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星光计划：热销作家的公益项目
� � 12 月初，当红青年励志作家
赵星的第四本书《当你的才华还
撑不起你的梦想时》 正式上市，
短短几天内就上升到亚洲好书
榜第五名。 而此前，她的一本书
的销量甚至超过了 50 万册，她
的文字在青年读者群体中有着
巨大的影响力。 不过，除了作家
的身份， 赵星还有一个特殊的
“头衔”———星光成长公益计划
（以下简称“星光计划”）创始人。

11 月 20 日， 由星光计划发
起的色彩小教室项目第二期正
式开课。 项目由星光团队联合中
国矿业大学研究生支教团重庆
分团共同开展，支教团志愿者担
任主讲教师。 预计将为重庆市合
川区三汇镇响水完全小学三四
年级 100 名学生， 预计开课十
次，每周一节课。

这是赵星和她的团队自
2009 年以来开展的第八个公益
项目。 作为星光计划的创始人，
赵星表示：“其实一开始我并没
有想到‘公益’这么专业的名词，
只是想凭借自己的力量做一些
事情。 ”但实践中的遭遇，却让她
和她的团队越来越重视寻找可
持续发展的模式。

孩子是最温暖的动力

2008 年汶川地震后，赵星做
了一名志愿者， 照顾那些在灾难
中身心受到伤害的孩子。“从那时
候开始， 我感到帮助他人是一件
特别温暖的事情。 其实一开始我
并没有想到‘公益’这么专业的名
词， 只是想凭借自己的力量做一
些事情。 在这个过程中我感受到
了孩子们的成长， 那种感觉很温
暖。 星光计划就是从一些力所能
及的、温暖的小事开始，针对的都
是在我们的能力范围内可以帮助
的人。 ”对于为何想做公益，赵星
这样解释，而“温暖”是她自始至
终使用最多的一个词。

2011 年，星光计划发起了色
彩小教室项目，这个项目的初衷
是在全国贫困地区的学校开展
美术课程，为那里的孩子带去色
彩斑斓的世界以及基础艺术教
育内容， 同时也为他们带去欢
乐，而星光计划的目标是在五年
内为 10000 名贫困地区的孩子提
供这样的机会。

色彩小教室第一期选择了
北京一所偏僻的农民工子弟小
学———北京永丰实验小学，并完
成了一学期 10 节美术课、134 个
孩子的教学计划。

11 月 20 日， 色彩小教室项
目第二期正式开课。 响水小学学
校地处华崟山下，经历过“5·12”
大地震、雅安地震，属地震易发
地带，条件很差。 本期项目根据
前期准备和学生的实际情况，将
本次课程的主题定为“我心中的
北京”，希望通过志愿者的引导，
让山区的孩子们根据自己对北
京的了解和向往，并结合网络或
者通过电视节目了解到的北京，
大胆进行构思，灵活表达、展现
自己心目中的首都。

这是赵星和她的团队自 2009
年以来开展的第八个公益项目。
除第一个项目是回馈母校的行动
外， 其余每个项目关注的对象都
是贫困山区的学校和孩子， 如为
四川汉旺学校建立图书中心、为
打工子弟学校学生捐书捐衣、带
他们到北京旅游等等， 项目虽然
微小， 但也可以看作他们对公益
的一种尝试和积累。如今，赵星想
要成立自己的公司， 并将星光计
划纳为公司业务的一部分， 将其
正规化。 今年刚刚升级为妈妈的
赵星谈道：“目前有很多来自妈妈
群的妈妈们为项目的开展提供了
资金和资源支持， 而孩子是最温
暖的动力。 ”

做公益需严密思考和规划

色彩小教室项目的另一位
负责人杨鹏跃目前在北京一家
三甲医院从事行政工作，工作非
常繁忙， 加班是常有的事情，但
谈到公益时她一直很坚定：“常
常穿梭在医院的病房和门诊，看
着患者和家属痛苦的样子，我才
知道眼前的平凡生活多么值得
珍惜。 如果再能做一点点事情，
那就是幸福了。 ”

不过，做公益靠的并不一时的
热情， 而是需要严密的思考和规
划。 赵星曾写过一篇文章，总结了
自己对公益的一些思考。她这样写
道：“过去的星光计划，表面上看似
平静而顺利，实际上隐藏了太多的
隐忧和不安：找不到合适的捐助对
象、无力辨别真伪、没有明确的目
标、过大的资金缺口，甚至有一些
条件已经很好的学校跑来哭穷，想
要我捐助装修门面的钱……这让
我在一段时间内一直很忧伤，星光
的运营模式有待改变，寻求较为规
范的合作伙伴是一条必经之路。 ”
寻找可持续发展的模式，成为赵星
和她的团队在公益路上不得不面
对的一个难题。

做色彩小教室第一期项目
时，杨鹏跃正忙着毕业实习。当时

团队已经和学校沟通好， 且项目
马上就要开始， 但执行人员还没
有确定。最后，为了保证项目的执
行效果， 杨鹏跃不得不请自己信
任的朋友和同学帮忙。她回忆说，
当时还发生了一个小插曲：“有一
个外地的女孩坚持要做志愿者，
非要赶过来。 她爸爸当时还给我
打电话， 怕我们是搞传销的。 所
以，出于安全考虑，我们第二期不
再引入这种模式。 ”但她坦言，如
果要长期开展下去， 需要一个安
全可行、高效的模式。第一期色彩
小教室项目结束后， 因为找不到
理想的运作模式加上工作繁忙等
原因，项目就此搁置下来。

在这期间，中国矿业大学的
志愿者因为其他事情找到赵星。
正愁于找不到突破口的星光团
队突然有了想法： 与志愿者合
作，星光负责项目和经费，志愿
者负责执行。 这个想法也得到了
矿大支教团的支持。 经过多次商
讨， 双方确定了最终的合作模
式： 星光团队负责制定执行方
案，志愿者担任老师并严格按照
方案的要求和标准授课。 在这个
过程中，杨鹏跃反复强调，志愿
者的任务就是为孩子们带去快
乐，因此他们不希望美术老师介
入，担心会影响孩子表达内心最
真实的想法。 她还谈道，方案会
考虑志愿者的积极性，让他们自
主设置每节课的主题，但团队会
进行把关，排除一些对孩子们来
讲比较敏感的话题，比如“我的
家”“我的爸爸”等，他们害怕留
守儿童听到这样的话语会难过。

杨鹏跃上大学期间一直在
JA（青年成就组织，全球最大的致
力于青少年职业、 创业和理财教
育的非营利教育组织）做志愿者，
此次项目成功后， 她和赵星总结
了一些经验，即借鉴 JA 的运作模
式，在项目开展前，将课程的内容
做成规范的课件和方案， 这样一
旦找到符合要求的团队就可以立
刻执行； 志愿者也须在项目完成
后及时进行总结、反馈，为下次项

目的开展提供参考。

“没有必要到处去宣扬”

赵星介绍说， 因为涉及孩
子，项目开展前需要和学校甚至
当地教育部门进行大量的沟通，
只有取得对方的支持才能保证
项目顺利实施，这也是项目目前
遇到的困难之一。 但她对此也表
示理解：“这本身就是双方的事
情，我们的介入可能会影响学校
原有的教学计划，因此需要提前
沟通和交流， 这也是对孩子负
责。 而且我们并不是为了得到回
报，只要为孩子们带去他们这个
年纪应该见过的世界就好。 ”

因为自身的影响力，很多“星
粉儿” 都希望加入赵星的公益团
队，但她对此并没有盲目乐观，保
证项目的质量是整个团队一直坚
持的原则。“很多人往往热情很
高，但缺乏行动能力，一旦分配了
具体的任务就不见了踪影。 ”所以
有时为了节省时间和精力， 赵星
宁可自己亲自去做。 曾经在公关
行业的从业经历， 让她在各个环
节都表现得非常严谨和专业。 在
杨鹏跃看来， 赵星是整个团队的
核心和灵魂， 也是她的偶像，她
说：“在资源和团队管理上， 她给
了我最大的支持和信任， 赵星的
坚定和鼓励也是我接受这个职位

并且能够坚持下去的原因， 在这
个过程中，我们共同成长，体会成
长的艰辛和快乐。 ”

虽然项目名字中带有“公益”
两个字， 但赵星从未刻意强调这
一点。“每个项目的投入并不高，
平均到每个孩子身上就更少，所
以没有必要到处去宣扬。 ”赵星坦
率地说，“我做这些事情并不是为
了获得外界的关注或提高自身的
影响力。相反，我希望借助自己现
在的影响力， 慢慢地把这些公益
项目做得更细致更温暖。 这跟写
作一样，是件小事儿，我只不过是
听从了自己内心的声音， 做一些
温暖的事情，把温暖传递给别人，
同时也温暖自己。 ”

在赵星的家里，挂着一幅略
显稚嫩的画作，作者是一位小女
孩，来自色彩小教室第二期项目
所在学校，但不是他们选定班级
的学生。 小女孩知道这个项目
后，画了一幅画，名字叫“树上的
房子是我的家”， 在食堂吃饭时
悄悄塞给了志愿者。“我们都很
感动，觉得很温暖。 ”杨鹏跃讲述
了这幅画背后的故事，“虽然没
有见面，但我们能强烈地感受到
这个小女孩儿的那种纯真。 我能
想象到她当时害羞的样子，就像
我们小时候一样，渴望得到老师
和家长的赞许。 ”类似的小故事
成了他们坚持下去的动力。

据支教志愿者反馈，开展色彩
小教室项目后，家长们也感受到了
孩子的变化。有一位孩子的妈妈在
学校食堂工作，一天早上她见到志
愿者时说：“孩子拿到水彩笔之后，
每天有时间就会拿出来自己画一
画，从来没见过他这么有精神。 ”

这也是星光团队坚持的理
念和预期的效果：为孩子们打开
一扇窗，通过画笔和画画的过程
让他们感受快乐并学会释放内
心的快乐。 赵星也表示：“我们希
望点燃孩子们心中的梦想，希望
他们为自己的梦想努力，而不是
一直依靠他人。 ”

目前，两期色彩小教室项目
共涉及两所学校的 200 多名孩
子， 与他们的目标———10000 名
还差很远， 但我们有理由相信，
星光会扎扎实实做好每一个项
目，一步步走下去。 古人说，“勿
以善小而不为”。 公益不分大小，
赵星和她的团队做公益的模式
或许还不成熟，但也是寒冬之中
一股温暖的力量。

■ 见习记者 皮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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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困山区孩子们的生活

色彩小教室课堂，孩子们脸上露出了灿烂的笑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