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间诱人的阅读室

光洁的书桌、明黄色的座椅
陈列在教室正中，紧靠墙边的是
一排排高书架，2500 多册书在书
架上舒展开来，等待每一位爱书
的少年……

这是由中国社会福利基金
会、东风日产、南方周末联合发
起的“阳光关爱·i 读计划”所带
来的阅读天地。 从甘肃的黄土地
到两广的丘陵山区，从湘西的大
山到海南岛的中心，甚至在海拔
2900 米的高原……这样的阅读
教室， 自 2019 年起陆续在 11 个
省、直辖市、自治区的 12 所偏远
村小落成。

在贵州毕节草堤小学的语
文老师兼阅读室管理员范艳眼
里， 阅读教室最大的好处在于，

“让在家里看不到书的乡下娃儿
知道，原来书能这么丰富，我们

学校也能有这么多好书”。
阅读教室刚建成之际，范艳

回忆，看书的孩子也不多。 40 个
学生走进去， 不到两分钟，20 多
个孩子就“逃”出来。 相比读书，
操场上的游戏更有吸引力。

“那就从最简单的一点一点
来”，范艳和同事们“手腕”尽施：
先挑学生们喜欢的绘本摆着，督
促学生从“这一小本看起”；然后
再层层加码，“看完以后写，哪怕
写一句话、两句话、三句话”。

慢慢地，范艳觉察出一些变
化。 留在教室里静静看书的学生
越来越多。 现在，学生们见了她
第一句话总是，“老师，什么时候
轮到我们班看书？ ”范艳笑道，这
个迄今已有超过 3000 册图书的
阅读教室，已经成为草堤小学学
生们眼中“最大的诱惑”。

装着数千册书的教室，是这场
阅读试验的发生地，但并非唯一。

“阳光关爱·i 读计划”试图

通过一位位领读人———学者、作
家、科学家、世界冠军、导演、演
员、音乐家、主持人和社会各界
爱心人士， 让阅读主动走近孩
子，让“好处”生动鲜活。

在阅读课上，乡村少年跟随
登山家张梁目睹极昼极夜，立于
雪山之巅；也和广东省文物考古
研究所副所长崔勇一起“潜入”
水下，追随“南海Ⅰ号”初探考
古；还携手文化学者于丹跨越时
空， 领略大
唐春色，“天

街小雨润如酥， 草色遥看近却
无。 最是一年春好处，绝胜烟柳
满皇都”。

三年来，三十余位各行各业
的杰出领读人来到乡村，携手来
自全国的热心志愿者，站到“阳
光关爱·i 读计划”的讲台，讲述
他们与阅读的故事。 乡村少年们
正以一种有趣的方式，和世界万
物发生关联。

阳光普照大地

作为乡村儿童应有的一项
文化权利，阅读既关乎乡村的现
在，也关乎乡村的未来。

事实上，从政府到民间，一股
合力正在形成。从 2007年开始到
2012年， 全国范围内搭建起世界
上规模最大的农村文化惠民工
程———60 万个农家书屋散落于
60万个乡村，每个书屋的 1500册
图书里，少儿类约占 10%。

不少企业、个人也陆续在乡
村学校捐建书屋，不断完善乡村
阅读基础设施。 在公益界，已经
形成从乡村阅读资助、基础设施
提供、项目效果评估和一线阅读
推广的行业生态体系， 其中，绝
大多数把目光投向中西部省份
的乡村小学。

2019 年，中国社会福利基金
会、东风日产、南方周末发起“阳
光关爱·i 读计划”， 正是合力中
的一种尝试。

近三年来，它不仅捐建阅读
教室和捐赠超过三万册全新书
籍，试图打通获取阅读资
源的“最后一公里”；更通

过连接政府、企业、公益组织以
及领读者、乡村教师、家长、社会
公众等，构建阅读共同体，让乡
村少年“爱上读书”。

一个可循环、有实效、易推
广的儿童阅读模式逐渐成形 ，
并不断吸引更多参与者， 守护
乡村少年的阅读权利。 争取当
地教育主管部门的支持， 通过
试点小学创造阅读的“示范效
应”，邀请更多学区教师参与培
训；联动幕天公益、担当者行动
等专业公益机构， 确保阅读指
导的专业性； 不仅向学生推广
阅读，还将领读志愿者、乡村教
师、学生家长拧成一股绳、化作
一盏灯。

作为东风日产“阳光关爱”
公益行动的子项目，“i 读计划”
沿袭了“阳光关爱”十三年来的
初心：奔走在乡间，通过乡村教
师帮扶、物资捐赠、公益课堂等
多种形式，为欠发达地区师生持
续提供精神支持与物质帮扶。

三年来，东风日产持续发动
车主、员工、经销商等上下游关
联方的力量，既有轻松的线上公
益助力， 亦有深度的实地参与。
2021 年， 项目还新增“阳光课
堂”，结合 STEAM 跨学科教育理
念，以寓教于乐的方式为孩子们
解开汽车飞驰的奥秘，体验工业
科技的魅力。

阳光之后，冰雪消融。 那些
曾在孩子们心里种下的种子，已
悄然破土、发芽。 沿着十三年乡
村公益求索之路，播种与耕耘还

将继续， 直到“阳光普照之
处，再无精神贫瘠”。 （王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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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关爱·i读计划”

从播种到发芽：
一场乡村阅读试验这三年

12 月 17 日， 中国红十字基
金会“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项
目”儿童艺术关爱之旅在北京举
行。 此次活动由 UCCA 尤伦斯
艺术中心、字节跳动公益联合主
办，新浪微公益支持，通过为大
病患儿带来艺术体验活动，为他
们送上一份特别的新年礼物，鼓
励他们积极面对生活，早日恢复
健康。

据介绍，参加此次活动的七
名儿童均为中国红十字基金会

“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大病儿童
救助项目” 资助的白血病患儿，

他们来自北京、江西、甘肃等地，
在北京接受治疗后目前处于恢
复阶段。此次活动严格按照疫情
防控要求开展，充分做好患儿防
护措施。

活动中，UCCA 尤伦斯艺术
中心的讲解人员带领孩子们参
观了主题艺术展览，并在艺术手
工坊制作卡通作品，希望他们在
艺术中找到快乐， 以更积极、阳
光的心态面对生活， 拥抱未来。
演员王子诚、 抖音达人“talking
树先生”陪伴孩子们共同参与了
此次活动。

此次活动也通过短视频方
式在互联网平台推广，让更多人
了解并关注白血病给患儿和他
们的家庭造成的经济压力和心
理负担，为他们提供更多形式的
援助，帮助患儿更好地接受康复
治疗，提高生活质量，融入社会。

记者了解到，“中央专项彩
票公益金项目”儿童艺术关爱之
旅还将于本月底走进四川成都，
携手抖音达人“梅尼耶”为项目
资助的更多白血病患儿开展艺
术体验活动，送去新年的温暖和
关怀。

“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大
病儿童救助项目” 是由中国红
十字会总会负责， 委托中国红
十字基金会组织实施， 协同全
国各级红十字会和定点医疗机
构执行， 专项救助白血病和先
心病儿童的公益项目。 该项目
已持续开展 13 年，截至目前项
目累计获得中央专项彩票公益
金资金支持近 18.85 亿元，救助
白 血 病 和 先 心 病 儿 童 超 过
66000 名， 直接受益人口超过
33 万人。

救助一个孩子就是挽救一

个家庭，在做好项目执行的基础
上，中国红十字基金会还广泛动
员社会力量，通过发展定点医疗
机构、组建专家团队、开通医院
直通车紧急救助模式、开展先心
病筛查行动等方式， 为白血病、
先心病儿童募集社会救助款超
过 1 亿元，为大病儿童募集社会
款超过 10 亿元。 通过实实在在
为群众办实事，项目已逐渐成为
国家儿童医疗保障体系和政府
医疗救助的有力补充，为防止大
病儿童家庭因病致贫、因病返贫
做出了积极贡献。 （皮磊）

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儿童艺术关爱之旅在京举行

文化学者、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于丹为孩子讲解诗词

基于“东风日产阳光关爱阅读室”，各地校方积极开展阅读及相关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