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渴望读书的“大眼睛”

1983年，苏明娟出生在安徽
金寨县桃岭乡张湾村一个普通

的农家。父母以打鱼、养蚕、养

猪、种田、种板栗为生，一家人过

着辛劳拮据的乡村生活。“大眼

睛”照片拍摄时，苏明娟还在安

徽金寨的张湾小学读一年级，每

学期六七十元的书杂费成了家

里最大的负担。

山区教学条件很差，孩子们

求学十分艰苦。苏明娟清晰地记

得她当年就读的张湾小学：教室

低矮破旧，冬天窗户没有钱装玻

璃，蒙上塑料布又怕光线不好，

所以只好任寒风呼啸着灌进教

室。他们经常冻得缩成一团，但

仍然坚持读书。

冬天的寒风从空洞的窗户呼

啸而来，衣衫褴褛的小朋友都冻

得缩成一团，裸露在外的肌肤被

划开一条条骇人的血痕。可是，孩

子们坚持读书的念头却像火一样

热烈。这里虽然没有明亮的教室

和干净整齐的课桌椅，却在稚嫩

童音缓慢又清楚的读书声下渲染

出一种令人轻松安心的氛围。

1991年 5月的一天，读小学
一年级的苏明娟正在专心听课。

她那双渴求知识的大眼睛，闯进

了正在学校采访的记者解海龙

的视线，“那眼神有着很强的穿

透性，能够进入人们的心灵”。于

是，当握着铅笔的苏明娟再次抬

头凝视黑板时，解海龙迅速摁下

了快门。

这幅题为《我要读书》的照

片发表后，打动了无数读者的

心。这张照片也成为“希望工程”

的宣传标志，被国内各大媒体争

相转载，苏明娟也随之成为“希

望工程”的形象代表。许多人纷

纷为濒临失学的农村贫困儿童

倾囊相助。

关于她的文章《渴望读书的

“大眼睛”》被选入北师大版小学

四年级下册语文书中，文章中写

道：“这双忧郁而渴望的大眼睛

激起了海内外千百万人的爱心，

无数援助之手伸向了渴望求学

的孩子们。”

接受资助，心存感激

第一个向苏明娟捐款的是李

万，他将自己微薄的津贴攒起来，

每学期都会寄给苏明娟 100元，
一直到小学毕业。“读中学时，很

多好心人都给予过我帮助，有的

小朋友把零花钱寄来了，有的大

学生把业余时间打工的钱也寄给

了我。天津一名退休老人从我读

初中到高中，每年过节都给我寄

糖果和生活用品。”回想起这些，

苏明娟充满了感激。

后来又有其他捐助者试图

捐助苏明娟，善良忠厚的父亲对

苏明娟说，“这钱我们不能要，因

为我们已经有别人的帮助了。你

爸你妈还能干活，还能养活你和

弟弟。”在捐助人拒绝收回捐款

的情况下，苏明娟将这笔钱全部

捐给了“希望工程”。

1998年，苏明娟以共青团第
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的身

份，赴北京参加大会。整个大会

堂里，她是最小的与会代表。苏

明娟迎来了很多鲜花、掌声和关

注，但她始终是那么淳朴本分，

不卑不亢。

2002年 9月，苏明娟考取了
安徽大学职业技术学院金融专

业，2005年毕业后，她进入中国
工商银行安徽省分行工作。

从身处逆境到涅槃重生

那张照片改变了苏明娟的

人生，但她没有因此而迷失。得

到资助仅仅是苏明娟人生轨迹

改变的开始。在无数爱心人士的

帮助和感召下，小小年纪的苏明

娟也踏上了公益助人的道路，至

今没有中断。

1997 年，刚上初二的苏明
娟，主动将资助得来的 600元钱
汇给了宁夏的一位回族小姑娘，

帮她圆了求学梦；2002年，考上
安徽大学后，她坚持勤工俭学，

主动提出不再需要“希望工程”

援助，要求将每学期定额发放的

900 元生活补贴转给其他贫困
生。在她看来，父亲在金寨县城

开面馆，母亲在桃岭乡张湾村收

购板栗，在节约的情况下，生活

能够自足。

参加工作后，苏明娟把第一

笔工资全部捐给了“希望工程”，

此后每月她都会捐出收入的一

部分；每年，她都会拿出 1000元
资助贫困生，从未间断……

2006年，她和解海龙拍卖了
著名的“大眼睛女孩”照片版权，

所得 30多万元用于援建西藏拉
萨市曲水县的一所希望小学，成

百上千藏族孩子自此有学可上。

2018年，她拿出三万元积蓄
作为启动资金，设立了“苏明娟助

学基金”，致力于帮助更多的贫困

学子，将爱和希望继续传递下去。

该基金已参与援建两所希望小学，

并资助了 45名贫困大学新生。
在全民关注下长大的苏明

娟，实现了从受助者到捐赠者的

转变。

30年前，她身处逆境；30年
后，她涅槃重生。
现在，苏明娟有了一个幸福

的家庭，做了妈妈，有了可爱的孩

子。她曾带着孩子在视频里向解

海龙真诚致谢，向观众们深情讲

述她的故事，令无数观众落泪。

“因为自己淋过雨，所以想

给别人撑把伞。”这句话用在苏

明娟身上，再合适不过。

她，曾是受益者。

现在，更是践行者。

30年前，苏明娟或许想象不
到，一张照片带来了一生的改变。

30年间，她接过助力棒，努力
地将善意和希望继续传递下去。

未来，这场用爱和希望筑起

来的梦，会一直延续下去，生生

不息。

（据共青团中央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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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前，她因为一双“大眼睛”震撼全国
现在怎么样了？

� 西部计划志愿者高森平没

有想到，参加工作不到一个月就

遇到了一场惊心动魄的地震，而

自己就身处震中区域。

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9 月
16日 4时 33分，四川省泸州市
泸县发生 6.0级地震，震源深度
10千米。高森平所服务的泸县福
集镇，处在这场地震的震中。

和高森平一样，身处震区的

广大团干部、青年志愿者等面对

这场突发的灾情，勇敢地站到了

第一线。

“我是被摇醒的。”高森平回

忆说，这是他人生中经历的第二

次震感强烈的地震，上一次是

“5·12”汶川特大地震。
正当人们惊魂未定的时候，在

福集镇党委、政府的工作群里，镇

领导发出通知，要求全体机关干部

提前上班，入户开展工作。高森平

赶紧收拾行装，奔向仓库领取雨

衣。当时，外面下着瓢泼大雨。

高森平说，自己虽然不属于

政府公务员，但作为在当地服务

的西部计划志愿者，应该履行同

样的职责。

在镇中心的十字路口，他和

镇干部一起，打着手电在雨中指

挥交通，确保救援通道畅通。路

面的积水漫过了他的脚踝，等上

午回到办公室时，高森平的脚已

经被泡得发白了。

就在高森平在福集镇投身

救灾任务时，身在成都的四川省

应急志愿服务总队执行队长卫

东的电话“快被打爆了”。四川省

应急志愿服务总队组织过诸多

重大灾害事件的应急志愿服务

行动，遇到地震这样的突发灾

害，很多志愿服务组织或个人会

第一时间聚集过来，协调行动。

地震发生后，由团四川省委

社会联络部、省青少年发展基金

会、省青年志愿者服务中心等组

成的应急工作组，在团四川省委

分管负责同志的带领下前往震

区，指导当地团组织有力、有序、

有效地开展工作。

四川共青团新媒体平台快速

反应，多个平台持续推送最新信

息，累计发布此次地震相关帖文

39条、视频 3条，相关阅读量达 257
万，产生了多个“10万+”内容产品，
满足了广大青年的信息需求。

团泸州市委第一时间行动，号

召各级团组织成立青年突击队，积

极投入灾后救援和志愿服务工作，

同时发出《告社会组织和志愿者

书》，呼吁社会组织和志愿者依法

有序、科学有效地参与此次灾害的

应对。团泸州市委和团泸县县委还

按照当地应急指挥部的要求，成立

了社会管理服务组，牵头协同社会

组织和志愿者工作。

在做了一系列准备后，一大

早，卫东率领多名工作骨干前往

震区，协助团泸州市委和团泸县

县委建立两个社会组织和志愿

者服务中心，畅通面向社会组织

和志愿者的信息渠道，引导社会

力量有序参与灾后工作。

截至 9月 16日 16时，两个中
心有线上备勤队伍 115支，招募储
备志愿者 300人，派遣 241名志愿
者上岗服务。志愿者们在指挥部的

统一安排下，开展灾情调查、排危

除险、安置群众等工作，成了震区

一支重要的救灾力量。

地震发生后，泸县所有学校

已停课，学生就近转移到了避难

场所。在福集镇龙脑桥小学操场

的临时安置点，受灾群众陆续到

来，其中包括很多孩子。

不上课了，又回不了家，这

些孩子怎么办？青年志愿者们设

计了一个名叫“青青儿童乐园”

的活动点位，作为孩子们玩乐、

学习的场所。9月 16日夜幕降临
时，“青青儿童乐园”正式开张，

20多个孩子闻讯赶来，他们的笑
声顿时缓解了灾后沉重的气氛。

一天之内，志愿者们已在 6
个集中安置点建成了“青青儿童

乐园”，后续他们还将开展青少

年心理抚慰和陪伴等志愿服务。

卫东说，大灾大难面前，青年志

愿者应找准定位，在整个救灾工

作中发挥独特的作用。

（据《中国青年报》）

青春身影向险而行
四川共青团针对泸县地震开展救灾工作

入职工行后的苏明娟与童年照片合影

� � 这张大眼睛女孩的照片，大多数中国人都看到
过，而且无数次地看到过。 照片上这双闪闪

发光、饱含企盼的大眼睛，让许多人无法忘怀。
黑白色调的照片里，小姑娘衣着破旧，头发蓬乱，

小手握着铅笔坐在桌前，表情怯生生的。一双清亮纯真
的大眼睛似乎在凝视着你， 流露出强烈的、 渴望的光
芒，正代表着无数贫困地区的孩子在发出心底的呐喊：
“我要上学！ ”

1991 年，这张名为《我要上学》的照片一经问世，
便牵动了万千国人的心。自那时开始，希望工程受到了
全社会的广泛关注、 资助， 无数失学儿童得以重返校
园，圆了求学梦。而照片中的主人公———当年才 8岁的
苏明娟，在照片拍完后意外地成了“名人”，成了希望工
程最有影响力的“代言人”，人生也因此而改写。

一转眼，三十年过去了。照片里那个曾经备受瞩目
的小女孩后来怎么样了，过着怎样的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