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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News

接棒星星之火 传递爱与希望

河北卫视《你要去哪儿》温情收官

一个交代
挚爱未了的心愿

“你要去哪儿？”“我去涞水县
西官庄村。”在跟随路人前往西官
庄村的路上， 路人介绍了此行的
目的，是看望村里“小课桌”的孩
子们。 就在“小课桌”，嘉宾王小
骞、夏天，第一次见到了谦和、慈
祥的严奶奶。

与严奶奶的邂逅是一个偶
然，而严奶奶创办“小课桌”却绝
非偶然。 她说：“我要给老伴一个
交代。 ”

2015年的一天，退休在家的严
奶奶和老伴一起看电视，一位退休
公务员回老家教孩子写大字的故
事吸引了老俩，村里老宅架起大条
案，孩子们在简易教室里练习书法
……老两口看得目不转睛。 于是，
这两位上世纪 60 年代的高材生，
一拍即合———回家乡辅导留守儿
童，创办“小课桌”，严奶奶英文好
还出过国，负责教文科、老伴退休
前是高级工程师， 教孩子们理科。

可天不遂人愿，“小课桌”还没办起
来，老伴就突然病倒了。

老伴走后， 严奶奶的女儿担
心母亲一蹶不振， 想带母亲出门
散散心， 但是严奶奶说：“我就想
回西官庄村。”只为挚爱的心愿未
了，“我要给他一个交代”。

一个情结
念念不忘的故乡

2018年的一天，西官庄村的大
喇叭突然喊道：“从北京来了老师，
给咱村里免费辅导学生，家有学生
的都能去报名……”乡亲们都很好
奇，“北京的老师咋来这了？ ”其实，
西官庄村是严奶奶的故乡，严奶奶
从小外出求学，却没有因为时间或
是距离与故乡产生疏离。

每周五一早， 严奶奶都会拉
着两个买菜车准时出门， 她的目
的地不是菜市场， 而是西官庄村
的“小课桌”。 她的两个买菜车里
拉的也不是瓜果蔬菜， 而是给孩
子们准备的各种书籍。 从北京到
西官庄村要六七个小时， 严奶奶

仅带一张小饼充饥。 每当人们惊
叹奶奶这样做太辛苦的时候，严
奶奶只是说：“会有年轻人给让
座，没觉得太累。 进村的公交车，
一个小时一趟，如果错过了，我带
了小垫子，坐在路边等等就好。 ”

《你要去哪儿》节目组在“小
课桌”时，严奶奶不好意思地说她
不会做饭，只能拿“小饼”和水煮
萝卜招待小骞和夏天。 看到严奶
奶这么大岁数，平时就啃“小饼”、
吃水煮萝卜，别无所求，两位嘉宾
的眼眶瞬间就红了。

严奶奶对故乡的眷恋就像一
剂良药， 它抚平了痛失挚爱的创
伤，也让严奶奶的生活简单，而又
充实。

一点余热
温暖前行的方向

第一次来到“小课桌”时，王
小骞和夏天都感慨孩子们学习时
的专注。其实，这是“小课桌”带给
孩子们最大的变化。

在严奶奶的家乡涞水县西官

庄村， 有很多孩子都是“留守儿
童”，他们的父母大多常年在外打
工，连最基本的陪伴都无法给予，
更没有时间关心孩子的学习和生
活。即使父母在身旁，因为自身知
识水平受限， 也无法满足孩子们
对知识的渴望。 严奶奶说：“我不
想当一个‘废物’，我希望发挥余
热，让孩子们感受到关爱，看到前
行的希望。 ”

自从“小课桌”办起来，孩子
们有了更多的伙伴， 课余生活变
得充实了，“小课桌” 也成了孩子
们的自习室，严奶奶不在的时候，
孩子们会自发来小课桌看书，现
在不仅本村的孩子， 周围四五个
村的孩子们也都自发前来学习。

“少年强则国强，严奶奶排除
万难为祖国的下一代搭起健康成
长的空间， 被这里滋养过的孩子
一定能走的更远。”每当夏天回忆
起在“小课桌”的时光，都会被严
奶奶的大爱所感动。

这样的动人故事只不过是
《你要去哪儿》偶遇的千千万万个
普通人不凡故事的代表， 这一季
中小羊倌、打渔人、鼓乐队、回乡
的研究生……还有很多， 节目中
偶遇的路人形形色色， 无论是海
上捕鱼的普通小人物， 还是甘于
奉献的英雄模范，《你要去哪儿》
都从个人的特质出发， 挖掘出了
他们身上的闪光点， 小到对美好
生活的努力追求， 大到对革命精
神的传承， 这些大大小小的闪光
点， 自然而然地构成了节目的正
能量气质。 这一次，河北卫视《你
要去哪儿》接棒这“星星之火”，以
公益为底色， 弘扬舍己为人的人
性光辉， 传递撼动人心的中国力
量，打造正能量满满的文旅范本。
将 90680 元的公益金置办了教学
器具和生活用品， 送给在“小课
桌” 努力奔跑， 勇敢追梦的孩子
们，相信他们有了爱和希望，一定
会能走向更远的未来。 （皮磊）

2020 年 6 月 23 日下午，为
助力北京打赢新冠病毒疫情，北
大云卫（长春）科技有限公司向
北京市西城区西长安街街道无
偿捐赠 3060 瓶特卫普牌消毒
液，总价值 27 万多元，帮助西长
安街街道做好新冠肺炎防疫防
控工作，为辛苦战斗在抗疫一线
的街道、社区工作人员和志愿者
的健康安全保驾护航。

西长安街街道办事处副主
任郄顺旗和社会办主任刘美娜、
西交民巷社区党委书记谭道亮
代表街道和所有社区接受了捐
赠，下午 4 点举行了简单的捐赠
仪式，相关人员试用了特卫普消
毒液，对产品的质量给予较高评
价，向北大云卫公司全体员工的
爱心表示感谢。

郄顺旗副主任说：“这么安
全、高效的产品给社区防疫人员
使用，给防疫人员增加了一道防
护层，解了我们的燃眉之急。 ”代
表北大云卫参加捐赠仪式的丁
传宗副总经理为大家讲解了产
品优势、适应场景、使用方法、注
意事项等，并表示会继续支持西
长安街街道的疫情防控工作。

在随后的一周时间里，街道
和社区将这批防疫物资迅速发
放到了一线防疫人员和志愿者
手中，以最快的速度为其构筑新
的健康安全屏障。

北大云卫是长春市一家专
业从事感染控制（消毒）领域产
品研发、生产、运营及服务的企
业，公司拥有自主研发的技术专
利，主要产品为特卫普系列消毒

产品，不仅可以安全迅速地杀灭
细菌、芽孢、真菌和病毒，控制感
染， 还可以灭活毒素和超抗原，
促进创面愈合。对人体内环境无
残留，对生存环境无污染，是一
种绿色、能替代抗生素的广谱抗
病原微生物类杀菌溶液。在这次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中，北大
云卫已陆续向湖北省慈善总会、
吉林省慈善总会、吉林省孤儿学
校、吉林省颐乐康复中心、长春
市儿童福利院等慈善组织和社
会福利机构数次捐赠了消毒产
品，累计捐资额已过百万元。

西长安街街道是北京市的核
心区，下辖 13 个社区，是众多中
央和国家机关及宿舍区所在地。

西交民巷社区党委书记谭道
亮激动地说：“2003年非典没有打

倒我们， 这次新冠肺炎也打不倒
我们，有党中央、国务院及北京市
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有社会各

界鼎力支持和社区居民的广泛参
与， 相信我们的抗疫斗争一定能
取得最后胜利！ ” （益文）

无偿捐赠消毒液 抗疫面前显担当

7 月 4 日 ， 河北卫视
《你要去哪儿》 作为全国首
档盲游式文化旅行体验节
目温情收官。 该节目以‘大
美河北，你要去哪儿 ’为口
号，由嘉宾发问，路人回答，
路人去哪儿嘉宾去哪儿，路
人做什么，嘉宾就必须做什
么。通过体验路人的真实生
活和未知的奇妙旅程，嘉宾
不仅亲身见证祖国的大美
河山，途中更遇到了塞罕坝
的守林人，看到了沙漠变绿
洲的奇迹；遇到了张家口的
轧雪师，看到了无数人筑梦
冬奥会的努力；遇到了打树
花的传承人，看到了闪耀千
百年的璀璨文明 ； 遇到了
‘中国瑜伽第一村’，看到了
健康扶贫的美好与希望。模
式创新之外，《你要去哪儿》
在丰富的内容中融入了有
温度、 有厚度的人文关照，
在用脚步丈量美丽河北的
同时，不忘自身的社会责任
与担当。将两组嘉宾的盲游
里程 ，兑换成公益金 ，由率
先抵达终点的嘉宾决定公
益金的归属。每一步都不白
走，旅行有终点 ，传递爱与
希望的脚步不停歇。

本次河北卫视《你要去
哪儿》 公益金的获得者，年
近耄耋，毅然创业。 每周五
跨省的公交车，是她逆流而
上的战船，西官庄留守的孩
子们 ， 是她乘风破浪的风
帆 。 她说她能点燃的仅是
星星之火， 她还不知道，有
更多的人正在赶来，要与她
并肩燎原。她就是‘小课桌’
的创办者，严敏文严奶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