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News新闻 09
２０20.9.1 星期二 责编：高文兴 美编：段理

“2 块钱能干什么？ 可以
买一瓶矿泉水 ，或者坐一趟
公交，但也可以是一天的生
活费———尽管这有点让人
难以相信，但却是广西河池
大化县高二学生花花 （化
名）的现实生活。

在国家政策的支持下 ，
随着脱贫攻坚工作的深入 ，
对于绝大多数孩子来说 ，上
学已经不成问题 ，但进入校
园并不意味着所有的孩子
都能安心地读书。

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
不幸，像花花这样的孩子在
贫困地区并不少见 ，他们因
为种种原因 ，常常被与学习
生活有关的开支所困扰。 谁
来发现身处困境的他们 ，谁
又能精准地了解他们的需
求，并给予及时的帮助？

中国光华科技基金会
与国强公益基金会联合发
起的 ‘心愿 100’助学项目 ，
经过两年的探索 ，走出了一
条项目组精准识别+企业基
金会配捐+公众募款的新路
径。 截至目前 ，项目已经帮
助了 1 万多名身处大山里
因病返贫、因学返贫的特殊
家庭的孩子有尊严地继续
学业。

那么，他们是怎么做到
的呢？

■ 本报记者 王勇

“心愿 100”项目：

精准助学让更多孩子有尊严地继续学业

比贫困更贫困

花花的家在雅龙乡，这里属
于典型的喀斯特地容地貌石山
区， 没有一条地表河流或小溪，
没有一分水田，村民主要靠在石
头缝里种植玉米和打工为生。

与一般的村民相比， 花花家
的生活更为艰难。 为了给父亲治
病， 家里欠了不少钱， 父亲去世
后，仅靠母亲一人务农养活全家，
平时依靠低保度日，还要还债。

尽管如此， 花花和妹妹花语
（化名）的学业并没有被耽误。 花
花在县城高中读高二，花语在县
里最好的初中读初二，昏暗破旧
的家里最醒目的就是姐妹二人
的奖状。

这一切建立在姐妹二人与
年龄不相符的精打细算能力上。
懂事的花花把自己每天的生活
费控制在 2 块钱———只能在食
堂吃点白饭与白菜；花语则要早
早打算每周不同的日子吃什么。

“早餐不吃或者吃个馒头，
我自己有规划星期几吃什么，不
规划的话一学期 600 元的寄宿
生补助不够用。 ”花语表示。

因病致贫、因学致贫在花花
家成了一种无奈的现实———在
有早婚习俗的当地，姐妹俩的很
多同龄人早早就不读书而是嫁
人了。

由于从县城到花花的家开
车也要走三个小时的山路，在一
个普遍贫困的地方更贫困一点
并不显得突出，此前姐妹俩的情
况并不为外界所了解。

长期驻村的项目组

转机在 2020 年到来，国强公
益基金会心愿 100 助学扶贫工
作队来到了大化。

“大化是国家级深度贫困
县，2020 年脱贫的任务很重，我
们就把附近几个县的力量集中
到大化。 ”工作队负责人秦泽明
表示。

知识改变命运，授人以鱼不
如授人以渔。“帮助孩子们走出
大山， 才能阻断贫困的代际传
递。 ”秦泽明强调。

按照项目的要求，在村委会
提交建议受助的建档立卡贫困
家庭学生名单的基础上，工作队
会联合团县委、教育局、扶贫办
等共同筛选，项目工作人员还要
逐一入户进行走访。

“走访时需要了解建档立卡
户的基本情况，受助对象的学习
生活情况，并对受访对象及其家
庭环境进行拍照，所有信息都要
录入系统接受各级核查。 ”秦泽
明表示。

“我们会看他们的建档扶贫
手册，了解家庭经济来源，问孩
子们的学习成绩，有些还会跟学
校了解情况，筛选出真正特别困
难需要我们帮助的。 ”项目工作

人员何连班强调。
以红日村为例，提交上来的

60 多户名单经过逐一走访后最
终确定的只有 30 多户。

花花一家的情况就是何连
班在走访调研时发现的，她们不
仅贫困，还特别渴望通过读书改
变命运。

秦泽明介绍， 大化的助学项
目从 4月份启动， 到 6 月份确定
受助名单，历时 2 个月，覆盖了 8
个贫困村。 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
步，离不开项目工作人员的付出。

作为专职扶贫工作人员，工
作队员需要长期在村里开展工
作。“我们 80%的时间要在村里，
每天都需要通过系统打卡进行
确认。 ”何连班表示，“尽管条件
艰苦，但我也是受到资助成长起
来的，能够有机会做点有意义的
事是值得的。 ”

除此之外，工作队还在村里
发展了永远不走的扶贫工作人
员———公益“老村长”。“我们会
在村里找德高望重的人做我们
的公益老村长，一方面为我们提
供信息，一方面对扶贫项目进行
监督。 ”秦泽明表示。

“我在弄代屯走访的时候就
是靠‘老村长’蒙建祥的帮助进
行的翻译沟通。 ”何连班表示，屯
里的不少瑶族人还没有办法用
普通话进行沟通。

不同的不幸，同样的追求

随着走访的深入，越来越多
的孩子进入扶贫工作队的视野，
他们各有各的不幸，但提到读书
眼中无一不发出亮光。

正在放暑假的花语需要帮
助妈妈收玉米做家务，但提到困
难，她的第一反应是缺钱买教辅
资料，“如果有钱了我想买一些
名著之类的书籍。 ”

当前来走访的何连班等项
目工作人员把她想要的书递给
她，她的第一反应是“哇，真开
心”， 马上就着门口的光翻阅起
来。“小时候同学们有书会给我
分享一些故事， 但没有看过，就
一直想看， 我的梦想现在实现
了！ ”花语开心地说道。

同在雅龙乡的华华（化名），
去年刚刚经历了父亲的离去。 由
于母亲在外打工，和奶奶一起生
活的她，需要承担起照顾 3 个弟
弟妹妹的任务。

“妈妈叫我多教弟弟妹妹，
弟弟妹妹都很听话。 ”12 岁的华
华已经有了一个小大人的样
子———尽管她最喜欢的是和小
伙伴们一起玩躲猫猫。

暑假里除了做饭洗衣，12 岁
的华华还要和奶奶一起把山那
边地里的玉米一筐一筐地背回
家。 但问起心愿，华华的回答是
要好好学习考上大学找一份好
工作。

与花花、花语、华华将目标
定在考上大学不同，大化县板升

乡的海光（化名）已经成为了一
名 2020 级大学新生。 在海光还
没有懂事的时候，外出打工的父
亲就因为心脏病去世，母亲随后
改嫁他乡，年幼的海光只能寄住
在本就已经有好几个孩子的叔
叔家。

在那个闭塞的山弄里，大部
分人都没怎么读过书，但海光始
终坚信只有读书才能改变命运。
通过自己的努力他考上了市里
的重点高中，今年高考又取得了
超出重点线 54 分的好成绩。

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
而幸福的家庭是相似的。 这些不
幸的家庭的孩子，都有着读书改
变命运的坚定信念。 他们是真正
需要支持的一群人，“心愿 100”
助学项目正是为了帮助他们抵
达幸福的彼岸而设立。

对于这些孩子，项目将提供
义务教育阶段每年 1000 元、高中
阶段每年 2000 元、大学阶段每年
3000 元的资助，帮助他们有尊严
地继续学业、实现心愿。

推动更多人参与，
帮助更多孩子

10 月份之前，助学款将打到
受助对象（家长）的银行账户，孩
子们可以用这笔钱去实现自己
的小小心愿。“心愿 100”助学项
目组的工作人员还将走进更多
的贫困家庭———他们就在那里，
等着被发现。

怎样才能让更多这样的孩
子受到帮助？“心愿 100”助学项
目在设计之初就考虑到了这一
点———采用公募+配捐的形式，
倡导社会公众及爱心企业关注、
帮助贫困家庭学生。

项目执行两年来，通过公众
募款、碧桂园 1:1 配捐，已累计募
集善款达 2387.892 万元，超过 17
万人次参与支持。

项目已经资助了甘肃省东
乡族自治县、 江西省兴国县、湖
南省平江县、 安徽省舒城县等 9
个省 14 个县的 1 万多名建档立
卡贫困家庭学生。

广西田东县布兵村的小满
（化名）就是其中之一。 小满的父
亲患有患癫痫病，没有劳动能力，
姐姐在县城读中专，小满上小学，
一家四口仅靠妈妈务农支撑。

2018 年，“心愿 100” 助学项
目组了解到小满家情况后，按照
姐姐每年 2000 元、 小满每年
1000 元的标准给予助学金资助，
还安排妈妈在碧桂园的产业扶
贫项目田东苗木基地务工。

谈到心愿，小满说未来要考
大学， 要让爸爸妈妈过上好日
子。 问起现在的小心愿， 他说：

“我能有一个自己的篮球吗？ ”
小满们的心愿很小也很大，

让他们实现自己的愿望，需要更
多人加入心愿 100 助学项目，需
要更多像心愿 100 一样的助学
项目出现。

12 岁的华华从地里被玉米回家

村民在石头缝里种植的玉米

项目工作人员入户调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