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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粉笔计划：为乡村孩子勾画人生彩虹
■ 见习记者 武胜男

5 月 21 日，河北省保定市杨
家庄辛兴小学来了一位新的体
育老师———足球运动员于大宝。

在于大宝的体育课上，孩子
们在运动场上的欢笑声此起彼
伏，他们感受到了平时课堂上没
有的欢乐。

让于大宝和孩子们走到一
起的是红粉笔教育计划。 这一
天，2018 雪佛兰·红粉笔教育计
划第三站———河北站正式启动。

从 2006 年至今，“红粉笔教
育计划”历经十年发展，现已走
进 28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 65
所学校，为超过 25000 名乡村儿
童带去了多姿多彩的素质教育
课程；有超过 700 位来自全国各
地的志愿者直接参与。

乡村学校缺少音体美教师

辛兴小学有 6 个教学班，学
生 189 人，而教职工只有 11 人，
由于教师资源配备的限制，学校
一直没有专职的音体美教师。

孩子们平时的“体育课”就
是在“操场”上自由活动，而他们
的“操场”也只是一片没有草坪、
没有体育器材、 没有塑胶跑道、
甚至没有完整水泥地的裸露地
面，一下雨便满是泥泞。

记者从老师口中得知，就是
这样一块地面，还是校长为了孩
子们能更好地活动才拆掉厂房
修建而成的。

辛兴小学校长李玉江表示：
“我们这边乡村学校的硬件设施

这两年有所改善，教育局配备了
电子备课室和多媒体教室，但是
师资力量比较薄弱，缺乏音体美
方面的专业教师，而且老龄化严
重，整体素质不高，教学观念和
教学措施都不如城市。 ”

据了解，目前大部分的乡村
学校都没有专职音体美教师，主
要开设课程除了应试教育中必
要的语、数、外以外，基本没有多
样性、趣味性的课程，缺少素质
教育内容。

发起红粉笔教育计划

针对这些情况，《21 世纪经
济报道》 发起了红粉笔教育计
划。 通过联合有社会责任感的企
业、机构和媒体，组织受过良好
教育的在职人士、社会精英到乡
村义务支教，帮助改善偏远地区
师资力量薄弱的状况，积极推动
乡村素质教育的发展。

从 2006 年至今，“红粉笔教
育计划”历经十年发展，现已走
进 28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 65
所学校，为超过 25000 名乡村儿
童带去了多姿多彩的素质教育
课程。

有超过 700 位来自全国各
地的志愿者直接参与，他们来自
全国不同城市， 有资深传媒人
士、国际企业的职员、职业经理
人、在校大学生，也有自由职业
者、影视明星、体育明星等，他们
共同在为孩子打开通往外部世
界的窗口。 他们被亲切的称为

“粉笔头”。
除了开展音乐、美术、手工、

身体健康、体育等素质教育类课
程，项目还通过“乡村教师培训
计划”帮助乡村老师开阔教学思
路及方式方法，通过“启梦之旅
夏令营” 带领孩子们走进都市，
激发对外部世界的向往与期待。

“粉笔头”为孩子带来
欢乐课程

于大宝便是“粉笔头”中的
一员。

5 月 21 日，2018 雪佛兰·红
粉笔教育计划第三站———河北
站正式启动，新老“粉笔头”们来
到了辛兴小学，为孩子们带来学
习用品，并展开了一周的支教。

河北站共有 11 名“粉笔头”
参加支教，包括现役国足于大宝
以及其他 10 位志愿者老师。

在为期一周的支教中，志愿
者老师为同学们精心准备了空
军知识、食育文化、美术绘画、人
文地理、安全卫生、思想品德等
丰富多彩的素质教育课程，还组
织学生们欣赏景观建筑，帮助他
们了解城乡规划差异。

这些课程都是辛兴小学的
学生平时没有上过的的，有的只
是听在城里上学的亲戚说过。

当孩子们知道于大宝要来
给他们上足球课时，都非常开心
和激动。 特别是有些平时不爱说
话的同学， 当天也开朗了起来。
于大宝先在教室为孩子们上了

足球基础理论课，随后来到户外
运动场为孩子们进行分组，示范
并练习了带球、传球等基础足球
技巧。 孩子们在运动场上的欢笑
声此起彼伏，他们感受到了平时
课堂上没有的欢乐。

另一名“粉笔头”汪密是警
察，去年就报名参加支教，但由
于临时接到了保卫十九大的任
务，遗憾地与“红粉笔教育计划”
擦肩而过，直到今年才得以顺利
参加。

这次他准备的是中华传统
美德教育、预防未成年犯罪的课
程。 担心课程内容吸引不了学生
们，汪密特意在课前准备了小魔
术表演。

汪密告诉《公益时报》记者，

孩子们的礼貌和懂事让他印象
深刻。 这里不管有没有教过的学
生，见了面都会向他问好。

汪密表示， 如果有机会，他
会一直做下去， 回到单位之后，
也会和其他同事描述支教中遇
到的人和事，争取让他们也参与
到这样的公益活动中来。

“相较于物质的赠与，我们
更侧重于精神层面的给予、分
享。 项目号召志愿者用知识、眼
界去连接城市白领和乡村儿童，
开阔孩子们的眼界，启发他们的
心智， 培养他们独立思考的能
力。 这也是活动口号‘用你的眼
界，改变他们的视界’的由来。 ”
红粉笔教育计划项目负责人袁
燚表示。

阅读能够激发儿童的学习
动机和阅读兴趣，也是提高儿童
语言能力的重要途径，更是为儿
童提供未来学习所需的预备技
巧，是打开儿童智慧发展之门的
金钥匙。

但我国儿童的阅读能力、
阅读量都与世界发达国家儿童
存在差距。 怎样才能让我们的
孩子利用有限的时间读到既感
兴趣又能学到东西的课外读物
呢？

针对课外读物繁杂难以选
择的难题，近日，深圳爱阅公益
基金会发布了第一届“爱阅童书
100”入选书单，为孩子、家长、老
师如何选书提供参考。

书海面前不知所措

目前，市场上的儿童读物很
多，选书成为摆在老师、家长面
前的难题。

据了解，目前中国童书出版
行业每年出 4.4 万本书， 每年图
书在校品种 26 万。

“儿童阅读是一张白纸，染
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如果不
加以引导， 看了坏的一部分，可
能会影响一辈子。 所以我们倡导

儿童要有益阅读、健康阅读。 ”
资深少儿读物出版人海飞说。

与此同时，作为儿童身边最
直接的“阅读推广人”———孩子
的家长，在陪孩子阅读时，又容
易走进“添油加醋”的误区。

“家长给孩子讲故事的时
候会把自己的一些理解、观念强
加进去，灌输给孩子，有时还会
在讲故事之前给孩子提问题，让
孩子带着任务去听故事。 其实完
全没必要，家长只需要把故事完
完整整地呈现给孩子，孩子接受
了作品之后会有自己的理解。 在
儿童读物中，大人的理解未必比
孩子的理解更精准。 ”中国海洋
大学儿童文学研究所所长朱自
强表示。

谁来为孩子推荐好书

对于普通大众来说，如何让
孩子爱上阅读，如何为孩子选好
书，同一本书选择哪个版本……
是选择童书时必然会遇到的问
题。

近日， 深圳爱阅公益基金
会” 发布了第一届“爱阅童书
100”入选书单，为孩子、家长、老
师如何选书提供参考。

该书单遵循五大研制理念
筛选好书： 既关注作品的价值
观，也强调多元思考;既尊重孩子
的兴趣，也强调书目的引导性;既
尊重市场的选择，也强调作品的
适切性;既关注作品的趣味性，也
关注作品的思想性; 既凸显本民
族的文化传统， 也强调国际视
野。

从今年的书单来看，入选图
书中，1-2 年级、3-4 年级、5-6
年级的童书数量占比分别为
30%、35%、35%;文学、人文、科学
类的童书数量占比分别为 61%、
14%、25%; 其中我国原创图书占
比 33%。 该书单涵盖面广、 涉及
领域全面，为学校、家长解决了
“孩子应该读什么书” 的根本问
题。

据介绍，“爱阅童书 100”将
每年汇集整理首次在国内出版
的童书，由儿童文学、儿童教育、
儿童阅读研究、儿童心理、少儿
科普、美术等专业领域专家组成
评委会， 用时一年， 以公正、科
学、专业的标准，从文学、人文、
科学领域，从中国、美国、英国、
法国、 日本等 18 个国家的出版
物中评选出当年适合 6-12 岁儿
童阅读的 100 本优秀童书和 10

本教师图书。

需要更多社会力量的加入

在书单之外，爱阅公益基金
会还针对目前我国儿童阅读现
状存在的一系列问题开发了针
对不同年龄、不同群体儿童的项
目：

为 0-6 岁孩子及其家庭开
启智慧阅读人生的“阅芽计划”、
为孩子朗读的“爱阅电台”、为资
源匮乏地区的乡村儿童营造儿
童阅读环境的“乡村儿童阅读资
助”项目、为儿童阅读发展与教
育提供基本理论及应用研究的
“儿童阅读研究支持” 项目以及
持续为学校、社区、公益组织、家
庭提供高品质图书专业选择的
“书目研制”项目……

“爱阅公益基金会志在以专
业为力量，推动儿童阅读品质提
升，引导孩子通过高品质阅读打
开探索世界的大门，让每一个孩
子和大人都能享受阅读乐趣”
爱阅公益基金会秘书长李哲表
示。

推动儿童阅读需要更多社
会力量的参与。 在这方面，国外
的一些经验值得借鉴。

在美国，儿童阅读的推广得
到了全社会的支持。 美国有着完
善的儿童阅读推广网络，阅读推
广会在家庭、学校、社区里进行，
政府也会给予政策上的支持。

美国绝大多数的学校都有
图书馆。 不同于传统印象中的图
书馆，美国学校图书中的馆员会
提供阅读讲解、配合老师、推荐
图书等各种各样的服务。

不仅学校图书馆如此，城市
的公立图书馆也会面向儿童开
展阅读推广服务。 以纽约为例，
各个社区的公立图书馆都称得
上是一个社区文化中心，日常活
动非常丰富，其中就包括婴儿故
事会、幼儿故事会，每星期都会
针对各个年龄段的儿童开展活
动。 此外社区公立图书馆还会与
家庭互动，为家庭提供相关的阅
读材料。

美国政府则主要在儿童阅
读推广方面制定相关政策、法
案、规定和项目等。 从 1995 年以
来，美国先后推出了诸如“美国
阅读挑战”“美国阅读项目”“卓
越阅读方案”等项目，以期提高
包括儿童在内的民众阅读率，帮
助大众掌握阅读技巧，唤起阅读
意识。

爱阅基金会：为孩子推荐好书
■ 见习记者 武胜男

“粉笔头”于大宝为学生做示范、指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