表示。

“成立社团之后，同学们除了
参加志愿服务以外增加了许多社
团的组织管理工作， 这是锻炼商
科学生计划、组织、领导能力的一
个很好的平台。 ”丘莉表示。

不仅如此，人员流失的问题也
找到了应对之法。丘莉表示：“意识
到流失问题，我们从学生大一入学
就开始大力宣传物色人选，然后交
予工作、赋予责任，力争用事业留
人。 同时建立志愿者库，有需要时
通过志愿者库招募志愿者。 ”

通过加强与已毕业社员的
联系、 现有社团骨干能力的培
养、 学院新生中的宣传等措施，
志愿服务的力量得到了进一步
加强，稳定性进一步提升。

从志愿服务到共同成长

在组织机构逐步健全的同时，
大学生们志愿服务的专业程度也在
不断提升。在这一过程中，得到成长
的不仅是心智障碍人士， 大学生们
的社会责任意识和履行社会责任的
能力同样得到了不菲的成长。

商创点蓝的大部分活动都
是常规活动，或不定期的到社区
做志愿活动，但到了每年世界自
闭症日、国际助残日、全国助残
日、99 公益日等特定的日子，都
会帮助所服务的机构开展活动。

比如 99 公益日帮助“北京
慧灵”筹款，每年末帮助“北京慧
灵”进行“家长满意度调查”；全
国助残日服务“北京市朝阳区玉
华残障人士康养服务中心”的心

智障碍人士参加的“特运会”；世
界自闭症日协助“北京星星雨”
和“壹基金”进行宣传……

据丘莉介绍， 具体的志愿服
务项目基本按照合作单位提出的
要求， 学生与需求方共同设计实
施，由合作单位评估。在这一过程
中，大学生们的主动性越来越强，
公益行为的专业性不断提升。

2018年， 在学习了 99公益募
捐相关规则， 了解善款如何应用以
及配赠等相关知识之后， 商创点蓝
团队设计了“架向星空的桥”筹款项
目，在 99公益日期间为北京慧灵智
障人士服务中心筹款。 志愿者开展
了富有大学生特色的线上和线下筹
款活动，共计筹款 26037.53元。

在为心智障碍群体及组织
服务的同时， 通过调研等方式，
志愿者们还努力反哺他们，为他
们提出更多的解决方案。

2017 届国际商务专业的鲜
欢同学了解到社会服务机构在
志愿者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后，
在调研的基础上完成了《非营利
组织大学生志愿者激励机制研
究———以北京慧灵智障人士服
务中心为例》毕业论文。

“身为商院点蓝社团的一
员，和智障人士的接触让我们更
加明白了志愿活动的意义，更感
受到了尽己所能，服务社会这句
话的重量。 通过和他们的互动，
也让大家或多或少的成长了，爱
心得到了寄放，懂得了更多帮助
困难人群的方法和与人交流沟
通的能力。 ”许灏巍同学说。

在不断探索和持续深入开
展志愿服务活动中，一批批学生
将自己的无意识的行为变成自
觉的行动，在志愿服务中感受社
会责任，形成了自觉的社会责任
意识。 这种社会责任意识不仅促
使他们在校时积极参与志愿服
务，走上社会之后依然为志愿服
务、公益事业贡献着力量。

� � 希望工程的标识“大眼睛女孩”苏明娟和照片摄影者、纪实摄影
家解海龙在会上共同分享他们和希望工程的故事

商创点蓝：让大学生与心智障碍群体一起成长
� “10 月 22 日是我第一次见到自闭症孩子的日子，他们不像
我想象的那样是‘儿童’，大多数都比我们大，甚至还有年过中旬
的大叔；他们也没有不喜欢说话，有的喜欢一直强调自己喜欢的
东西，希望得到别人的在意，有的喜欢说字正腔圆的普通话，甚至
拥有听一遍音乐就能用电子琴弹出旋律的天赋；他们并没有抑郁
症，他们善良，喜欢一直盯着你，他们真实，开心与难过会用他们
自己的方式表达出来。 他们，是与众不同的存在。 ”

这是北京联合大学商务学院的张思嘉同学走进北京慧灵智
障人士服务中心朝阳组家庭参与志愿活动后留下的心声。在新的
学期，她刚刚加入北京联合大学商务学院的学生社团———商创点
蓝。 这是一个主要针对心智障碍人士开展志愿服务的公益社团。
从 2010 年开始，已经持续开展了 9 年的志愿服务。

从对自闭症人群的陪伴，到对这一病症的深入了解，再到真
正找到他们的真实需求；从临时的志愿服务团队，到成立专业的
学生社团，再到社团的新老交替，商创点蓝走出了一条推动大学
生在志愿服务过程中践行社会责任，提升学生发现问题、提出问
题、解决问题责任意识的创新之路。

商创点蓝社团成员与“来自星星的孩子”们一起活动

■ 本报记者 王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