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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阳光关爱·i读计划”圆满收官

看见穿山越岭的他们
“我愿意一直陪他们走下去”

“我还记得那个冬天，我穿
着紫红色灯芯绒小棉袄， 举着
这首绝美也是绝难的诗问姥
姥， 姥姥拆开一张暗灰色的烟
盒纸，用齐整整的小楷抄下来，
从右到左，竖行排列。 ”这是文
化学者、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
士生导师于丹曾在文章里写下
的儿时回忆。

“春日在天涯， 天涯日又
斜。莺啼如有泪，为湿最高花。 ”

一首二十字的绝句， 让年
少的于丹开始感受到了诗词独
特的魅力。“字面极浅，用意极
深。 ”哪怕不清楚诗词的创作背
景，只看文字本身，也能让人陷
入其中，久久不能缓神。

诗词之美在于阅读感悟，
也在于传承。 于丹认为， 每个
孩子与生俱来都有品味诗词
的能力，但要激活它，则需要
长期的阅读积累。 正因如此，
在 2021 年度“阳光关爱·i 读
计划”清远站的现场，于丹向孩
子们发出探索古诗词深远意境
的“邀请函”。

在四年级的课堂上， 于丹
带孩子们细细品读李清照的
《如梦令》， 感受这位词人在少
女时期写下的春天， 了解当中
的比喻手法。 提问环节，孩子们
互相分享自己的比喻句， 给出
的答案五花八门， 于丹也不厌
其烦地逐一给出好评。

“诗无达诂。 让一千人来读
《诗》， 你能收获一千零一种感
悟。 ”当学生处于不同年龄、不
同境遇时， 对诗句的理解也将
随之改变。 在于丹心中，语文不
是每道题都能得出固定唯一的
正确答案， 如果文科教学能够
少一点标准答案， 那孩子们的
思考也将摆脱束缚。

这也是于丹对“阳光关爱·i
读计划”、对儿童阅读教育的期
望。 以一堂阅读课为引，她希望
真正唤醒孩子们生命中诗歌的
种子， 让他们酣畅淋漓做一个

有文化自信的中国人，“我也愿
意一直做一个志愿者， 陪伴他
们走在成长的道路上。 ”

作家、科学家、奥运冠军、
导演、演员、音乐人……过去三
年里， 每一位置身乡村小学现
场的“阳光关爱领读人”，都对
孩子们的未来有着自己的期
待。 通过他们的现身说法，阅读
难以言喻的意义也变得鲜活可
感。 若干年后，当这批乡村孩子
长大成人， 被问及为什么需要
读书时， 他们或许就会想起年
少时那一堂特别的阅读课。

“每一次都是新开始”

除了身处各领域的“领读
人”，项目中同样少不了的主力
还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志愿者。
其中， 连续三年参与的李振宁
即是一位活跃代表。

李振宁有着“多重身份”。
他硕士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商
学院， 曾经担任过中学老师，也
曾是足球和篮球的专业裁判员。
在一次日常汽车保养的等待过
程中，这位东风日产车主看到了

“阳光关爱·i读计划” 的宣传海
报，“当时心里边好像特别地触
碰了一下。 ”在不断打磨自己的
教学设计后，李振宁通过了最终
选拔，成为了一名志愿者。

在李振宁的课堂上， 他常
常教导孩子们以文自愈。“我的
课程就是希望在阅读的过程
中，传递爱和希望。 ”在一次次
陪伴中，李振宁收获了一群“小
粉丝”。 当孩子们七嘴八舌地与
他交流起书中内容和生活中的
小故事，李振宁真切地认为，这
群孩子已经学会自我表达。“我
也在这过程中感受到自我价值
实现。 ”正因如此，李振宁连续
参加了三年的“阳光关爱·i 读
计划”，前后共到达五个站点。

出身于教育世家， 受家庭
氛围影响， 李振宁坚信自己与
教书育人有不可分割的联系。

“从我父母的人生中，我看到了
奉献青春、甘为人梯的精神，这

种精神实际上就是传递爱与希
望，播撒梦想，本质是一种精神
感召。 ”

三年来， 李振宁已由起初
满心忐忑、 略微紧张的“李老
师”转变为总是面带笑容的“大
哥哥”。 李振宁乐于思变，他喜
欢旁听其他老师的课， 学习他
们的上课调性， 还热衷于向其
他志愿者请教阅读推广的科学
方法。

“我参加三年活动了，每一
年都有不同的感受。 ”在李振宁
看来， 项目的专业度与影响力
在持续提升， 而对于他自身而
言，也在此过程中获得了历练。
“每一次都是新的开始，也希望
每次都是一种好的继续。 ”

“我的得到远远大于付出”

和李振宁一样， 志愿者王
彦方既是一名东风日产车主，
也是“阳光关爱·i 读计划”的

“老朋友”。 作为教育一线工作
者， 她在本职之外从事阅读公
益推广已有多年。 在她看来，阅
读虽然不是乡村孩子走出去的
唯一道路， 却是他们改变命运
的一条快车道。

在一次次阅读推广中，王
彦方观察到， 当前城市学校的
阅读教育各有千秋， 但乡村学
校的阅读教育却不容乐观，难
有机会让孩子接触到优质的教
学资源。“无论是教学设施还是
师资力量都特别稀缺。 ”由于缺
少合适渠道， 儿童阅读在乡村
教学中常常缺位，“‘阳光关爱·i
读计划’ 在这方面进行了非常
有必要的填充， 这是一种社会
责任担当。 ”

“每一个孩子的背后其实
就是一个家庭。 这些孩子有了
好的习惯，20 年后他们就是社
会的主力， 他们的样子就是社
会的样子。 ”王彦方认为，培养
孩子的阅读习惯不仅仅是学校
老师的分内事， 更是全社会都
需要参与的一项立体行动。 从
顶层设计到学校执行， 再到家

庭支持与配合， 唯有完整的闭
环， 才能为孩子营造沉浸式的
阅读环境。

回顾在阅读推广公益道路
上走过的这些年，王彦方直言，

“我的得到远远大于我的付
出。 ”看着孩子们闪闪发亮的眼
睛，看到老师们思考的眼神，在
无数次沟通和接触当中， 她看
到了自己付出的价值所在，也
获得了发自内心的满足。

这样的满足感， 亦是每一
位“阳光关爱·i 读计划”志愿者
的共同体会。 三年来，来自五湖
四海的他们通过自身的专业所
学， 将一本本好书带进乡村小
学的课堂， 也将新鲜的理念与
风尚播撒下去。

正如一个人的阅读成果需
要在更漫长的人生中去体现，
一项公益行动的成效， 也需要
时间检验， 而当下在校园里响
起的阵阵读书声， 便是值得欣
喜的第一拨收成。

“走进来，走出去”

走进乡村， 是为了改变而
来；走出乡村，则是为了探寻更
大的天地。 来与去，对每一个身
处乡村的个体都是决定自己未
来的关键抉择。 对于清远市阳
山县小江中心小学的潘建芳老
师而言， 这种抉择则不仅仅关
乎自身。

出生在一个偏远的小山
村，自儿时起，潘建芳就受到父
亲耳提面命要努力学习， 靠知
识走出大山，改变命运。“我从
小就有一个梦想， 长大之后我
要当一名教师。”1997 年从师范
学校毕业后， 潘建芳没有选择
去更大的城市闯荡， 而是决心
回到家乡，走上三尺讲堂。

作为语文教师，她经常和学
生强调多读书，要从书中汲取养
分，开阔视野，增长见识。“这个
世界上最有趣的第一是人，第二
是书。 你读什么样子的书，你就
会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 ”

谈及“阳光关爱·i 读计划”

为学校捐建的全新阅读室，她
认为这对孩子们来说是一份宝
贵的礼物， 希望孩子们能够用
好阅读室， 去找寻那本能影响
自己一生的书。

从 1997 年站上讲台起，潘
建芳已经坚守了 23 年。 她将自
己的所学教授给一批又一批学
生，看着他们走出学校 ，走出
大山，自己却一直坚守在乡村
教育一线。“有人会说农村教
育特别的苦，但我从未想过要
到更大的城市去。 ”跟师资雄
厚的城市学校相比，潘建芳认
为乡村更需要自己。“哪里需
要我，我就到哪里去。 看到学
生每一次进步，我都感到特别
欣慰。 ”

如今， 潘建芳最大的心愿
就是将自己的所学教给更多的
孩子，帮助他们走出大山，改变
自己的生活，拥有选择的权利，
就像当初的她一样。

“阳光关爱·i 读计划”的目
标也正是如此。 古往今来，因为
阅读而改变命运的故事不计其
数， 它的力量可以外化为功成
名就， 但更关键的则是它对人
精神深处的塑造。

用一个故事去撼动一个人
生，一个灵魂去唤醒一个灵魂。
从 2019 年至 2021 年，“阳光关
爱·i 读计划”穿越重山阻隔，走
进乡村孩子的内心深处， 感受
孩子对于外界的向往， 也用书
本帮助少年们打开一扇扇通往
世界的窗口。

对于乡村少年而言， 在那
些穿山越岭而来的前辈身上，
不只是学会阅读的方法或意
义，更能发现成长的多样性。 一
个个“领读人” 的故事足以证
明， 囿于山野并非成长的唯一
出路， 他们的人生完全可以拥
有更多可能。

循着阳光照耀的方向，循
着无数前人走过的路， 这些孩
子们也终将通过阅读的启发，
通过知识的力量， 穿山越岭而
去，奔赴更大的世界。

（据《南方周末》）

初秋的乡村小学，上课铃还未响起，习惯了在操场上疯玩的学生却早
早转移阵地。当他们走进那间翘首以盼许久的新阅读室，不仅看见

满满当当的新书，也看到了陌生的老师。
但距离感很快就消失了。新老师手拿色彩缤纷的书本，将许多新奇内容

娓娓道来，台下的小手也频频举起互动。 40分钟的课堂过后，孩子们把身着
红色志愿者服装的老师紧紧包围，递上书本、作业本甚至草稿纸，等待对方
签字留念。

这样的场景不止出现一次。 2019 年起，一项名为“阳光关爱·i 读计划”
的公益行动走进全国多个省份。 除了为学校建造阅读室、捐赠图书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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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推广行动，还
将目光聚焦于常被忽略的阅读过程———唯有良师解惑， 阅读才能展现它完
整的力量。

三年来， 从黄土地到南方水乡， 从平原到海岛， 从大山深处到海拔近
3000米的高原……三十余位各行各业的杰出“领读人”，携手来自全国的热
心志愿者，因为同一个目标而穿山越岭，站到孩子们面前。

孩子们在全新的“东风日产阳光关爱阅读室”内翻阅图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