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大山里的“魔法教室”

对湖北省恩施市芭蕉侗族乡白果树小学六年级女生肖怡昕来说，‘魔法云课堂’仿佛一道彩虹，给她的生活增添了缤纷色彩。
肖怡昕的父母常年在外打工，她跟爷爷奶奶一起生活。 去年秋季学期，她每周四都会和同学走进‘魔法教室’，跟着屏幕里

的志愿者老师了解葫芦丝、识简谱、练音阶。
放学回家，孤独的时候，她就坐在高高的地方吹葫芦丝。学期课程结束后，她学会了吹《牧童谣》《小夜曲》。展示给老师同学时，她演奏

熟练、自信大方。
美术课、书法课、信息课、科学课、生理卫生课……自 2009 年 12 月以来，武汉大学‘大山里的魔法教室’公益协会累计建设 47 间‘魔

法教室’，招募志愿者 5837 人次，覆盖湖北、四川、吉林、云南、重庆 5 个省份的 1.1 万余名乡村小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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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山村孩子建“梦想教室”

“来这里一年，一定要为山
区的孩子做点什么。”这是 2009
年 9 月武汉大学“大学生志愿
服务西部计划” 恩施市项目组
队长赵书影到达驻地后最朴素
的想法。

她和 3 名同学走访当地乡
村小学时发现，学校操场干净整
洁，有漂亮的教学楼、多媒体教
室和远程教育系统，学校的基础
设施发展程度超出他们的想象。

“希望工程” 在当地已经实施 20
年，农村小学硬件条件得到了极
大改善。

那他们还缺少什么？ 细心的
大学生们发现，提到画画，有的
孩子只会画个大西瓜，说爸妈在
外面打工， 回来后可以买西瓜

“尝鲜”； 提到毕业后的梦想，大
多数孩子的回答是“出去打工”。

拿着孩子们的画，大家心里
有种说不出的滋味。 对于正上小
学的孩子而言，这本该是对梦想
有着无限憧憬的年纪。

这群大学生展开头脑风暴，
要为孩子们在学校里建一间“魔
法教室”，集文体活动、课外阅读
于一体，招募大学生志愿者进行
互动式教学，涉及音乐、美术、体
育及心理陪伴等多个范畴。 他们
相信，“艺术能够让一个孩子在
刚接受教育时，触摸到人性中最
本真、最美好的一面。 要帮孩子
培养爱好，敢于梦想。 ”

这个创意得到武汉大学团
委的支持，首批志愿者团队在
校内招募组建，取名为“梦想
花开”。

“魔法教室”由网络多媒体
设施、音美艺术教育器材、文化
图书资源 3 部分构成，每间计划
投资 3.5 万余元。 志愿者们首先
面临的是资金挑战。

“我们曾走进市长、厅长的
办公室咨询政策，也敲过企业家
的门借钱。 ”最初一段时间，赵书
影和志愿者们到处筹钱，却毫无
结果。 甚至有人不理解，“音乐、
美术教育在偏远山区只是一个
奢侈的梦，你们要‘现实’一点”。

当年 10 月，一则赛事消息让
团队成员们眼前一亮：首届联想
青年公益创业大赛即将举办 ，

“全国前十强项目每个能获得 10
万元赞助”。 团队立即着手筹备，
以“大山里的魔法教室”项目报
名参赛， 经层层角逐， 从全国 1
万多个公益项目中脱颖而出，一
举夺得大赛一等奖。

志愿者还设计出“樱花明信
片”， 利用武汉大学樱花节组织
义卖。 恩施市一位经营文具的企
业家得知后极为感动，主动捐出
一批文具和 1 万多元现金，“这
些在校大学生要干这么大的事，
还带来 10 万元启动资金， 真佩
服他们。 ”

恩施市委办公室工作人员
也帮忙多方协调，为项目匹配到
10 万元资金； 同时联络市教育
局，协调电教装备站负责人和志
愿者一起建设“魔法教室”。

经过近两个月努力，2009 年
12 月，第一间“魔法教室”在恩施
市屯堡乡车坝小学试点启动。 随

后两年间，“魔法教室”逐渐走进
恩施市下辖的 7 所乡村小学。

为用好每一分钱，志愿者购
买物料时常常对比 10 多家店
铺。“魔法教室”时任项目部部长
尹雪记得，一次，一位五金店老
板娘直接免去了一些小物件的
费用，“我在家长会上听说过你
们，是来免费教娃娃们的，不能
收你们的钱。 ”

志愿者为“魔法教室”设计
开发了“海洋之心”“彩云间”“魔
法生花”3 套装饰模板。暖色调的
墙面、一整面墙的镜子、钢琴、电
脑、投影仪、绘画本、写满所有孩
子梦想的许愿瓶……这里设备
齐全、漂亮温馨，成为孩子们“最
渴望去的地方”。

12 年接力打造“魔法课堂”

“魔法教室”运营之初，团队
成员通过联络湖北民族大学、恩
施职业技术学院等当地高校招
募本土大学生志愿者，安排他们
每周为孩子们上课。

在武汉大学教育学、国学等
专业教授的指导下，“梦想花开”
团队开发出科学、人文、生理卫
生三大主题课程，不仅涵盖历史
文化、天文地理、世界各地的风
土人情，还注重培养孩子们的技
能才艺，比如画画、唱歌、珠算
等。 同时，团队邀请北京、上海、
西安等地的专家带来成长励志
课和心理培训课。

在武汉大学，朱俊勇教授的
“性与健康” 是一门受欢迎的课
程。 在“梦想花开”团队的邀请
下，朱俊勇带领志愿者，根据几
所小学孩子们的年龄段量身定
制生理健康课程， 介绍人体构

造，帮助树立性别意识，增加自
我保护与心理健康知识。

在恩施市三岔乡中心小学，
志愿者刘裕偶然发现了学生李
晓倩的绘画才能，于是鼓励她培
养成特长。 李晓倩时常用课余时
间画画，支教结束后，刘裕常常
收到晓倩发来的作品。

从恩施市起步，随着“魔法
教室” 运营渐稳，“梦想花开”
团队将之扩散到湖北孝感、十
堰 、咸宁等地以及四川 、吉林
等省份。

在四川省简阳市平息乡清
水村活动中心，武汉大学英语专
业学生彭野帮孩子们建立音标
体系，教他们拼读单词，在他的
鼓励下，平日里最爱捣蛋的留级
生小马在音标课的小测试上取
得了第一名。

在另一所乡村小学，志愿者
们遇到一名患有自闭症的孩子。
他平时不爱说话，大家就经常和
他一起打篮球。 生物课上，志愿
者们用通俗易懂的比喻带孩子
们认识“酶”，提问时突然发现，
这名学生的手举了起来，虽然支
支吾吾的，但回答得很好，全班
响起热烈的掌声。

这群大学生还开拓了暑期
游学营， 带孩子们登上黄鹤楼、
参观湖北省博物馆、游览武大校
园，和武大教授对话、与武大附
小的学生交流……数年来，202
名乡村贫困学子游学武汉。 有的
孩子和武大教授约定：“我以后
要来武汉大学上学，请您做我的
导师。 ”

武汉大学法学院 2018 级本
科生李燃从小就得到过许多好
心人的帮助，他希望回馈和传递
爱，大一就加入了“大山里的魔

法教室”公益协会。 在湖北省博
物馆带孩子们游学时，听到有学
生说喜欢历史，李燃送给他一本
青少年版《资治通鉴》， 鼓励他
“向历史学家看齐”。

梦想光芒照进大山深处

今年“双 11”，武汉大学信息
管理学院大三学生陈泳旭在摄
像头前，为 100 多公里外的孝感
市大悟县何店村小学的学生讲
授“魔法教室”心理健康课———
《我是不一样的风景》。 陈泳旭
教孩子们不要被自身缺点所局
限，要认识自己的亮点，通过调
整心态，将自身优势最大化发掘
展现。

这是何店村小学“魔法教
室”之“魔法云课堂”本学期第六
周的课程。

由于大学生志愿者在时间
上无法匹配小学教学需求，2016
年，“魔法云课堂”诞生。 团队在
武汉的高校广泛招募志愿者，组
织他们进行培训和试讲，并通过
视频远程授课。

团队与建有“魔法教室”的
合作小学沟通确定整个学期的
课表，及时安装设备，提前邮寄
教学材料。 孩子们按课表到“魔
法教室”上课，由当地老师帮忙
调试设备、管理课堂纪律。

为了让志愿者和孩子们提
前熟悉彼此，“魔法云课堂”设置
课前破冰环节； 制订动态座位
表， 一对一线上辅导每名学生；
课上课下多互动，增强趣味性和
联系感；团队记录所有人的学习
成果，“不让一个孩子掉队”。

隔着屏幕， 陈泳旭也感觉
到，这群大山里的孩子从最初的

腼腆羞涩到人人踊跃发言，“越
来越阳光”。

通过在“魔法教室”旁观“云
课堂”， 志愿者的敬业精神与孩
子们的成长被白果树小学校长
王莉看在眼里，“这群大学生做
事让人佩服，一旦课程出现瑕疵
立即调整，力求提高。 ”

“希望你们可以下次再来，
我快要毕业了， 希望你们可以
记得我。 ”学期结束，白果树小
学一名学生写下纸条， 塞给志
愿者、武汉大学研究生陆泽宇。
这张纸条，被陆泽宇珍藏在自己
的相册里。

迄今为止，项目组有 10 所小
学开通“魔法云教室”。 眼下，“梦
想花开”团队致力于精心打磨教
案， 录制适合小学生的精品课
程，惠及更多乡村小学生。

12 年来，这份公益梦每年吸
引着近百名新成员加入。 离任的
志愿者则继续关心着“魔法教
室”和孩子们，或争取物资，或寻
求合作、出谋划策。

源于大学期间从事“魔法教
室” 涵养的公益情怀， 赵书影
2012 年硕士毕业后，选择了入职
一家公益基金会。 其间，她一直
从事未成年人守护和青少年成
长相关工作，发挥科技向善的力
量，通过公益解决社会问题。

在云南工作时，她认识了一
名女生，家庭极为贫困，一度面
临失学。赵书影资助她念高中直
到大学毕业。“魔法教室”10 周
年返校庆祝会上，赵书影说：“孩
子们带给我的，远远比我带给孩
子们的要多， 他们让我成长，找
到了更有价值的事情，收获了幸
福感。 ”

（据《中国青年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