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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愿者招募
就现在，一起点亮田野间的阅读梦想
阳光洒在海拔 2900 米的

雪域江南，这里的孩子
们可以眺望 7782 米的南迦巴瓦
峰，也会在开春时去桃花盛开的
田野间嬉戏。

2021 年秋天，西藏林芝团结
小学一间敞亮的教室里， 刘露给
学生们带去了一堂别开生面的甲
骨文剪纸课， 孩子们动手玩乐的
同时也近距离感受了汉字之美。
大学生温若梅把吉他抱进了课
堂，带领二年级的孩子缓缓哼唱，
还即兴将歌曲改编为《我美丽的
家乡林芝》。 与他们同行的，还有
更多来自各行各业的“领读人”，
每个人都用自己精心准备的小
课，带领孩子们进入阅读的世界。

自 2019 年秋天开始，从西北
黄土地到两广丘陵山区，从湘西
大山到海岛椰林，从平原到雪域
高原……类似的课堂，在全国各
地的乡村小学里接力上演。

精彩课堂的背后，是全国各
地的不少乡村共同的需求：在修
葺一新、设施齐备的校舍里，“阅
读”却是一道待解的题。

根据 2022 年北京单向街公
益基金会发布的乡村儿童课外
阅读调研报告显示，乡村儿童基
本摆脱“无书可读”境况。 然而，

“如何选好书、如何读好书、如何
爱上书”是当下乡村儿童阅读需
要面对的问题。

这些为乡村孩子准备的阅读
课，与城市里的一样，也不一样。

孩子属于乡野与大地，志愿
者老师则来自天南海北，各行各

业，他们为“村小”带去了前所未
见的课堂，以书本为载体又不局
限于单一的书本，试图在乡村孩
子的日常与浩如烟海的书本之
间，建立起一条通路：

他们引导孩子阅读色彩常
识， 鼓励他们在白纸上挥洒创
意；带领孩子们动手拼装模型，
由此展开趣味科普； 还有的课
堂融入诗歌、戏剧、音乐、舞蹈
等元素， 让阅读的神奇体验不
止于书本……

儿童阅读这件“小”事里，藏
着一个“大”世界。

2019 年，中国社会福利基金
会、东风日产、南方周末共同发
起“阳光关爱·i 读计划”公益项
目，围绕乡村儿童阅读推广展开
实践。 项目通过可视听阅读教室
建设、图书捐赠、校园阅读课程
等形式，多途径改善乡村学校阅

读环境，用阅读的力量推动孩子
成长。

至今，“阳光关爱·i 读计划”
先后走进全国 11 个省份， 捐建
12 所智能阅读室，捐赠累计超过
3.4 万册书籍，并邀请 40 余位来
自文化、科技、演艺、体育等领域
的知名人士为乡村孩子授课，共
同改善乡村学校阅读环境，用阅
读的力量推动孩子成长，让阅读
在更多孩子心中扎根。

而在三尺讲台上，还活跃着
许多志愿者的身影。 他们之中，
有的人长期扎根公益一线，有的
人奔波于写字楼之间，有的人在
高等学府钻研学术……他们本
无交集，但身上都有着“领读人”
的标签。

从事阅读公益推广多年的
志愿者王彦方坦言，自己一路走
来得到远远大于付出。“看到孩

子们闪闪发亮的眼睛，看到老师
们思考的眼神，我和他们在无数
次的沟通和接触当中，看到了自
己存在的价值。 ”

无独有偶，在连续三年参与
的东风日产车主志愿者李振宁
看来，参与“阳光关爱·i 读计划”
也是自我价值实现的过程，“每
一次都是新的开始，也希望每次
都是一种好的继续。 ”

志愿者林禄滨用一堂趣味物
理课， 将孩子们生活中的物理现
象讲出了花样， 他希望让孩子们
通过活动感知到快乐，“发现原来
学习这件事情本身就是有趣的”。

面对可爱的小朋友们，志愿
者杨英婕希望他们能借助阅读，
看见更宽广的世界，也更加包容
地看待事物……

还有更多志愿者，从全国各
地而来， 试图用自己的点滴努
力， 将阅读的火种不断传递，点
燃更多孩子心中的阅读之梦，也
共同见证着一堂堂阅读课如何
引发大群体的改变。

2022 年 9 月至 10 月， 新一
年度的“阳光关爱·i 读计划”即
将再度展开，诚邀更多热心志愿
者加入，带着书香向乡村进发：

2022.9.21
广东清远市连南县
2022.10.13
甘肃天水市麦积区
2022.10.19
四川凉山州冕宁县
2022.10.26
山西临汾市吉县

我们期待这样的你：
1.热心公益 ，具有阅读推广

或支教经验尤佳；
2.可独立面向小学生或小学

教师开展阅读课程，授课内容包
括但不限于文学经典 、 传统文
化、科普百科、艺术启蒙、儿童成
长、教师提升等；

3.可保证连续 2 天 （工作日
期间）的支教服务时间。

我们将会为你提供：
1.主办方承担志愿者在支教

期间的交通 （以高铁/火车的二
等座或硬卧为标准）、食宿费用；

2.深入乡村学校进行支教的
实践体验；

3.对顺利完成支教的志愿者，
主办方将提供志愿服务证明。

为乡村的孩子补上阅读的
一课，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

“阳光关爱·i 读计划”的目
的不仅在于改善乡村阅读现
状，也提供了一个舞台，让每一
个看似普通的人， 都可以为他
所热爱的人和土地， 去做点什
么。 每一个志愿者都将欣喜地
看到孩子们开朗起来， 更善于
也更勇于进行自我表达； 看见
他们从字里行间寻找生活的问
题与答案。

在山间田野，在渴望求知的
孩子的眼中，一幅全新的图景正
在应运而生，充满社会理想的温
度。 一本书，一堂课，一群孩子，
一次或长或短的旅途，也会成为
每一个志愿者的美好记忆。

（据《南方周末》）

近日，在 2022 年国家网络安
全宣传周青少年网络保护论坛
上，抖音、中国网络社会组织联
合会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委会
和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
中心宣布，“益童守护计划———
儿童保护类社会组织培育项目”
（以下简称“益童守护计划”）正
式启动。

该项目由北京字节跳动公益
基金会资助， 北京中致儿童关爱
基金会承接， 北京青少年法律援
助与研究中心等机构实际执行 ,
中国网络社会组织联合会未成年
人网络保护专委会将作为支持单
位共同参与。 项目计划用三年时
间，通过专题培训、业务指导、经
费支持等方式， 培育一批示范性
未成年人保护类社会组织， 探索

“法律援助+心理咨询+专业社
工”相结合的未保新模式，为青少
年成长提供全方位支持。

项目主要执行方北京青少
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介绍，启
动仪式前，“益童守护计划”已有

序开展四个多月。 首批入选社会
组织覆盖了北京、贵州、四川、江
西、河北、江苏等多个省市，并在
法律援助、普法宣传、心理咨询
等方面积极展开探索。

今年 4 月，“益童守护计划”
推出了未成年人法律帮助热线，
六省（市）联动，每周七天专人值
守， 为未成年人相关问题提供咨
询服务。 抖音小安守护平台也上
线了“法律帮助”板块。截至目前，
项目组共解答法律、 心理和社工
相关咨询等近 700 件； 受理法律
援助案件 100余件， 累计办结 30
余件， 为许多权益受到侵害的未
成年人提供了切实、有效的帮助。

同时， 该项目还通过深入社
区、救助站、社工点以及发布抖音
短视频等方式，普及法律知识，帮
助未成年人增强自我保护意识。
截至 2022 年 8 月底，参与项目的
六家社会组织围绕校园欺凌、家
庭教育等常见问题，组织 70 余场
专题活动，在抖音平台发布近 300
条普法短视频。 （皮磊）

9 月 17 日， 北京市第四届
“社区邻里节”东城区分会场启
动仪式在朝阳门街道举行。 据
介绍，未来一周东城区 17 个街
道 168 个社区将围绕“共建和
谐美好家园 喜迎党的二十大
召开”主题，举办 300 余场丰富
多彩的社区邻里嘉年华活动，
集中展示社区、居民风采。

“变废为宝” 的创意环保作
品、居民自制的手工艺品、文创社
的邻里节打卡印章、老玩具、瓦片
画……这些由史家胡同文创社、
朝西工坊、“27院儿”、朝阳门街道
社会工作联合会等为居民们准备
的互动体验项目一一在文化集市
亮相。 朝阳门街道社会工作联合
会工作人员表示， 联合会通过链
接内外部资源， 搭建起社会组织
和社区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平
台， 居民可以在参与活动的过程
中为社区建设出谋划策。

现场， 朝阳门街道公益微
创投 5.0 项目征集令正式发布。

去年， 朝阳门街道开展的公益
微创投 4.0 项目共有 30 个公益
项目获得资金支持并顺利立
项， 项目参与人数和服务人数
逐渐递增。 今年，朝阳门街道将
继续重点关注社区治理方面的
问题，对于涉及垃圾分类、环境
治理、邻里互助、社区营造等方
面的项目给予大力支持， 辖区
内的社区社会组织、单位、个体
工商户、 常住居民都可以参与
项目征集， 街道将根据项目情
况提供资金支持和实施指导。

据介绍，近年来东城区始终
倡导和坚持邻里守望、邻里互助
的时代新风，围绕构建共建共治
共享的社区治理格局，不断加强
顶层设计、强化政策保障、整合
社区资源、加强社区动员，实践
运用“五民”群众工作法，进一步
做实“五力引航”计划，做强“东
城社工”品牌，做优基本社会服
务，做细基本民生保障，涌现出
一系列社区治理品牌， 为做好
“十四五” 时期社区治理工作开
创了新局面。 （皮磊）

探索未保新模式
抖音联合中致儿童关爱基金
会推出“益童守护计划”

北京东城：“社区邻里节”
开创社区治理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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