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临近过年，很多人都背起行囊匆匆忙忙走上了回家的路，但云
南女孩何瑞亭并没有着急给自己放假。

1995 年出生的何瑞亭目前在家乡偏远农村支教， 学校位于中
国和越南边界，少数民族居多，优质教育资源比较匮乏。学校期末考
试刚刚结束，她就马不停蹄地赶到北京，参加支教项目发起方———
北京百仁慈爱公益基金会（以下简称“百仁慈善基金会”）的年会，向
基金会汇报这一学期的工作情况，同时也借此机会和其他支教志愿
者进行交流。

高中时期，何瑞亭在家长的支持下经常参与一些公益活动。 大
一时，她参加了由云南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以下简称“云南省青基
会”）指导、云南协力公益支持中心开展的云南高校公益社团骨干能
力建设培训班，开始深入接触公益。从那时起，她就坚定了未来投身
公益领域的决心。

事实上，近年来大学生已经成为积极参与公益事业的主要群体
之一，何瑞亭即是其中之一。从志愿服务、短期支教到深度参与乃至
发起公益项目，大学生群体对公益的理解越来越深刻，并以独特的
视角和方式推动着公益进步。

不过，大学生公益或多或少存在一些“私心”或“命令色彩”，有
些时候甚至是被动参与。因此，如何对其进行科学引导、激励其充分
发掘自身潜力，也是校方、公益组织和企业等社会力量需要思考的
问题。

■ 本报记者 皮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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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

“95 后”支教老师和她的公益梦想

从浅尝辄止到深度参与

参与志愿服务、关爱孤寡老
人、走访福利院、短期支教……
对于很多大学生来说，这可能是
他们参与社会公益活动最为常
见的几种方式。 当然，这其中可
能也夹杂着一些“非公益”因素，
比如学校硬性要求、为完成学分
或者为今后保研做铺垫等。

在很多人看来， 这些方式较
为简单，不需要过多技术含量，确
实为大学生群体提供了很多社会
实践机会， 能够产生一定的积极
影响。然而，也正是因为参与方式
简单粗暴， 导致参与者功利性较
强，且难免存在应付心理。

以很多高校都会开展的支
教活动为例。 人人网此前发布的
一项针对“90 后”大学生公益的
调查显示， 在参与调查的 1160
人中，33.71%的受访者表示“参与
支教有学分或对奖学金和保研
有帮助”，26.21%的人觉得“做公
益是一种功利性很强的行为”。

何瑞亭觉得，有时候被动参
与或命令式参与让大学生公益
变了味儿。

不过，随着近年来公益机构

逐渐增多，公益理念也越来越深
入人心。 作为一名“95 后”，何瑞
亭的观点或许也是现在很多大
学生的心声：“现代大学生参与
公益的方式越来越灵活，可选择
性也越来越多，不再停留在捐钱
捐物这样粗浅的层面。 ”

以短期支教为例，大多数高
校都会开展假期短期支教活动，
为学生提供实践机会。 而从以往
的应付式上课、 给孩子补文化
课， 到开展艺术教育或兴趣课
程，这也是一个不小的转变。

2018 年是中央司法警官学
院“蓝松枝”公益暑期实践团队
在湖南湘西开展支教扶智社会
实践活动的第十年。 在支教团队
看来，传统的文化课程在短期支
教中并不能发挥太多作用，相反
趣味课堂更能激发孩子们对学
习的热情。 鉴于此，他们给当地
小学开设了美术课、 书法课、剪
纸课、警体课等特色课程。

在海南，由在校大学生发起
的暖乡大学生志愿服务队也开
展了不同以往的支教活动———
乡村少儿兴趣班。 兴趣班开设舞
蹈、音乐、话剧、科学实验、手工
五门课程，课程内容根据乡村儿
童的成长规律和实际情况进行

选材，目的是培养和启迪乡村少
儿的兴趣爱好，同时探索解决乡
村少儿厌学难题。

可以看出，不论是在形式上
还是在内容上，大学生都在思考
如何创造更多价值，如何让自己
的参与变得更有意义，从以往的
流于形式慢慢转变为持续参与、
深度参与。 何瑞亭的经历在同龄
人中更具代表性。

大一下学期， 在身边很多
同学还未接触过公益时， 何瑞
亭便申请参加了专门针对大学
生的公益项目———由云南省青
基会指导、 云南协力公益支持
中心开展的云南高校公益社团
骨干能力建设培训班。 除相应
的理论培训， 参与的大学生还
要进行实践活动， 比如假期到
山区开展调研。

2014 年 8 月鲁甸地震发生
后， 在云南省青基会的支持下，
何瑞亭认识的一位公益伙伴成
立了一家专门做灾后重建的机
构———昆明益行公益社区发展
服务中心。 这对她来说也是一个
非常难得的机遇：在参与公益社
团能力建设培训班的同时，还可
以到一线公益机构进行实践。

“这段经历让我接触到了不
同的公益议题， 比如环境保护、
性别平等、儿童、社区建设等。 ”
何瑞亭告诉记者，后来云南省青
基会发起云南省社会组织孵化
基地， 她便去基地做了项目助
理，负责公益机构能力建设等工
作，“这次机会让我能够和圈内
一些资深专家及从业者进行深
入交流，也让我对公益有了更加
深刻的认识。 ”

“公益让我更像年轻人”

或许是因为就读于理工院
校，何瑞亭对自己的人生规划十
分明确，属于典型的“目标导向
型”。 大学期间接触公益机构以
及参与公益项目的经历，让何瑞

亭坚定了今后投身公益事业的
决心。

2018 年 3 月，大学毕业前三
个月， 当很多人忙着研究生复
试、 忙着准备公务员考试的时
候，何瑞亭毅然带着自己毕业论
文的开题报告去了杭州，入职一
家做乡村阅读教育推广的公益
机构———六和公益。

“我从大一开始接触公益的
时候就下定决心要投身公益行
业，重点关注儿童、青年及性别
平等这三个领域。 这几年我也一
直在这几个方向努力。 我当时的
想法很简单，就是觉得公益能够
让自己活得更像一个年轻人。 ”
何瑞亭谈道。

在六和公益工作期间 ，何
瑞亭主要负责城市社区的工
作，但也会经常到乡村走访，接
触乡村的孩子和老师， 而她内
心深处也非常希望能够跟乡村
的孩子们深入接触。“这期间，
我接触到很多先进的教育理
念，也初步了解了乡村教育，对
乡村教育产生了迫切想要直接
参与的冲动。 ”她说。

也正是这种“冲动”让她下
定决心深入乡村教育一线，何
瑞亭说：“我在工作期间接触到
很多阅读教育专家和先进的教
育理念， 但到底哪种理念才是
适合老师们的， 哪种理念能够
给孩子带来帮助， 我想用自己
的经历来回答自己的疑问。 这
也是我决心辞职去乡村支教的
一个主要原因。 ”

为了更深入地了解乡村教
育现状，摸索出一套自己认可的
且真正适合乡村儿童及教师的
阅读教育理念， 工作一年半之
后，何瑞亭决定暂时离开六和公
益，去乡村当一名支教老师。 而
她实现梦想的方式也很简单：在
网上看到百仁慈爱基金会招募
长期支教老师的信息后，很快就
和基金会方面进行了联系，并如
愿成为其中一员。

“我从 2019 年 3 月开始准备
离职申请，在网上看到百仁慈爱
基金会的信息后，马上就填写了
报名表。 我现在都还记得面试的
时间是 2019 年 5 月 19 日， 因为
当时我正在河南省新密市的乡
村学校走访，在一间幼儿园的教
室和基金会项目官员通过视频
进行沟通。 ”

据何瑞亭介绍，她在工作中
接触的乡村学校主要在安徽、河
南及贵州的部分地区。 让她吃惊
的是，在不少乡村地区，大家对
于阅读教育的重视程度普遍不
高，乡村阅读教育面临的问题也
都大同小异：阅读教育知行不合
一，只注重学习成绩而忽略学生
学习能力的培养；阅读理念良莠
不齐， 但并不一定适合乡村学
校；孩子们的课余活动形式化以
及教师非教学工作过多等。

目前，何瑞亭在云南省金平
县荞菜坪小学支教。 学校位于中
国和越南交界处，苗族、哈尼族、
瑶族、壮族等少数民族居多。 学
校共有 339 名学生， 教师 13 人，
其中事业编教师 2 人、特岗教师
5 人、临聘教师 3 人、支教老师 3
人。 何瑞亭不仅担任六年级班主
任及语文老师，还担任四年级科
学老师和二年级美术老师。 同
时，因为学校是寄宿制，支教老
师还要负责学生晚自习，工作强
度非常大。

记者了解到，百仁慈爱基金
会成立于 2016 年， 专注于边疆
山区长期支教。 目前基金会在云
南和贵州 12 所乡村学校开展支
教服务，有 40 名志愿者，每位志
愿者支教服务期至少是一年。

“服务期满后，我将继续从
事跟儿童公益相关的事情。 我希
望能够影响更多乡村老师，让他
们有一个更高的眼界，而一个老
师能够影响更多的孩子，这样也
能够对孩子们的成长产生积极
的影响。 ”何瑞亭谈道。

（下转 10 版）

支教期间何瑞亭带领孩子们爬山

在杭州六和公益工作期间，何瑞亭到乡村学校走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