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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s新闻

一粒“希望”火种点亮一片贫瘠土地
———宁夏第一所希望小学三十年蜕变之路

不光硬件差
不少孩子还得饿肚子

同心县地处宁夏中部干旱
带核心区，水源奇缺、土地沙化，
一度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定义
为“最不适宜人类生存之地”。

“玉米籽撒到地里，下了雨
才能有点收成。 ”50 岁的湾段头
希望小学教师丁小霞是本村人，
在她的记忆里，一家人一年到头
都在侍弄庄稼，到了收获季节还
是“十种九不收”。

经济发展缓慢， 教育也相
对落后。 丁小霞说， 上世纪 70
年代末， 她被母亲送到村小上
学时， 低年级的教室里压根儿
没有桌子和板凳。 黄土砌两个
墩， 中间放一块木板， 就是课
桌；水泥墙上刷一层墨汁，就是
黑板；学生没有练习本，只能在
地上用土疙瘩、石子、小木棒学
着写拼音。

不光是硬件设施差，求学路
上，不少孩子还得饿肚子。 丁小
霞说，她的父亲早逝，3 个姐姐放
弃读书，母亲咬紧牙关，才供她
和弟弟念了书。 但在考上县城学
校后， 她也曾因交不起粮票，无
法继续学业，好在一位校长了解
她的家庭状况后，减免了部分费
用，她才勉强读完高中，有机会
成为一名人民教师。

然而，同龄的很多女孩并没
有这份幸运。 丁小霞说，小学四
年级时，湾段头村与她同年级的
孩子里，只有 4 个女孩，“吃上公
家饭”的只有她一个。

物质贫瘠，精神更需要富裕
起来。 1991 年，通过希望工程，台
湾艺人凌峰捐助 20 万元新建湾
段头小学。 次年，搬迁新址的学
校作为宁夏第一所希望小学正
式投入使用。

已有近 30 年教龄的方霞回
忆第一次来到湾段头希望小学的
场景，“一排 5 间红砖瓦房， 连地
面都是砖的。 ”方霞被这所学校的
环境“唬住了”———每个学生都有

崭新的桌椅， 教研室里也配置了
成套的教具。 为了回馈这份沉甸
甸的爱心， 教师们自发开辟了一
个小花园，种上蜀葵和月季。

校园姹紫嫣红，求学环境明
显改善，孩子们读书的积极性一
下子提高了不少，不仅上课抢着
回答问题，课后还会缠着老师解
答问题。

这些渴求的目光，反而让方
霞有些“不安”。 她觉得，自身的
知识储备远远不够，“愧对了这
么好的环境”。 于是，在 1997 年，
方霞选择到宁夏教育学院脱产
学习。

陆续地， 学校其他老师跟随
方霞的脚步， 提升学历、 参加培
训、改进教学方法。 目前，湾段头
希望小学的 9 名教师，学历 100%
达标，还有 5人取得副高级职称。

带着深深的懊悔
校长开始反思教育的作用

随着校园的改变，当地群众
的教育观念也在潜移默化发生
转变。

湾段头希望小学校长余生
成回忆，1994 年，他中专毕业，成
为一名乡村教师。 没过多久，他
的弟弟瞒着家人辍学。 他得知此
事后，却没有放在心上。

和大多村民一样，当年余生
成认为，读书不重要，甚至还会
自嘲“家有三斗粮， 不当孩子
王”。 另外，出于现实考虑，他也
觉得自家孩子多、负担重，父母
只需支持自己这样“有志于读书
的人”。

然而，随着年龄的增长，“放
任弟弟辍学”渐渐成为余生成心
里的“包袱”。 他说，弟弟辍学后，
学习了美发技术。 不料打工的美
发店遭遇火灾， 弟弟全身 70%的
面积被烧伤。

“如果他继续读书，是不是
不用受伤？ ”带着深深的懊悔，余
生成开始反思教育的作用。

渐渐地，他从弟弟以及学生
的人生经历中意识到，教育是改

变个人、改变家庭、改变家乡贫
困面貌最根本、最有效的途径。

如今，80 后、90 后为人父母
后，对子女的教育更加重视。 35
岁的湾段头村村民吴秀林放弃
外出打工， 留在村里专心照看 3
个孩子。

吴秀林说，小时候，她的父
母忙着挣钱，她当时也想为父母
分担一些简单的家务，便稀里糊
涂告别了校园。 此后，由于没文
化，她尝尽了生活的苦头，在枸
杞地里摘枸杞、在建筑工地上搬
砖， 不知流了多少汗水和泪水，
才经营起眼下的小日子。

现在，吴秀林希望自己的儿
女好好读书，通过个人努力拥有
好的生活环境，“就算是打工，也
能打一份高级点、舒服点的工。 ”
吴秀林说。

让山里娃享受
县城的教学条件

改变，成为家长、老师、学生
的共同心愿，也助推湾段头希望
小学的教学质量稳步提升。“特
别是学校作为一个最基层的点，
衔接着未来、衔接着发展。 ”丁建
国说。 过去，湾段头村村民大多
从事种养殖行业，或在周边的砖
厂务工、搞运输，但现在，村民受
教育程度高了，越来越多的人能
够靠知识赚钱。 2020 年，村民人
均收入达到 11026 元。

“十三五”期间，乘着义务教
育均衡发展的东风，湾段头希望
小学再次翻建，学校有了崭新的
教学楼和学生餐厅， 计算机、触
摸一体机等现代化教学设备一
应俱全。

“孩子们能享受的教学条件
和县城学生几乎一模一样。 ”同心
县教育团工委书记黑平说， 随着
希望工程不断推进， 政府的工作
重心已经从起初改善基础设施转

变为补齐农村学校办学短板。
农村义务教育薄弱学校改

造之前，一到冬天，湾段头希望
小学的师生需要自己生炉子。 方
霞记得，早年间，围坐在火炉周
围的孩子常被熏得灰头土脸，离
得远的孩子又觉得冷。 如今，学
校通了暖气，教室暖和了，孩子
们的脸也干净了。

让家长感到惊喜的是学校提
供的免费营养餐。 不仅每天给孩
子换着花样吃，周三还被列为“改
善日”，在保证营养膳食搭配的同
时，增加了孩子的自主选择性。

曾经最让老师们发怵的“小
三门”也不再是教学痛点。 一方
面，区、市、县各级教育部门组织
培训，引导老师发挥特长；另一
方面，利用互联网，县城可以与
农村同步课堂，一些专业教师还
能走教，支援薄弱校音体美课程
建设。

2019年， 湾段头希望小学与
同心县第五小学结对。 有了“靠
山”，原本爱好音乐的张菊梅老师
主动担任学校音乐室管理员，改
变以前音乐课的单一形式。 孩子
们还自发组建一支电子琴兴趣小
组，让音乐教室功能得以发挥。

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
孩子母亲哭了很久

“湾段头希望小学的发展是
同心教育发展的缩影。 ”黑平告
诉记者，30 年间， 以湾段头小学
为开端， 同心县先后建成 44 所
希望小学，占全县 134 所小学的
三分之一，极大改善了同心县农
村学校的办学条件。

与此同时， 宁夏希望工程在
全区累计援建希望小学 381 所，
募集社会各界善款 7.45 亿元，资
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15.45万名。

近年来， 城镇化进程加快，
包括湾段头小学在内的部分希

望小学生源减少。 为此，同心县
教育局及时出台各项政策：将希
望小学纳入全县结对帮扶工作
体系，形成东部、西部、县城三大
教研片区，12 个城乡协作共同
体，有效推进优质教育教学资源
共享； 积极落实对外合作机制，
与省内外高校、科研机构、公益
组织合作，加强干部、教师培训
管理，还督促乡村学校走“小而
精”“小而美”的特色办学道路。

教师的福利待遇也逐年提
高。 丁小霞说，上世纪 90 年代，
她刚成为民办教师时，工资只有
50 元，现在，她每月都有 6000 多
元的固定收入。

有了更多保障，也有了更多
幸福感、获得感。 丁小霞表示，作
为湾段头村村民和希望小学的
教师， 她会全身心投入教学工
作，“为了下一代有更好的生活
条件”。

在希望小学凝聚的爱心带
动下， 同心县成立教育扶贫基
金，通过县财政支持、社会爱心
捐助等形式募集资金 5150 万元，
资助贫困学生 28662 人。

一套组合拳，打造出教育扶
贫的“同心名片”。 黑平坦言，这
也让教育获取知识、促进起点公
平、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重要意
义落到了实处。

20 岁的丁佳丽曾就读于湾
段头希望小学，2019 年， 她考上
宁夏大学，拿到录取通知书的当
天，她的母亲周小兰哭了很久。

时至今日， 周小兰的心里
依旧波澜起伏。 她回想起自己
17 岁结婚生子时的不甘， 也想
到卖掉嫁妆供女儿读书的委屈，
但她心里充斥最多的还是高兴，
高兴女儿有了更多选择，不用像
她一样过早走入婚姻，也高兴将
来会多一位更懂教育、 更有文
化的母亲。

（据《中国青年报》）

““就像播撒火种，近 30 年间，宁夏回族自治区第一所希
望小学———同心县丁塘镇湾段头希望小学，培养了

2000 多名学生，走出了近 500 名大学生。
“有人当了医生，有人当了老师，有人当了公务员，也有人

创业做生意……”提及村子里的佼佼者，湾段头村支书丁建国
如数家珍。

在他看来， 这一切离不开学校教育。 这所服务半径仅 2.5
千米、覆盖 2000 多人的村级完全小学，不仅是村里的人才培养
中心，还是传承乡风文明的有力载体。

26 岁的丁伟在这里接受启蒙教育，而今，从宁夏医科大
学毕业的他已成为同心县中医院检验科的医生。 新冠肺炎疫
情期间，丁伟请缨到隔离区工作。 他说，从小接受的教育告诉
他，“要吃苦、要奉献”。

这与湾段头小学“提高素质全面发展”的办学目标一脉相
承。除此之外，这所希望工程援建学校的老师还有一个朴素的
心愿———让更多农村孩子通过读书改变命运， 找到自己的人
生坐标。

2018 年国庆节，湾段头希望小学师生参加中心学校比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