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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有你们，扶贫路上的志愿者
虽然距离结束支教服务已

有 21 年， 但身在上海的杨春花
仍挂念着她的第二故乡———云
南省广南县。 一年的志愿帮扶如
同一粒种子，在贫困地区生根发
芽———她曾经的学生们，如今已
走上了不同岗位，改写了人生。

记者在云南、贵州等地调研
时发现， 本轮精准扶贫过程中，
作为大帮扶的一支重要力量 ，
“嵌入式” 志愿服务在补齐贫困
地区医疗、教育、乡村治理等“软
短板”上发挥了积极作用。 受访
业内人士认为 ， 在巩固脱贫成
效 、乡村振兴过程中 ，无论是组
团式， 还是自发式的志愿帮扶，
在解决地区发展不均衡等方面
仍大有可为。

扶贫扶到心里去

1998 年上海团市委会同市
文明办共同启动了“上海青年志
愿者赴滇志愿服务接力计划”，
该项志愿帮扶行动至今仍在延
续， 服务领域涵盖医疗卫生、基
础教育、农技推广等方面。

因为有从事教育的经历，杨春
花作为首批志愿服务队的队长，被
安排到广南县第一中学任教。

“当时从影视剧中知道彩云
之南，便心生向往之情。 ”但来到
云南后，杨春花发现“这里与想
象中有很大差距。 ”

“这里有深深的贫困烙印。 ”
杨春花说。

刚到广南县时， 杨春花发现
县政府大院内停的多是吉普车。
随后跟着当地干部下乡才明白，
因为道路条件差， 即便是开着吉
普车，在山路上行驶也非常困难。

“骨头都快被颠散架了。 ”走
村入户的情形， 杨春花至今难
忘， 还有一次因为山路坡太陡，
吉普车动力不足， 车爬不上去，
最终翻车了，好在人没受伤。

到群众家后， 杨春花更吃
惊，明白了什么是“家徒四壁”。
一些贫困户家里除了煮饭的锅，
没有其他炊具，也没有任何家用
电器，顿顿只有红薯、南瓜，让孩
子上学更是一件奢侈的事，经常
有孩子无奈辍学。

“尽管如此，孩子们依然保
持着对生活的热爱、对读书的热
情。 ”杨春花说，这让她深受感
染，在教学时，她会更加关心和
关注贫困家庭的学生。

为了资助更多的学生，杨春

花刊发了不少支教日记，替孩子
们从深山里传出“呐喊”，一些爱
心人士通过她结对帮助了很多
学生，圆了孩子们的读书梦。

如今，杨春花教过的孩子大
多学有所成，走上了不同的工作
岗位，阻断了贫困的代际传递。

扶贫要扶到心里去，仅扶经
济是不够的。 作为一种软性帮扶
措施，像杨春花这样的志愿者在

“嵌入式”的点滴服务中，温暖着
贫困地区人们的心。

“我把云南当作第二故乡，
把那里的孩子当成我自己的孩
子，孩子们也一样挂念着我。 ”杨
春花说。

让“新市民”安居又安心

易地搬迁是精准扶贫过程
中的重要手段，如今，全国绝大
部分搬迁群众实现了安居梦。 而
让他们尽早适应新生活，志愿服
务发挥着作用。

贵州是全国易地扶贫搬迁
人口最多的省份，188 万贫困人
口搬出大山到城镇生活。 今年 1
月，贵州要求各地发挥工青妇优
势，联合创建“新市民·追梦桥”
服务品牌，促进搬迁群众加快融
入“新生活”，成为“新市民”。

“两个孩子都报名了绘画
班，周六上课，已经学了两个多
月了，在老家可没有这个条件。 ”
在贵州省铜仁市碧江区灯塔街
道办事处矮屯社区“青年之家”
等待孩子下课的“新市民”冉冬
梅说，她老家在沿河土家族自治
县的深山里，孩子上学要走 1 个
半小时， 搬迁后走路只需要 10
分钟，还能培养孩子们的兴趣爱
好，这在老家想都不敢想。

“专门针对社区小朋友的兴
趣班， 起初没有几个人报名，半
年后已经有 180 多个小朋友报
名参加校主持人、舞蹈、绘画、书
法等课程。 ”矮屯社区志愿者王
琳玉说，搬迁群众入住一段时间
后， 思想观念发生了很大转变，
更加注重子女的教育。

邓小青也是和王琳玉一样
的志愿者。 2019 年 8 月，大学毕
业的她参加“贵州万名大学生志
愿者服务西部计划项目”。 因从
小接触了不少留守儿童，便主动
申请到矮屯易地扶贫搬迁安置
点提供支教服务。

起初，邓小青因为没有深入
接触过这么多来自不同区县的

群众，一度面
临很多困难，
最典型的是
家长们的不
信任和不沟
通，孩子们的
陌生、害羞和
害怕。但她没
有放弃。

为了和
孩子们打成
一片，她主动
和他们交朋
友，陪他们一

起在社区里玩耍， 主动帮他们辅
导作业， 给女孩子们梳好看的发
型……通过努力， 邓小青拉近了
和小朋友们之间的距离， 得到
了安置点家长、 学生们的认
可和信任。

“现在每个小朋友都
把我当成他们的朋友，他
们会用小手编漂亮的手环
送给我， 有开心的事会和我
分享，不开心的事情也会向我
倾诉。 ”谈及这些变化，邓小青
显得无比开心。

“明年志愿服务生活
就要结束了，在易地扶贫
搬迁安置点参与志愿服务
期间，我实现了从一名大学生
到一名基层志愿者的转变。 ”邓
小青说，“不辜负这一段青春。 ”

脱贫路上人人都是参与者

厦门大学研究生支教团流传
着“这条小鱼在乎”的故事———海
水退潮后， 大量的鱼被搁浅在海
滩上。一个小男孩见状，捡起鱼一
条一条地往海里扔。

有人劝他：“孩子， 这么多
鱼，你救得过来吗？ ”

“我知道！ ”小男孩回答。
“那你为什么还救？ 谁在

乎呢？ ”
小男孩一边救鱼一边回答：

“这条鱼在乎! 这条也在乎! 还有
这一条这一条……”

这个故事是第 14 届队员晏
一铭在为贫困地区孩子劝募助学
资金时分享给队友的。 从那时开
始，“不放弃每一条小鱼， 不放弃
每一个孩子”的信念，鼓舞了一届
届支教队员， 将心和孩子们连在
一起，帮助他们用知识改变命运，
也鼓舞了身边善良的人们伸出援
手，一起点亮孩子们的希望。

“扶贫开发是一个很宏大的
战略， 但它并没有想象中遥远，
通过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小事，我
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推动扶贫开
发进程，让小鱼们都能实现遨游
大海的梦。 ”厦门大学第 21 届研
究生支教团隆德分队的队长许
继聪说。

早在 2014 年，国办就印发了
《关于进一步动员社会各方面力
量参与扶贫开发的意见》， 要求
要坚持政府引导、 多元主体、群
众参与、精准扶贫的原则，大力
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兴
友善互助、 守望相助的社会风
尚，创新完善人人皆愿为、人人
皆可为、人人皆能为的社会扶贫
参与机制，形成政府、市场、社会
协同推进的大扶贫格局。

6 年来， 有数不清的人无偿
付出自己的时间、知识、技能、体
力，响应着这份远大事业的号召。

在四川， 眉山首位毕业于
985 院校的硕士刘沈厅当上了职
业农民，他自主研发专利技术解
决种植难题， 免费进行推广试
用，培养了 300 余位新型职业农
民；在海南，黎族女孩张潮瑛将
自己的织锦技艺充分发挥，开办

培训班，让身边人免费学习黎锦
技艺，带动当地农民一年人均增
收 3000 多元；在福建省，南平市
延平区南山镇扶贫志愿者陈若
岚自上岗开始没有休过一天假，
在扶贫任务最重时，每天都要跟
着扶贫干部跑 3 至 5 个村，接打
几十个电话， 晚上加班做材料，
一下子瘦了 20 多斤……

“扶贫需要更多社会力量的
参与， 而志愿服务作为公民参与
社会治理的有效方式， 利用自身
所具有的优势参与到精准扶贫
中， 能够形成全社会参与扶贫的
新格局。 ”共青团上海市委合作交
流部部长许贝宁说，“扶贫没有旁
观者，人人都可以是参与者。 ”

志愿帮扶前景可期

多位受访者认为，扶贫志愿
者是向贫困发起总攻时人们的
自觉行动，探索开创了很多社会
化扶贫的新模式，为决战决胜脱
贫攻坚作出了积极贡献。

组团式帮扶，确保志愿服务
的延续性。 许贝宁介绍，“上海青
年志愿者赴滇志愿服务接力计
划”启动至今，共派遣了 505 名
青年志愿者前往云南红河、文
山、迪庆等对口州（市）开展志愿
服务工作，服务领域涵盖医疗卫
生、基础教育、农技推广等方面。
其中，医务志愿者累计进行门诊
会诊、教学查房共 12 万余人次，
抢救危重病人 3066 例， 每年平
均下乡义诊 50 余次。

自发式帮扶，灵活对接服务
需求。 上海市徐汇区的党员张志
勇带着对贫困山区的感怀、献身
志愿的情怀， 助力云南山村教
育， 成了众多孩子的“上海阿
爸”。 16 年来，张志勇在云南的时
间超过在上海的时间，资助贫困
孩子、设立奖学金、慰问贫困家
庭。 2014 年，上海张志勇公益服
务社成立，服务社致力于帮扶贫
困地区追求梦想的人们走出困
境、拓展视野、实现自立。

社工式志愿服务，探索贫困
村寨发展型社会工作的路径。 近
年来，云南大学社会工作研究所
和云南连心社区照顾服务中心
深入沧源县孟董镇刀董村持续

开展少数民族乡村社会工作，探
索共建共治共享的社区经济。

云南大学社会工作研究所
所长向荣介绍，志愿者最初只是
配合村委会和当地的民政助理
完成具体工作，通过 3 个月的走
访，确定了每家每户的生计状况
和需求， 建立了留守人员档案，
并进行个案救助，比如贫困户救
助、建档跟踪等。 随后，志愿者又
链接当地各方资源，共同组建了
刀董村养鸡合作社。 如今，合作
社除了产业开发外，也发挥了人
才培养、社区公共服务、社区治
理等功能。

记者采访发现，聚焦脱贫攻
坚大主题，志愿服务改变了“走
读式”帮扶，更有针对性和延续
性。 在巩固脱贫成效、乡村振兴
过程中，无论是组团式，还是自
发式的志愿帮扶，在解决地区发
展不均衡等方面都大有可为。

例如，可帮助做好移民搬迁
的后半篇文章。 邓小青等志愿者
认为，虽然现在搬迁群众已实现
入住，但后续要让他们尽快融入
新环境、适应新生活还有一个过
程。 期间，社区的志愿服务应及
时跟上，在群众就业、就学、就医
等方面予以帮助，让搬迁群众尽
快向新市民转变。

又如， 持续帮扶基层医卫、
教育事业。 记者采访了解到，目
前不少志愿服务都是聚焦贫困
地区医疗、教育等“软短板”，这
些短板的补齐不像基础设施建
设那样容易，不能一蹴而就。 而
前期的嵌入式志愿服务已打下
基础，向荣说，希望组团式志愿
接力、社工式志愿服务能在这些
领域持之以恒，为贫困地区带来
新理念、新思想，促进医卫条件
的改善和教育理念的更新。

再如，聚焦乡村产业人才培
育。 许贝宁建议，可发挥互联网
平台在资源配置中的集成和优
化作用，打破时空壁垒，广泛招
募志愿者，不断壮大、优化志愿
者队伍，有效整合、精准对接服
务需求。 由以往输送医学、农学、
师范类专业志愿者为主，逐渐将
更多创新创业、组织管理、社会
治理、公共服务等领域的人才输
送到各个角落。 （据《瞭望》）杨春花在云南支教时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