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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书店的乡镇里
他们这样走进“阅读世界”

从书本到人生，他们这么说

第一次面对一群孩子讲课，
中国作协副主席、文学评论家李
敬泽带来小时候读过并深受影
响的《哈克贝利·芬历险记》，并
坦言自己在课前琢磨了一整天
的上课内容。

“你们为什么会喜欢哈克
呢？ ”李敬泽向台下的孩子抛出
问题。“因为他善良！ ”“因为他很
勇敢！ ”孩子们相继举手回答。

李敬泽笑着点点头，随后则
说，其实这本书的主题不仅仅关
于“善良”、关于“勇气”，更与“快
乐”有关。 书中的主人公面对曲
折的生活，依然相信自己所做的
是正确的事， 一直保持乐观心
态。“人总会长大，你们未来会遇
到很多复杂的事情，希望你们都
能像哈克贝利·芬一样， 保持善
良与勇气，更永远保持一颗快乐
的心。 ”

“我和姥姥说邓亚萍要来我
们学校，她不相信。 ”“对，我妈妈
也不信。 ”当乒乓球奥运冠军邓
亚萍走进阅读室，孩子们的发言
引来全场会心一笑。 新来的“邓
老师”为孩子们带来了享誉国际
的短篇童话《小王子》，并在与孩
子的密切互动中，引发他们关于

“爱”与“责任”的思考。
从童话引申至个人的成长

经历，邓亚萍回忆起身上绑着重
达三十斤的沙衣、沙袋进行训练
的童年，谈到职业生涯中如何克
服种种挑战、最终斩获十八项世

界冠军，也以自己退役后的求学
故事鼓励孩子们养成终身学习
的习惯。 阅读课后，邓亚萍还在
室外开了堂乒乓球课，手把手实
地教学，让小朋友感受体育精神
与梦想的力量。

中科院物理研究所副研究
员、博士生导师、科普作家罗会
仟连续两年参与“阳光关爱·i 读
计划”， 此次带来了趣味科普课
《好玩的磁》，他通过几个有趣的
小实验，帮助同学们认识磁铁的
南北极，感受磁力，亲身体会磁
悬浮的神奇之处。

此外， 他还以自己为例，讲
述一名“寒门学子”的成长故事。
从懵懂的乡村学子，到初中时因
为一次期中考试第一名而开启
学霸之路，再到如愿成为中科院

“研究僧” ……在罗会仟的描述
中，他的人生之路有着各种“幸
运”，而每一个“幸运”都与读书
分不开。“看似微不足道的习惯，
都可能决定了你的未来”， 这既
是对他成长之路的注解，也融入
了他对孩子们的期许。

主持人张腾岳为大家带来
的，是三册关于野生动物的小薄
书———《走进伪装大师》。“变色
龙为什么会变色？ ”“长颈鹿的脖
子为什么那么高？ ”“小熊猫肚子
的颜色是什么？ ”课堂上，他不断
抛出问题。 在课堂之外，他则认
为比起强制不喜欢读书的孩子
们去读名著，从他们日常可见的
事物出发，比方说动物，更可能
激发他们好好阅读一本书的想
法。“实际上， 读什么书并不重

要，重要的是，他们要学会一种
读书的方法和学习的方式。 ”

同样走进乡村小学的还有
演员、歌手、音乐剧演员娄艺潇。
她以《苹果树上的外婆》作为课
堂读本，带领学生们品读这个关
于亲情的经典故事。 从书中主角
遇到的两个“外婆”讲起，她也将
童年时与长辈的难忘回忆娓娓
道来。 什么是爱？ 爱与被爱意味
着什么？ 如何表达心中的爱？
……在这堂以“爱”为主题的阅
读课的最后，她再一次和孩子们
说道：“心中充满爱，生活才会变
得更美好。 ”

“阅读，不是孩子一个人的事”

在两所“村小”，还有更多孩
子们前所未见的课堂在上演。 轮
番走上讲台的老师来自全国各
地，有从教多年的专业教师或阅
读推广专家，有东风日产员工代
表及车主志愿者，也有特意请假
前来支教的大学生或企业职工。

在这些新鲜有趣的课堂上，
小志平和同学们学到了很多新技
能。他们认识了甲骨文，在折纸飞
机的过程中了解航空知识， 第一
次阅读了英语绘本， 并尝试了在
白纸上挥洒创意， 创作自己的第
一首诗歌及首幅绘画作品……

作为“阳光关爱·i 读计划”的
“老面孔”， 东风日产车主志愿者
李振宁已是第三次参与实地支
教，但他坦言心里依然颇为忐忑。
临动身前的一晚， 他将要讲解的
绘本临时换成了欧·亨利的《最后
一片叶子》，希望用书里的情节与
当下结合， 提醒孩子们保护自己
与家人，也懂得为他人而付出。

“40 分钟真的太短暂了。 ”这
位中国人民大学的硕士在课前
发出感慨，“我能做的，就是给他
们带来一种启发式的刺激，让孩
子们学会阅读。 因为从我的成长
经历来看，阅读确实是可以改变
命运的。 ”

要营造良好的阅读环境，除
了针对学生的种种举措，往往更
需改变大人的观念。 为此，今年
的“阳光关爱·i 读计划” 沿袭
2019 年的实践模式，特意在面向
孩子的阅读课堂之外，同步召集
当地老师和学生家长走进课堂。

清华大学图书馆副馆长张
秋多年来一直致力于推广校园
阅读工作，在这个过程中，她也
越来越意识到阅读推广，“更重
要的是要回到生命开始的地方，
从上幼儿园与小学开始”。

今年，张秋特意为石羔学区
的老师们准备了一堂阅读培训
课。 课堂之初，从校长那里了解

到正南小学的留守儿童占比达
40%后， 张秋向面前的老师们深
深地鞠了一躬。

“对于孩子的教育和引导，
就拜托给我们老师了。 ”

台下响起一片掌声。 随后，
她系统介绍了校园阅读的开展
之道。 如何让孩子们从阅读的被
动接受者成长为主动吸收者？ 围
绕着这一命题， 张秋一一“出
招”， 老师们的热烈探讨也从课
堂上一直持续到课后。

在学者身份之外，张秋也是
一位母亲。 在她看来，比起追求
成功，完成生命的成长是更重要
的。“给予一个孩子生命的同时，
我也希望他能够像一棵树一样，
笔直地向上生长。 ”树的生长需
要阳光，对人来说，“除了吃饱穿
暖外，阅读是给予大家阳光和雨
露的存在。 ”张秋说。

面向当地教师及家长开讲
的，还包括多位具有丰富阅读推
广经验的专业志愿者。“怎么样
让孩子爱上阅读，怎么能把孩子
从手机和动画里拉过来是不容
易的，这需要家长、老师以及孩
子三者共同去做到，不是孩子一
个人能够完成的。 渲染读书的氛
围，更多地需要和家长去沟通。 ”
长达四个多小时的交流，让在场
的老师和家长更加坚信阅读的
力量，也认同要从小在孩子心里
种下阅读的种子。

夜深了，老师、家长与志愿
者们结伴走出学校，热烈的讨论
还在延续。

“阅读是一件很美妙的事
情，以后我要多多读书。 ”小志平
也挥手向志愿者们说道，语气就
像一个成熟的小大人。

见证公益新里程

2020“阳光关爱·i 读计划”江
西站及湖南站活动的顺利开展，
也标志着东风日产“阳光关爱”
公益项目迈向十二载新里程。 自
2009 年启动至今，东风日产“阳
光关爱”系列活动长期聚焦乡村
教育公益范畴，通过山区教师素
质培训、 捐赠助教、“互联网+公
益”等模式，持续为欠发达地区
儿童、 教师提供精神及物质帮
扶， 此前已在全国超过 20 个省
份开展逾 50 站活动， 爱心里程
超过 73400 公里， 受益师生累计
已近 87 万人次， 成为乡村教育
领域备受瞩目的公益 IP。

从 2019 年度走过的甘肃、贵
州、广西、陕西四站，到见证今年
赣江之畔的油墨馨香、 湘西北边
陲的朗朗读书声，“阳光关爱·i 读
计划”一直未曾停步。 11月 26日
起，这一由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
东风日产、 南方周末联合发起的
公益项目还将先后走进海南屯昌
县及广东连南县， 让更多书本里
的阳光照进现实， 照亮更多未知
的角落。 （据《南方周末》）

� � 滔滔赣江穿越乡境而过，两岸山林风光秀丽。 革命老
区的红色故事和十八学士的传说，犹如流淌不息的

江水，在这片土地恒久流传。
11 岁的小志平家就在沿江的湖新乡路上， 每天走路 15

分钟便能来到就读的小学。 学校旁隔三岔五的赶集总是一片
热闹，但在大多数时候，这所拥有 347 名学生和 28 名年轻老
师的学校才是最热闹的地方。

伴着朗朗读书声和嬉笑声 ， 小志平说自己在学校很快
乐，但转头补充道，他也有点烦恼———他喜欢看书，但很难买
到想看的书。

原因之一，是方圆几十里没有一家书店。 “你们梦想中的
书店是什么样子的？ ”当志愿者老师问出这个问题时，讲台下
的小志平歪着脑袋，一言不发。

平日里， 小志平和同学们所看的书， 主要来自学校的图书
室。那间图书室的外墙写着“腹有诗书气自华，最是书香能致远”，
空间不大的室内井井有条，只是书架上的许多书已显老旧。

小志平每周可以在图书室里借一本书看，两周以内还了
再借。 最近，小志平和同学还经常“造访”学校的另一个地方。

在那里，他们见证了一间普通课室如何焕然一新 ，浅蓝
色的墙壁、亮黄色的椅子、崭新的多媒体设备……当然，还有
那绿色书架上满满当当的新书。 “很好看。 ”小志平说。

2020 年 11 月 2 日，由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 、东风日产 、
南方周末联合发起的 2020“阳光关爱·i 读计划”在江西赣州
市赣县区湖新中心小学正式启动。 一周以后， 这一活动则向
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龙山县的正南小学进发。 在两
所校园内全新落成的“东风日产阳光关爱阅读室”里，社会名
人领衔各界志愿者相继开课， 为当地孩子带去了一堂堂别具
意义的阅读课。

“

邓亚萍带领学生阅读

当地教师走进新修建的“东风日产阳光关爱阅读室”接受专业培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