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小鹰计划学员张志扬希望通过“豆本”形式为乡村儿童开展艺术教育

小鹰计划:不下乡何以成青年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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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皮磊

� � “通过一年时间，小鹰学员
能够完整地了解我们的情况，同
时也能逐渐了解乡村治理、教
育、养老及留守儿童等各方面的
问题， 了解一个真实的社会结
构。 在这个过程中，他们能够独
立发现问题，并通过创新的手段
解决问题，他们的到来也能刺激
基层公益组织实现良性发展。 ”

7 月 2 日，“2016-2017 小鹰
计划年度庆典”在北京举行。 作
为河南省信阳市乡村建设协作
者中心主任、 小鹰计划项目导
师， 姜佳佳也参加了当天的庆
典。 自 2014 年至今，姜佳佳已经
带了七名小鹰学员。 在被问及如
何评价小鹰计划及小鹰学员时，
她作出了上述回答。

小鹰计划是友成基金会
2011 年发起的青年发展与培养
项目，旨在发现和支持优秀青年
深入基层，用一年时间开展公益
实践，投身乡村建设，培养行动
力和影响力兼具的领袖型人才。

目前，该项目已培养了来自
剑桥大学、北京大学、香港中文
大学等海内外优秀学府的 130
名青年人才，但这也仅仅是申请
人数中很小的一部分。 那么，这
个项目有何独特之处，对于青年
人才的培养有什么借鉴意义呢？

通过创新解决乡村问题

姜佳佳所在机构主业是乡
村综合发展， 如乡村自组织孵
化，项目点所在地郝堂村曾上过
两次《新闻联播》，被评为中国最
美乡村。

2013 年，小鹰计划中期培训
选在了郝堂村，姜佳佳及其所在
机构因此和小鹰计划结缘，并在
次年成为项目合作伙伴。

“学员到乡村之后，我首先
会让他们去和村民交流，帮助他
们梳理乡村工作，让他们尽快了
解并融入乡村。 当然，我们更多
是希望这些优秀的年轻人发挥
自身作用。 对于他们一些好的想
法，我们会帮助他们去实践。 ”作
为导师，姜佳佳的任务之一就是
陪伴小鹰学员成长，鼓励他们进
行创新实践。

2016 年，信阳乡村建设协作
者中心迎来了一批新的小鹰学
员，其中包括对公益充满热情的
艺术生张志扬。

此后一年时间，张志扬工作
和生活几乎都在郝堂村。“对于
一条习惯了被安排的咸鱼来说，
真的很不习惯这里的‘非典型’
工作方式，不用朝九晚五，我们
的工作内容就是———没事找
事！ ”张志扬表示。

张志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
和小伙伴刘臻成立“十八线工作
室”，在导师姜佳佳的支持下，他
们开始在郝堂村的公共空间用
“豆本” 的形式开展艺术教育
（“豆本”也被称为迷你书，高约
5.6 厘米，宽约 4.2 厘米，每本只
有 8 页）。 通过这种小篇幅的、故
事性的形式，乡村的孩子很快喜

欢上了画画，想象力和表达能力
也得到了锻炼。

当“豆本”达到一定数量后，
张志扬在村子里的公共空间举行
了豆本展， 并通过微博等渠道展
示孩子们的创作。后来，他们还在
北京、上海等地举办展览，均取得
了良好的效果。经过一年的探索，
目前已有三个村子的 300 多名儿
童使用“豆本”。今后，他们还希望
将这一项目推广到其他项目点，
并寻求出版商、社会企业、策展人
等多方力量加入。

与之相类似的创新项目还有
周音言的“小农场”。 同样作为
2016 级小鹰计划学员，周音言选
择了四川凉山作为实践基地。“没
去凉山之前，我和大多数人一样，
对于这个地方的印象仅仅是来源
于媒体所报道的悬崖村、毒品、艾
滋病等， 但也正是这些极端的名
词深深地戳中了我， 我决定要去
那里长期待一段时间。 ”

到达凉山一段时间后，周音
言发现当地村民每天吃的都是
坨坨肉、荞麦粑粑、酸菜汤这样
的食物。 她了解到，由于凉山地
区海拔比较高，村民生活十分原
始，当地基本不种植蔬菜。 生活
在山里的孩子缺乏对蔬菜的认
知以及蔬菜种植的常识，甚至连
常见的西红柿、茄子这类蔬菜对
他们来说都十分陌生。

作为食品科学与工程专业
的学生，周音言深知这样的饮食
结构并不利于孩子们的成长。 于
是，她决心要在当地中心校建立
一个小农场。 通过在网上发起众
筹， 周音言筹到了 3000 余元启
动资金，深受鼓舞的她带领十多
个孩子开始了小农场的建设。 对
孩子们而言，这无疑是一种更加
生动且贴近生活的教育方式。

“我觉得最明显的变化就是，
他们了解了一个完整真实的社会
结构。原来他们在城市工作生活，
了解到的乡村可能都是片段化的
或者不全面的， 到乡村之后他们
会了解乡村治理、环保、教育以及
养老、留守儿童等各方面的问题。
而且，他们能够直观地提出问题，
并尝试通过创新的手段去解决问
题。另外，小鹰学员的到来能够对
同龄人产生良好的示范作用，对
青年人到乡村创业就业产生一定
的吸引力， 推动人才流动和创
新。 ”姜佳佳谈道。

乡村公益更需要专业人才

与张志扬和周音言的情况
不同，张超在工作两年之后才申
请成为小鹰计划学员。 2012 年 7
月，张超以大学生村官的身份考
到了湖北恩施。 由于工作经历，
她对乡村的认识也更为深刻。 她
发现当地教师资源极其紧缺，而
仅有的乡村老师也没有办法顾
及美术、绘画等艺术课程。

作为美术院校的毕业生，张
超始终相信艺术教育对孩子们
成长的巨大作用。于是，她开始带
着孩子们画画、举办夏令营。然而

也正是通过这些尝试， 张超认识
到了自己能力的不足。 2014 年，
张超加入小鹰计划， 来到了四川
北川羌魂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在项目点的时候，她恰巧遇
到了鲁甸“8·03 地震”和达州洪
灾。“你会发现，在那样一种巨大
的悲痛的场景之下，我们的孩子
在拿到画笔的时候，眼中所含的
那种希望和快乐。 这再次验证了
我们的看法，即艺术对人的影响
是无穷的，它拥有巨大的能量。 ”

在小鹰计划的一年里，张超
遇到了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并
和他们一起创办了果糖儿童艺
术教育工作室，她希望让乡村艺
术教育这件事情，从一个人的力
量变成一个集体的力量。

作为一名专业人才， 张超的
加入得到了项目导师、 北川羌魂
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创始人高思发
的欢迎。“对于我们这样的县域公
益组织来说， 招聘专业人才或者
来自大城市的人才很困难， 小鹰
学员的专业能力都比较高， 很容
易看到机构存在的问题， 他们的
加入能够搅动整个团队的状态，
刺激我们的发展。另一方面，我们
的实务经验也能够增强他们对县
域公益组织生态的认知， 这种认
知在城市是无法实现的。 ”

一年的项目期结束后， 小鹰
学员仍会与项目点保持紧密联
系。“我们上一届有三名小鹰，现
在他们都是我们的资助人。 还有
一个学员马上会回来参加我们的
夏令营当志愿者。 另外还有两名
学员要去国外深造， 未来他们也
会成为我们的志愿者， 协助我们
做研究。 我们跟小鹰已经通过这
种方式绑在了一起。 ”高思发说。

实际上，除了能够为基层公
益组织补充专业人才，小鹰计划
也为他们带去了很多资源。 友成
基金会副秘书长、小鹰计划负责
人李佳琛告诉记者，项目组每年
会召开一次项目点导师研讨会，
了解导师和机构需求， 同时基金
会还会将其他项目资源对接给他
们，比如远程教育和电商扶贫等，
而这些也是乡村公益亟需的。

据李佳琛介绍，小鹰计划也
向其他公益机构开放，机构可以
向项目组提出申请，成为小鹰计
划合作伙伴。

不过申请机构须满足以下要
求：必须扎根一线贫困地区、农村
地区，这是硬性条件；机构服务的
领域要和项目关注领域匹配，如
乡村生计发展、 乡村教育可持续
发展、民族文化保护和发展等；机
构本身要有比较完善的建制。

李佳琛表示：“我们希望小鹰
学员成为资源携带者， 将越来越
多的资源带下去。比如，我们了解
到很多地方都需要性教育课程，
那么我们就会通过基金会对接相
关资源，对学员进行培训，让他们
带着课程下去， 这样我们的学员
就能够讲性教育课程了， 这也是
带给当地的一种资源。 ”

希望得到更多人的认可

自 2011 年至今，小鹰计划已
经培养了来自剑桥大学、北京大
学、香港中文大学等海内外优秀
学府的 130 余名学子，在社会上
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力。 该项目每
年申请人数与入选人数比例约
为 10：1。

“我们要求申请人有做公益的
经历，关注社会问题，这是一个硬
性条件。另外我们现在选拔的基本
上都是教育背景比较好的，但这也
不是最主要的标准，有的人可能是
名校毕业，但他可能不适合我们的
项目，比如他的目标定位并不是很
清晰，对自己和对项目的认识也不
是很明确，这样的情况我们就会拒
绝。 ”李佳琛表示。

为让小鹰学员得到专业辅
导， 项目为学员配备了四类导
师：第一类是实践导师，他们在
基层公益机构工作，有比较多的
时间陪伴和辅导学员；第二类是
发展导师， 这类导师数量比较
多，包括公益界前辈、教育方面
的专家，也包括一些有社会责任
感的企业家，他们会给学员讲授
相关课程；还有一类是有专项技
能的老师，他们可以教给学员在

工作中需要掌握的基本工作方
法， 如农村工作方法、 传播、众
筹、项目管理等；另外还有一种
职业生涯导师，他们其实也是发
展导师的一种，帮助学员对未来
发展进行规划。

为让学员尽快融入乡村生
活，项目组对一年的时间进行了
详细规划。

“7 月份是我们的开营时间，
项目组会对学员进行大概 20 天
的培训，内容包括个人成长与修
为、公益理念和视角、能力技能
等，之后学员就会到他们选择的
项目点。 11 月份我们还会有一次
集中的培训，这次培训是在他们
了解当地的情况之后，对个人目
标、角色的一次调整。 另外，我们
也会要求大家写一篇行动研究
论文，通过论文的形式督促大家
对一年的工作进行反思。 第二年
6 月我们会举行结营培训， 包括
对大家未来职业生涯的规划和
指导，也包括一年成果的分享和
展示。 ”李佳琛谈道。

小鹰学员毕业之后，项目组
也会对学员进行持续追踪。 目
前，约有三分之一的学员选择了
继续深造，三分之一的人选择创
业或就业，剩下三分之一的人留
在了公益领域。 在姜佳佳以及高
思发等导师看来，“通过小鹰计
划，他们能够了解自身应该承担
的社会责任，并通过自己的方式
为社会做出贡献，这是该项目的
最大价值。 ”

对此， 李佳琛也十分认同。
“小鹰计划的意义并不在于为公
益行业培养从业人员，而是培养
更广意义的公益人。 这是一个价
值观影响项目，我们希望在还能
够影响到他们的年纪，在他们心
里埋下一个公益的种子，然后有
一天种子生根发芽， 回报社会。
他们跟其他人的区别在于，不论
做什么，他们始终会带有关照社
会的视角和情怀。 而且即使他们
现在没有在公益领域从业，他们
以后也可能会做公益，或者以其
他形式参与公益，比如成为捐赠
人或者志愿者。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