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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s 09新闻

� � 34 岁的周玉梅至今记得上
小学时的一个春节。

快过年了， 她所在的安徽六
安金寨县花石乡里特别喜庆，家
家户户张灯结彩。 但周玉梅家根
本没钱过年。 父母连她和弟弟的
学费还没凑齐，更别说买年货了。

直到腊月廿七，学校老师给
了周玉梅一张 400 元的汇款单，
说有人资助她上学。 父亲用 400
元中的一部分给他们姐弟交了
学费，一部分买了腊肉香肠。

周玉梅说，那是她过得最好
的一个春节。

周玉梅的汇款单来自希望
工程，一项由中国青少年发展基
金会(下称“青基会”)发起并实施
的民间公益事业，旨在帮助贫困
家庭的孩子上学，并改善贫困地
区的教学状况。 而周玉梅出生、
长大的安徽省六安市金寨县，正
是 1990 年 5 月中国第一所希望
小学建成的地方。

金寨县城，至今保留着一家
希望公益服务中心，不仅将善款
直接捐给贫困儿童，还会整合社
会上的慈善组织， 提供捐助方、
受助方的资源共享平台。 周玉梅
是服务中心的秘书长。

青基会官方网站显示，从 1990
年 10月发起实施开始，至 2017年，
全国希望工程累计接受捐款 140.4
亿元， 资助困难学生 574.8万名，援
建希望小学 19814所。

只有 1/3的孩子能读完小学

金寨县希望小学是全国第
一所希望小学。 在希望工程启动
前，这所位于大别山腹地的学校
还叫做金寨县南溪小学，因为它
建在南溪镇。

当时，南溪小学设在镇上的
彭氏祠堂里，青砖黑瓦，纸糊的
窗户， 教室的一侧没有墙。“冬
天，孩子们冷得伸不出手。 碰上
阴天下雨，到处都是水。 ”1988 年
起，便在南溪小学教数学的杨先
铭回忆。

教学设备也很简陋。 教室里
没有课桌椅， 只有一块木头黑
板，几支粉笔。 孩子们来上课时
要自带板凳；下了课，还要帮老
师收集粉笔灰，然后用水调匀灌
到竹筒里，晒干继续用。 杨先铭
说，那时的教室里不通电，光线
很差，坐在后排的学生连黑板上
的字都看不清。

“但是有固定的教室和老
师，有学生就很不错了。 ”杨先铭
告诉新京报记者，很多孩子家里
穷，连这样的学校都上不起。

周玉梅小时候就险些失学。
她家里 5 口人， 父母以种地为
生， 养活两个孩子和年迈的奶
奶。 刚上小学时，周玉梅交不起
书本费，就用别人的旧书。 但每
学期一百多块的学费对她来说，
仍是一笔很大的负担。 一天半
夜，她听见父母为了两个孩子学
费的事情争吵，父亲哭了。

“我身边不少女孩子，小学没
念完就跟着家人外出打工。 ”周玉

梅说，自己也动过这样的念头。
在当时的中国，像周玉梅一

样的孩子很多，与南溪小学情况
相似的乡村小学比比皆是。 1990
年 7 月，时任中国青少年发展基
金会秘书长徐永光指出，“贫困”
和“教育经费不足”是造成上述
情况的重要原因。

徐永光说，在尚未解决温饱
问题的贫困地区，孩子的学习费
用让许多家庭不堪重负，“吃饭
和读书，二者不可兼得”。 而在教
育经费方面，1988 年， 国家行政
教育拨款加上其他渠道筹资共
计 423 亿元，人均不足 40 元。

尽管改革开放已有 10 年，
中国学龄儿童入学率达到了
97.1%。但学生流失的速度同样惊
人。徐永光说，在全国 2.2 亿在校
生中，“只有 1/3 能读完小学，继
续读完初中的又只占 1/3， 再读
高中的不足 30%。 ”其中，小学生
的流失呈上升趋势。

全国第一所希望小学

1990年是联合国确定的“国
际扫盲年”。 就着这个机会，青基
会于前一年的 10 月 30 日向国内
外宣布，通过社会集资，建立中国
第一个救助贫困地区失学少年的
基金， 长期资助那些品学兼优却
因家庭经济困难辍学的孩子。

“这些孩子是贫困地区的明
天和希望， 也是中华民族的明天
和希望。所以，我们把这项工作命
名为‘希望工程’。 ”徐永光曾说。

蓝色的心形海浪上一轮红
色的太阳， 配上邓小平题写的
“希望工程”四个大字，共同组成
了希望工程的标志。 意为“托起
明天的太阳”。

作为接受希望工程资助的
学生，1990 年， 周玉梅收到了第
一笔捐款，30 元。“我记得那天老
师把我叫到办公室，告诉我有人
来帮助我上学，然后给了我一张
汇款单。 ”周玉梅说，钱虽然不
多，但能应付一部分学费。

还有那年临近春节时收到
的 400 元汇款。 两天后，父亲便
带着周玉梅和弟弟到附近的古
碑镇取了出来， 厚厚的一沓，有
五块的、十块的，也有 50 元、100
元的大票。 那是她第一次见到那
么多钱，“简直就是一笔巨款”。

“那时候我年纪还小，不知道
什么是希望工程， 只知道有一些
人拿钱让我上学。 ”周玉梅记得这
些人身上有一个统一的标志———
蓝色的大海托着红色的太阳。

救助贫困学生的同时，希望
工程还会帮助改善贫困地区的
办学条件。 在有条件的贫困县，
通过地方政府的努力和青基会
及其他捐赠者的援助，对选定的
乡村小学进行改建或扩建，并命
名为“希望小学”。

1990 年，时任共青团中央书
记处书记李克强到金寨进行了
实地考察，为全国第一所希望小
学选址。 之所以选择金寨，是因
为金寨不仅是国家重点扶贫县，

而且是革命老区， 涌现过 59 名
将军， 战争年代曾有 10 万儿女
为国捐躯。

“最后把学校选在南溪镇，
是因为南溪的地理位置不错，”
时任金寨县副县长曹承芳说。 而
设立希望小学的条件之一就包
括交通便利，方便周边的孩子过
来读书。

在共青团安徽省金寨县委
于 1990 年 4 月 10 日填写的“希
望小学立项审批表”上，“申请资
助金额及其用途”一栏写着“申
请资助 7 万元，用于改善教学条
件，购置教学设备”。

1990 年 3 月动工后历时两
月， 当年 5 月 19 日的落成典礼
上，南溪小学已是焕然一新。 徐
向前元帅亲自为新校题写了校
名“金寨县希望小学”。

“新校舍有两栋连成 L 形的
教学楼，有 42 间用房，共 15 个教
学班。 ”南溪中心小学（现金寨县
希望小学南校区） 校长孙用奇
说， 每间教室都打扫得干干净
净，墙上贴着《世界地图》、《中国
地图》和《小学生守则》，教室的
角落还开辟了图书角。

如今 34 岁的余水， 亲历了
从南溪小学到金寨县希望小学
的转变。 他至今记得第一次走进
新校舍的感觉：我在楼道里来回
来去跑，发现竟然没有扬起漫天
的灰尘。

更渴望看到外面的世界

从启动的那一天起，希望工程
就得到了全社会的关注和支持。

徐永光曾经表示，工程实施
的 8 个多月里，青基会收到国内
外个人和团体来信 2000 余封，接
待来访数百人。截至 1990 年 6 月
26 日， 青基会就收到捐款 3988
笔，金额超过 200 万元。 而青基
会根据概率计算，为希望工程捐
款的个人已超过 100 万人。

余水记得， 自己上小学时，
全国范围内的“手拉手、心连心”
活动正如火如荼地展开，金寨县
希望小学也加入进来。 活动为城
市和乡村的小朋友提供相识的
平台，互帮互助。

余水与江苏的一个小朋友结
了对。 他们互相写信，互寄书本、
文具等。最吸引余水的，是小朋友

寄来的各种零食，火腿肠、肉松糖
豆……平日里， 这些食品只有城
市里的孩子才能吃到。 余水兴奋
了好几个月，“我的妈呀， 从来都
没吃过那么好吃的东西。 ”

那之后，余水把“到城市里
吃好吃的”当成了奋斗目标。 高
中毕业后，他考取了安徽中医药
大学。 之后他回到金寨，成为当
地卫生所的一名医生。

这并非个例。
1973 年，出生在金寨县汤汇

镇茅畈村的张宗友，读到高二时
濒临辍学。 但他学习成绩突出，
从初中起连年被评为三好学生。
在老师的帮助下，张宗友破例成
为“希望工程”的资助对象，顺利
念完高中。

1992 年，张宗友从金寨一中
考入安徽省阜阳师范学院，成为
受助生中的第一位大学生。 4 年
后，他又以优异成绩考入南京大
学中文系攻读硕士学位，成为受
助生中的第一位研究生。

金寨县桃岭乡张湾村女孩
苏明娟，则因为一张宣传希望工
程的照片“我要上学”为人们熟
知。 照片中，她手握铅笔，眼睛里
闪耀着对知识的渴望。

2003 年，“大眼睛”苏明娟考
入安徽大学金融管理系 ；2007
年，还成为北京奥运会安徽赛会
志愿者招募形象大使。 如今，苏
明娟已成为银行白领，2017 年 12
月 15 日还当选为共青团安徽省
委副书记。

“或许是因为受到了外界的
捐助，也与外界有更多接触，希望
小学的孩子们比村校的孩子更渴
望看到外面的世界。 ”在金寨县希
望小学任教十五年的张太宏说。

2015年， 金寨县希望小学的
彭小雪作为金寨县的学生代表之
一， 到北京的人民大会堂参加了
第七届少代会。彭小雪说，她在北
京见到了真正的飞机， 还进去参
观了。 她回来后，在没有机场、没
通航班的金寨，很多孩子都把“坐
飞机”当成了自己的目标。

“1990年以来，金寨儿童至少
有 60%都受过希望工程的资助。
近两年， 爱心助学的总价值都在
1000 万以上，每年收到资助的学
生不少于 2000人。 ”周玉梅说，现
在想想，当初如果没有希望工程，
她的命运或将完全不同。

从有学上到上好学

2018 年 6 月 6 日，早上 6 点
半， 余海源和余承澄就起床了。
他们的生活很规律， 洗漱完，吃
过早餐，父亲余水会骑着小电动
车把他们送到金寨县希望小学。

穿过学校大门，宽敞平整的
操场上整齐地铺着青砖，乒乓球
台、篮球架一应俱全。 正前方是
一座 5 层小楼， 楼体粉刷一新，
楼里不时传出琅琅的读书声。

这座小楼名叫爱心楼，建筑面
积 2500平方米，可容纳 1200名学
生。 2004年，在江苏省昆山市千灯
镇中心小学退休教师周火生的倡
导下，昆山一家企业和周火生共同
募资，再加上南溪镇政府和金寨县
政府的支持，爱心楼方才建成。

从外观上看，这所希望小学
和城里的学校没什么两样。 但教
学楼左侧有一方大海托着太阳
的雕塑，右侧有一块近一米高的
石头，上面写着“感恩”二字，被
称为“感恩石”。

上午 8:30，三年级的余承澄开
始了一天的学习， 第一节是数学
课。老师一边带着孩子们进行期末
复习，一边问道“什么是钝角？ ”

“大于 90 度小于 180 度的角
叫钝角。 ”同学们一起回答，余承
澄认真地在课本上记了一笔。

教室里安装了可移动的四
格黑板，中间两格拉开，就变成
了能放映幻灯片的多媒体白板。
有时，老师会在白板上放映带有
动画效果的投影，孩子们也能动
手在上面勾勾画画。

讲台一侧的图书角里塞满
了各种书籍，从谜语大全、童话
故事到简易版的四大名著，都是
适合小学生的读物。 课间时，孩
子们可以挑选自己喜欢的书籍，
进行课外阅读。

中午，余承澄和同学们排队
到食堂领盒饭。 饭菜装在统一的
不锈钢饭盒里，三菜一汤。

“原来有人到学校参观时很
感慨，说简直不敢相信，在山峦
叠翠中，竟然隐藏着这么一所现
代化的小学。 ”金寨县希望小学
的现任校长江淮说，以前，希望
工程是让农村的贫困儿童有学
上；现在，项目关注更多的是如
何让孩子上好学。

“我们学校还开设了科学实
验课、电脑课，还开设了很多兴
趣小组。 有葫芦丝、 木吉他、书
法、绘画、手工，想培养孩子的特
长。 ”江淮说，他们要从教育资
源、教学质量等方面，尽量缩小
农村孩子和城市孩子的差距。

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的官
方网站显示，截至 2017年，全国希
望工程累计接受捐款 140.4亿元，
资助困难学生 574.8万名， 援建希
望小学 19814所。 此外，还建设了
希望工程音乐教室、 体育教室、美
术教室等，开展远程支教、科学文
体、夏令营等活动，积极进行教育
扶贫，促进了贫困地区基础教育的
全面发展。 （据《新京报》）

希望工程：从“有学上”到“上好学”

� � 6月 7日中午，金寨县希望小学的老师领着一年级学生前往食堂吃
午餐。 新京报 王飞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