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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门宣讲团”：
帮助千万个过去的自己

【一】

从初中到高中， 家境贫寒
的王倩都是老家河南省周口市
商水县张明乡的“全乡第一”。
她告诉自己， 家里穷更要好好
读书，要通过读书改变命运。 由
于中考考了全乡第一， 王倩成
为“阳光班”的一员，享受学费、
住宿费全免， 每个月还有 200
元政策补贴。

2015 年，王倩被北京交通大
学录取，此起彼伏的鞭炮声响彻
整个张明乡。 可是来到北京上大
学后，她才发现，大学生活竟然
如此难以适应。 之前从来没有说
过普通话的王倩，一开口说话就
觉得别扭，生怕被人笑话。

王倩还记得，第一次上计算
机课的时候，她不会开电脑。 老
师上 C 语言和 JAVA 编程课，对
她来说就是一长串字符在电脑
屏幕上来回滚动。 此前，王倩只
有在高考报志愿的时候用过一
次电脑———只是在老师的指导
下点了几下鼠标。

来自甘肃农村的韩储银也
遇到了类似的状况。 初入清华大
学的时候，韩储银的普通话里夹
杂着浓浓的西北味，他的室友曾
笑他分不清楚前后鼻音，他也自
卑得不敢主动和“城里人”讲话。

韩储银的家在甘肃省静宁
县的一个小山村里， 家里祖祖
辈辈务农， 他也从小就熟悉了
牧羊放牛。 小学六年级时，韩储
银开始下地耕作， 头戴一顶草
帽，手握一杆长鞭，再扛一架木
犁， 牵着两头老黄牛在烈日炎
炎下耕地。

这样的生活环境与在城市
里长大的同学们截然不同。 韩储
银深深感受到自己和同学们的
差距，他感叹“清华里大神太多
了”。 他曾因 3 个小时解不开一
道数学题，在深夜里痛哭；还因
为不会做 PPT，凌晨 5 时跑到学
长宿舍请教。

经过不断的锻炼与实践，王
倩和韩储银都发现，学习掌握一
门新的技能并不困难。 王倩说：

“觉得不行的时候就努力学，自
卑也是我不断进步的动力。 ”

【二】

韩储银和王倩， 都加入了
“雁行中国”公益活动。“雁行中
国”的一项重要活动就是“寒门
宣讲团”， 这个宣讲团里的成员
大多是来自全国各地的“寒门学
子”，他们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
学、南京大学等 12 所高校。

每年暑期，加入宣讲团的新
成员都会到河北、重庆、陕西等
地的多所高中进行宣讲，给高三
学生分享学习方法、 时间管理、
考试技巧等。 参加宣讲团将近 5
年时间，曾依靠资助才得以完成

学业的王倩说：“帮助别人，就像
是在帮助过去的自己”。

虽然韩储银也曾感到自卑，
但他觉得正是土生土长的自然
环境，磨练出自己坚强、乐观、不
轻言放弃的性格。 和许多跟自己
家庭背景相似的学生聚到一起，
他发现有的人沉默寡言，表现出
极度的自卑，甚至会觉得走在路
上，别人都在偷看自己，对自己
指指点点。 有的寒门学子为了不
让同学发现自己家庭条件不好，
放弃申请学校的助学金。

2015年 8月 21日，对韩储银
来说是一个永生难忘的日子。 这
一天清华大学举行新生开学典
礼，邱勇校长致辞演讲。韩储银和
3000多名新生一样， 正在认真聆
听，突然间听到了自己的名字。

邱勇说：“昨天在新生报到
的现场，我见到了来自甘肃的韩
储银同学， 他出生在农村家庭，
成长之路充满了艰辛。 小学时，
他每天上学要翻两座山、蹚一条
水沟；初中时，冬天夜里在没有
暖气的宿舍里冻得睡不着，他就
去操场上读书； 高中入校时，他
被毕业生光荣榜上‘清华大学’
四个鲜红的大字吸引，从此立下
‘上清华’的志向。 今年他入选清
华‘自强计划’，并在高考中获得
全省理科第三名。 ”

韩储银的求学之路虽然艰
辛，但是充满了温暖。 初中时获
得了一位北京女士的资助；高中
时，他获得了浙江省一家公益基
金会的资助。 韩储银一直有个心
愿：等自己有了能力，一定要帮
助更多的人，要为家乡和其他欠
发达地区的教育发展做出贡献。

【三】

王倩也有同样的愿望，她高

中时享受免收学费、住宿费的政
策，大学时申请助学贷款，获得
助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 从上
大学开始，王倩就没有向家里要
过一分钱。 兼职当家教老师，到
公司实习，王倩通过自己的努力
挣生活费。 有的时候，王倩还会
给在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读书的
妹妹一些零花钱。

“没有国家的资助政策，我
们兄弟姐妹可能都没钱上学。 ”
一直以来， 王倩都想做些什么
帮助别人， 却一直找不到合适
的机会。

2016 年，王倩听了一场雁行
中国的宣讲会，她十分认可雁行
中国的理念，选择加入，成为宣
讲团的一员。 从校园负责人到北
京总负责人，王倩已经在雁行中
国度过 5 个年头，组织参与十几
次活动。

王倩喜欢当老师，她给很多
学生上过家教课，当听到学校有
支教保研的名额时，王倩立刻报
名。 2019 年 6 月， 她和同校的 6
名学生，来到陕西省商洛市丹凤
县第一小学支教。

因为有在学校乐团的经验，
王倩当起了音乐老师。 第一次走
进教室，站在讲堂上讲课，王倩
紧张极了。 王倩记得她刚走进教
室， 同学们就开始欢呼雀跃，因
为他们终于迎来了期盼已久的
音乐老师。 她带着颤抖的声音作
完自我介绍，开始带着班里的同
学们做游戏。

担心小学生难以接受深奥
的乐理知识， 王倩想了很多办
法，观看教学视频，还给表现优
良的学生奖励小红花、橡皮泥。

班里一个很调皮的男生，在
她临走前给她写了一封信，信中
写着自己要好好学习，想考上北
京的大学去找她；有学生给她送

了亲手做的笔筒；还有一个女同
学整整哭了一节课，舍不得她离
开。 王倩没有想到平日里上课难
以管教的学生们，竟然对她有这
么深的感情。 她那天和学生们拥
抱在一起，哭了许久。

【四】

高考结束后，韩储银就参加
了家乡县城一家爱心企业的扶
贫助学公益活动，在半个月时间
里，到静宁县 100 多户贫困学子
的家中做家访。 这是韩储银第一
次接触公益活动。

在家访过程中，有一个小男
孩让韩储银印象深刻。 男孩的父
亲重病卧床，母亲离家出走。 这
个 10 岁大的男孩支撑起整个
家，他下地种菜、开三轮车卖菜，
一边照顾父亲， 一边坚持读书，
他坚定地告诉韩储银：“我也想
上大学。 ”

2016 年 7 月，韩储银和班里
22 名同学组成“丝路心征”公益
实践支队，前往韩储银的家乡甘
肃静宁开展支教、体育公益和扶
贫调研活动。 短短一周时间，他
们教孩子唱歌、 搭建羽毛球场、
下乡去农户家访谈。

2017 年暑假，韩储银组织了
“雁行中国暑期大型公益宣讲
团”，联合北京、南京 12 所高校
的 187 名学生前往全国 19 个省
83 所高中开展公益励志宣讲活
动， 参与听讲的高中生达 63700
余人。

韩储银本科毕业之后，主动
申请加入清华大学第 21 届研究
生支教团并担任团长，以一名支
教老师的身份来到了陕西延安，
开启了一年的支教生活。

担任高中数学老师的韩储
银，提前两周就开始备课，早已

经将课程内容熟记于心。 第一堂
上课上，韩储银问大家为什么要
学习数学？ 一位学生的回答是，

“学习数学是为了更好地理解宇
宙万物的本质。 ”这个回答让韩
储银很意外，他意识到村里的孩
子也有思想的深度和广度，只不
过缺少一个走出去的机会。

2020 年 2 月，因为疫情影响
改上网课，韩储银几乎每天都要
录制视频课程。 一堂 30 分钟的
课，从备课、录制、剪辑、上传，往
往需要三四个小时，有时候信号
不佳，韩储银还要抱着电脑爬到
山上去找网络。

因为学生考试成绩不理想，
韩储银曾感到迷茫、无助，怀疑
自己能不能当好一名老师。 经过
和同学们交流，韩储银发现问题
在于同学们根本没有掌握基本
的知识点。 韩储银重新调整教学
计划，每日午休时间给学生一对
一辅导，经过他的努力，他带的
两个班级的学生在期末考试中
都取得了很好的成绩。

今年 5 月，韩储银所在的清
华大学研究生支教团中的一个
支教团队青海湟中分队获得由
共青团中央、全国青联授予的第
24 届“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

在帮助他人的过程中，韩储
银收获了成长，从胆小羞涩的小
男生成长为大方开朗的大男孩。
支教结束后，返回清华大学继续
攻读硕士研究生，公益带给他的
感动、温暖和力量将支持他继续
前进。

“待到新木长成时，你会因
为选择了我而欣喜。 ”韩储银至
今仍然记得当年申请清华大学

“自强计划” 时， 自己写的一句
话，他说：“我一直都在努力兑现
这个承诺。 ”

（据《中国青年报》）

2019 年国庆节，王倩（左一）与西部计划志愿者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