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
２０19．11.5 星期二 责编：王勇 美编：段理

News新闻

希望工程 30 年
“大眼睛”苏明娟

我出生的张湾村山多地少，
历来非常贫困， 每年来自土地的
收成仅够全家四口人吃上 3 个
月。那时，父亲每天起早贪黑地上
山砍柴、下河打鱼，也仅能维持全
家人的温饱，日子过得捉襟见肘。

1990 年，我上小学了，每学
期六七十元的书杂费成了家里
最大的负担。 我就读的金寨县三
合乡中心小学是由一个旧祠堂
改建而成的，大部分学生家离学
校很远。 我家离学校就有六里
地，每天往返 4 趟，通常是天不
亮就出门了，天黑了才到家。 在
这样的条件下， 我还是想上学。
父母买了五尺花布，四尺缝了件
小衣服， 一尺做了个小布包，让
我每天跟着村里的哥哥姐姐们
一同上学。

1991 年 4 月，解海龙叔叔来
到我家，一路跟随我们来到了学
校，拍下了那张著名的“大眼睛”
照片。 从此我与希望工程结下了
不解之缘。

那张照片震撼了无数人。 邓
小平爷爷以“一名老共产党员”
的名义， 两次为希望工程捐款；
天津小学生周桐捐出自己准备
买变形金刚的 27 元零用钱，成
为第一个为希望工程捐款的小
学生……许许多多贫困的孩子
得到了资助，他们通过学习打开
了通往外面世界的大门，改变了
自身的命运。

我所在的学校发生了巨大
的变化。 我的母校被改建为希望
小学，建起独栋 3 层小楼，教室
宽敞明亮，配备了多媒体设备和
电脑。

我的生活轨迹也由此改变。
在社会各界的关心和帮助下，我
顺利完成了小学到大学的学业，
2005 年进入安徽省一家银行工
作， 将第一笔工资捐给了希望工
程。后来，我成为共青团安徽省委
副书记（兼职）、团中央常务委员。

我是在社会各界的关心和
帮助下成长起来的，在我有能力
的时候，我会一直尽自己最大的
能力去帮助别人。 2018 年 6 月，
我发起设立了“苏明娟公益助学
基金”，到目前为止，该公益基金
已经收到捐款捐物价值 600 余
万元， 资助了 20 所希望小学和
15 名大学新生。

今年 10 月 18 日， 我和解海
龙叔叔对西藏自治区拉萨市曲
水县达嘎乡其奴村“大眼睛希望
小学”进行了回访。 看到这里的
孩子们学习、 生活条件改善，我
们感觉很欣慰。

“大鼻涕”胡善辉

1993 年， 我的情况被报道
后，收到的第一封信是广州师范
学院黄敏琳姐姐写来的。 她从杂
志上剪下我的照片， 寄到学校
里，照片背面写着：帮助这个学
生。 后来的一年多时间里，姐姐
从她每个月的生活费里省出 5

元，寄给我买学习用品。
在许多爱心人士的帮助下，

我顺利读完小学和初中，之后参
军入伍。 2017 年，我成为一名高
铁客运员。 在以我名字命名的

“善辉善行” 重点旅客帮扶团队
里，主要任务是为那些像我当年
一样需要帮助的旅客提供免费
服务。 我是“希望工程”的受益
者，也要当爱心的传承人。

“不吃饭也要上学”的毛可英

1991 年， 我 14 岁才上小学
四年级，虽然成绩在班里名列前
茅， 但因为交不起每学期 30 元
的费用而多次辍学。 为了让父母
同意我继续上学， 我每天拾粪、
砍柴、挖野菜、照看弟弟，不停地
干活儿， 还跪在母亲面前央求，
“只要让我上学， 我中午可以不
带饭、不吃饭，用节省下来的钱
养活弟弟”，可还是未能如愿。

1992 年 4 月，我的故事和照
片登上了报纸，引起社会普遍关
注。 不久，青岛海洋大学（现中国
海洋大学）的一位老师和几名大
学生向我伸出了援助之手，帮助
我顺利地完成了小学和初中的
学业。

为了帮助家里早日摆脱困
境，1996 年， 我考取了当地的一
所职业中专，毕业后在村里办起
了一个爱心装饰部。 我给自己立
了个规矩，每做一单生意，就拿
出 5 元捐献给那些渴望读书的
孩子们，不能让他们再像我一样
为学费犯愁。

“小光头”张天义

1991 年， 我上小学一年级
时，因一张照片得到了社会各界
的关心和帮助。 读高三时，我一
周的伙食费只有 20 元，当时大
部分学生每天的伙食费约为 10
元。 学校每月给我提供 200 元
伙食费， 还减免了我的部分学
费。 2007 年，我从盐城工学院毕
业， 现在已经是自动化领域的
资深工程师， 有自己的专利设
计，也开始了自主创业，为实现
中国制造工业自动化贡献着自
己的力量。

这么多年来，我始终没有忘

记那些曾经帮助过我的好心人。
在自己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尽量
帮助身边的人。 2007 年大学毕业
前夕， 一位同学被查出直肠癌，
我捐出自己平时勤工俭学的收
入，并组织同学捐款，毕业后第
一个月的工资也都用来帮助他
治病。 听闻“大眼睛女孩”设立了

“苏明娟公益助学基金”，我也拿
出了 5000 元，为那些像当年的我
一样上学困难的孩子尽一份微
薄的力量。

“落落”任海波

1993 年的除夕晚上，年近七
旬的任婆婆早早吃完饭，躺在床
上刚睡着，就听到门口有婴儿的
哭声。 她开门一看，漫天的雪花
中，门前放着一个襁褓。 抱进屋
里，她看到襁褓中的孩子是兔唇
（唇腭裂）———这个孩子就是我。

我随婆婆的姓， 大名叫任海
波，小名叫落落，从此与婆婆在大
山里相依为命。 7岁时，我在镇小
学上一年级， 经常受到大孩子的
欺负和嘲笑，没几天就辍学了。

1999 年的深秋，解海龙叔叔
来到南漳县峡口镇采风，当时我
正在田里放牛，并不知道他脖子
上挂的是照相机，只是看他对着
我“咔嚓、咔嚓”地按个不停。 后
来，我的照片登上了报纸，解叔
叔还带着我去孝感市人民医院
做了手术。 一周之后拆线，婆婆
拿出镜子，我第一次看到了自己
的模样。

第二年春天，我和婆婆坐飞
机去北京人民大会堂看摄影展
览。 那天，看展览的人很多，一个
高个子的外国老爷爷把我从人
群中拉出来合影， 后来我才知
道，他是美国前总统老布什。

那些年， 很多人都向我伸出
援助之手。2011年，我到北京上大
学专科，毕业后到广东打工，其间
多次给大凉山的孩子们捐款，累
计 6000 多元。 将来有条件了，我
会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放羊的大学生高慧媛

2011 年 7 月，爸爸长年在外
打工，妈妈一人培养我和哥哥两
个大学生。 上过高中的妈妈一直

嘱咐我，知识可以改变命运。 为
了偿还助学贷款，暑假时我和妈
妈一起干农活。 放羊时，我遇到
了解海龙叔叔一行人，了解我家
的情况后，几位爱心人士愿意帮
助我渡过难关。

2014 年，我从内蒙古科技大
学毕业， 现在成了一名人民教
师。 希望工程让贫困地区的孩子
有了改变命运的机会。

大山里走出的博士后范明珠

我 1984 年出生于大别山腹
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这里的
大多数家庭还在温饱线上挣扎。
在这种环境中，上学就是为了不
成为文盲，我也不例外。

1996 年春天的一个下午 ，
几位记者来我就读的小学回
访。 课间，记者们问起我们的理
想， 有的孩子说长大了想当科
学家，有的说想当解放军。 我想
起爸爸妈妈的艰辛， 眼泪吧嗒
吧嗒往下掉：“我爸妈都生病，
家里生活过不下去， 没钱让我
再继续上学……我想当一个医
生， 将来好给我爸妈治病……
叔叔，念完这学期，我就不来上
课了， 我要在家帮爸爸妈妈干
活儿……”

几个月之后，老师拿给我一
期《中国青年报》，上面刊载了我
们几个孩子的故事。 那一刻我意
识到，远在千里之外，有很多热
心人挂念着我们。 之后学校收到
了一些捐款，并用捐款免了我的
一些杂费。

在此之后， 我时刻提醒自
己， 不能让那些关心我的人失
望。 这个看似简单的信念，却像
一盏明灯一直在小小的我心里
亮着。 高中毕业后，我考上了南
京农业大学，之后被保送到中国
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攻读博士学
位。 博士毕业后，我来到美国进
行博士后研究， 取得了不错的
科研成果， 也有了一双可爱的
儿女、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

转眼我来美国已经 6 年，近
期将回国工作，用自己的所学所
长回报社会，并计划更多地参与
到“希望工程”相关的公益活动
中去，兑现儿时的承诺。

（据《中国青年报》）

� � 今年 10 月 30 日，是希望工
程实施 30 周年。

截至 2018 年年底 ，全国希
望工程累计接受捐款 150.23 亿
元， 资助困难学生 594.9 万名，
援建希望小学 20110 所 ， 援建
希望工程图书室 31109 个 ，培
训乡村教师 114306 名 ，促进了
贫困地区基础教育工作的全面
发展。

《中国青年报》原摄影记者、
摄影家解海龙从希望工程开始
实施的那天起，就持续地以纪实
摄影的方式，真实地纪录着中国
农村基础教育的发展变化。

当年摄影记者镜头里的孩
子，如今已经长大成人 ，在各行
各业贡献着自己的力量，也在尽
己所能地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
人。 就像曾经的受助者 、“大鼻
涕”胡善辉说的那样，“我是希望
工程的受益者，也要当爱心的传
承人。 ”

� � 2017年 5月 12日，河北省涞源县东团堡中心学校，希望工程第一名
受助生张胜利学成回到家乡从事教育工作。 该校正在试行 15年免费教育

� � 2019 年 10 月 21 日，西藏自治区拉萨市曲水县达嘎乡其奴村，苏
明娟和“大眼睛希望小学”的学生们合影

2019 年 9 月，毛可英与自己当年的照片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