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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 3月 25日，云南省红十字微
公益滇苗助学项目10岁啦。十年来，滇
苗助学项目筹款超过8000万元，活动遍
布全省129个县（市、区），累计资助困境
学生9037人，捐建博爱图书角729个，让
25 万名儿童直接受益，被中央宣传部、
中央文明办表彰为全国“百佳志愿服务
项目”，也是中国红十字会总会通报表扬
的优秀网络筹款项目。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如今，
滇苗助学仍坚持在这片云岭大地上，呵
护孩子们幼小的心灵，用一个个微小的
举动、一双双友善的双手，让孩子们生出
希望的种子，给孩子们指明春天的方向。

看到“云端小学”的艰难，开启十年
助学路

滇苗助学项目是由江苏爱心人士任
海飞先生与云南省红十字会共同发起的
云南省红十字微公益核心项目之一。致
力于资助云南省边远地区孤儿、事实孤
儿、单亲家庭等易受损中小学生群体继
续学业、茁壮成长。在十年漫漫征途中，
汇聚力量、同心同行，改变了被帮助孩子
的人生轨迹。

在滇苗助学项目之前，任海飞就一
直投身于公益。2012年，他遇见了现任
云南省红十字人道志愿服务队队长杨海
龙，参与了一次捐赠。2013 年，杨海龙
陪同任海飞来到红河县宝华镇期垤小
学。小学地处红河县辖的深度贫困村，
由于海拔高，群山中间云雾缭绕，位于云
雾之上的学校因此被称为“云端上的小
学”。“学校的操场建在山坡上，是没有护
栏的泥地操场，村民的牛也可以随意进
入操场，宿舍里的枕头被子黑不溜秋，孩
子们仅着拖鞋，有的甚至光着脚。”这一
场景让任海飞深受触动，他看到了山区
孩子上学的不易。

为了让山区的孩子能公平接受教
育，任海飞先生与云南省红十字会共同
发起滇苗助学项目，期垤小学成为项目
的第一个合作学校。

随后，云南省红十字会先后在期垤
小学援建风雨操场、修筑围墙、搭建雨
篷、捐建博爱图书角、举办夏令营，开展
了一系列帮扶工作，滇苗助学给期垤小
学带来了很大的变化。

和期垤小学一样，取得“大变化”的
学校还有很多。以前，每年还有不少学
生因家庭贫困而辍学，只能永远留在大
山里，在成为滇苗助学合作学校后，这些
学校大大改善了办学条件，得到家长支
持、社会关心，更多孩子能接受学校教
育。

孤僻女孩在爱的包围下，渐渐阳光
起来

包括期垤小学在内的众多学校和学
生，还参与了项目组织的夏令营，十年
间，“滇苗训练营”开阔了一批又一批困
难儿童的眼界，帮助他们走出大山、认识
世界。

2018 年 8 月，在禄丰举行的滇苗夏
令营活动中，沉默寡言的小金花引起了
红十字会工作人员的注意。12 岁的金
花第一次走出山区，第一天晚上，她紧张
得彻夜未眠，眼睛里充满无助和恐惧。

“这个孩子弱不禁风的样子让人特别心
疼，很想抱抱她。”一位红十字会的老师
说。

孤僻的小金花 12 岁的人生充满坎
坷。在她蹒跚学步时，父亲遭遇车祸逝
世，第二年，母亲改嫁，家里只有年迈的
奶奶和比她大几岁的哥哥。后来，哥哥
外出打工，一去不复返，只剩金花和奶奶
两个人相依为命。

由于从小缺乏父母的教育和关爱，
小金花养成了孤僻、拒绝与人交谈的性
格，且营养摄入严重不足。在夏令营，小

金花突然上吐下泻，志愿者赶紧将她送
到医院，检查和询问后才发现，原来小金
花长期没有吃过肉，日常吃得最多的就
是土豆和荞麦。夏令营的老师看她瘦
小，特意给她多打肉，没想到却引发肠胃
不适。

她的遭遇让志愿者深受触动，云南
省红十字会通过滇苗助学项目，从 2019
年开始执行一对一帮扶，给予小金花每
年 800 元的资金帮助。同时，为了消除
她的自卑感，各级红会志愿者主动关心
她，给她送去很多爱和温暖。渐渐地，小
金花在爱的包围下开始打开心扉，逐渐
愿意与人交流。现在，她已经是初二的
学生了，再见她时，志愿者们能明显感受
到小金花不再那么孤僻，阳光了许多。

哈尼族小伙小高是志愿服务队所有
人的牵挂。2002 年出生的小高家庭情
况比较特殊，父亲在他不到两岁就离世
了，母亲也在他七岁的时候改嫁了，家里
只留下他和两个姐姐，由于姐姐们上学
需要寄宿，小高从七岁就开始自力更生。

也就是那一年，红十字会开始对小
高进行资助。2014年，小高参加了滇苗
助学的夏令营，“和他相处两三天后，我
就发现他是个很可爱的孩子，会主动去
承担一些事情，还会主动关心夏令营其
他的学员。”澄江红十字会的魏娟说。

2016 年，小高再次受邀参加冬令
营，服务队为学员准备了全套的防寒衣
物，这一细心的安排让穿着单薄的小高
很暖心。后来，小高回忆起这段时光时
仍然很兴奋，“那次冬令营，我第一次见
到了飞机，第一次吃到肯德基，还看了电
影《功夫熊猫 3》。”更让小高记忆犹新
的，是他感受到的志愿者们满满的关心
与爱。这次采访中，小高对志愿者说了
一句话：“到现在我还是那个被你们关心
的小孩子 。”志愿者也坚定地回复他：

“你一直会是我们关心的孩子。”

关注孩子们的成长，给予他们关怀
和鼓励

“滇苗助学项目，关注的不仅是孩子
们的学习，更关注孩子们的心理和成
长。”杨海龙说，项目帮助的很多孩子最
缺的其实是关怀。“他们很内向和自卑，
不愿与人交流。”为了让孩子们放松警
惕、打开心扉，志愿者们会给每一个受资
助的孩子写信，给予鼓励。

杨海龙是孩子们口中的“龙哥”，他
经常在信中写道：“孩子，我要求你读书
用功，不是要你跟别人比成绩，而是因
为，我希望你将来拥有选择的权利。”正
是因为这句话，曾打动了一名高三的女
生。原本自暴自弃的她在高考前努力复
习，考取了昆明卫生职业学院，并在3年
后考上了昆明医科大学的本科。被录取
的那一天，女生终于自信地给杨海龙回
了信，告诉他这个喜讯。

孩子们还会在生日的时候收到一份
礼物——一只身穿浅蓝色衣服的棕色小
熊。“有的孩子平时不敢和志愿者联系，
但收到礼物后，会高兴地让老师帮忙打
个电话，或者发条彩信，因为玩具对他们
来说，是非常珍贵且难以获得的礼物。”

书本、玩具、零食、布娃娃，孩子们的
小小心愿被实现

有一次，杨海龙遇到一个小朋友，小
朋友说，他有一个愿望，希望能吃一根棒
棒糖，那是他在电视里才见过的东西。
一句话让杨海龙大受震撼，因为这件事，
杨海龙提出在滇苗助学中增加“小小心
愿”项目，志愿者收集孩子们的小小心
愿，爱心人士认领后，可以针对性地帮孩
子们完成心愿。

“希望能送我一个蛋糕，我要送给辛
苦养育我 11年的妈妈。”这是一个来自
会泽大山深处孩子的心愿。在众多愿望

中，它多么朴素，又那么与众不同，让志
愿者们都为之触动。

从昆明到会泽纸厂有200多公里的
路程，2014 年，纸厂乡还是会泽县面积
最小、人口最少，也是最偏远、最贫困的
乡镇。它地处乌蒙山主峰地段，牛栏江
畔的半山腰，全乡境内山高坡陡、地势险
峻，如何把蛋糕完整地带到孩子身边，是
一个难题。

当时会泽的气温很高，为防止蛋糕
融化，志愿者们用冰盒包裹在蛋糕外层，
一路上小心翼翼地保护着。志愿者江正
萍老师回忆：“有一段路汽车无法前行，
老师们就轮流抱着冰盒和蛋糕，步行前
往，一路都特别小心，就怕蛋糕有一丝一
毫的损伤。“

当志愿者将蛋糕送到时，发现孩子
正充满期待地站在烈日下，身上穿了一
件呢子大衣——这是她认为自己最为正
式和体面的衣服。红彤彤的小脸上写满
了期待，让志愿者们红了眼眶。

“我想要一瓶眼药水，因为我的奶奶
总是流泪。”“我希望有一本百科全书。”

“我想要一辆玩具汽车。”书本、布娃娃、
漂亮衣服、小零食……孩子们提出的或
大或小的心愿，都在不断被实现。

与此同时，项目还完成了 729 个博
爱图书角的捐建。其中，最小的一所学
校位于大理花椒箐，那里仅有一位老师、
三个学生，尽管如此，博爱图书角仍进驻
了学校。“不论学校规模多大，我们的愿
望是让每一个山区的孩子都有书可以阅
读。”杨海龙说。

不少人接过爱的“火炬”，从受助者
成为志愿者

十年来，越来越多的志愿者加入滇
苗助学，目前已培育星级以上志愿者
218人。很多曾经的捐助者在深入了解
项目后，转身又以志愿者的身份参与其
中。也有许多受助儿童在长大后选择成
为志愿者，用行动回馈社会的关爱。

作为发起人之一的任海飞不只是
“捐赠者”，更是一名“实践者”，十年来，
他身体力行，多次来到云南，前往滇苗助
学帮扶的地方，看望那里受助的孩子，见
证了项目资助者从零到十、百、千……

杨海龙不仅自己投身于滇苗助学项
目，他还带着女儿一起参与志愿服务，如
今，女儿已经是四星级志愿者。

镇沅县的男孩王庆光在父亲离世
后，担起了家庭的重任。在经济拮据的
困境下，2014 年冬天，滇苗助学给他带
来了希望。在项目的资助和支持下，王
庆光奋发努力，于2015年如愿考上了云
南中医药大学。

王庆光始终记得帮助他的老师对他
说：“我们帮你，不是要你报答，而是希望
你学会感恩，更要学会帮助别人，将爱心
分享。”于是，刚上大一的王庆光就加入
了云南省红十字备灾救灾中心志愿服务
队，正式成为其中一员，从受助者变成了
参与者。后来，他还担任了助学部副部
长，参与志愿服务队服务项目六访彝村，
参与中国红十字青少年骨干训练营、滇
苗助学训练营等活动。

2020年，王庆光从云南中医药大学
毕业，成为一名医务工作者，他选择回到
养育自己的家乡，用医术去救治、帮助更
多的人，用这一方式，传递爱的“火炬”。

希望到2025年，项目筹款能突破1
亿元

中国红十字会志愿者、顺丰公益基
金会副秘书长赵硕也见证了滇苗助学的
十年历程。“我对滇苗助学项目所做的事
情感到由衷的敬佩，它一方面通过经济
资助的方式让老少边穷地区的困境学子
不用辍学；另一方面，作为一个全省性的
助学项目，滇苗助学不仅覆盖了不同学

龄段的困境学生，助力他们缩小与同班
同学乃至城市同学之间的差距，进而推
动教育公平，还能在一定程度上对老少
边穷地区仍然存在的‘读书无用论’观念
以及让学生早日打工赚钱或结婚生子等
现象起到改善作用。”赵硕说，了解了项
目背后的故事后，他自己也曾认领过一
个孩子一年的助学金，“也算是和这个项
目结下了更深的缘分。”

赵硕认为，滇苗助学的社会化动员
及筹资方式，首先让很多捐赠人和志愿
者有机会了解到云南老少边穷地区易受
损群体的现状，并让有爱心的人能够通
过滇苗助学这个专业的项目参与到公益
行动中，表达他们的善意，贡献一份自己
的力量，进而收获帮助他人的快乐和成
就感，让自己的精神世界更加丰富。

与此同时，滇苗助学在经济资助的
基础上，还延伸出生日贺卡、信件交流、
小小心愿、滇苗夏令营/冬令营等一系列
成长支持类的子项目，捐赠人和志愿者
可以通过参与这些子项目，与受益人之
间建立连接和陪伴的机会，这也能够提
升大家对于项目的感知和共情，进而形
成更好的口碑传播和朋辈影响。

据项目相关负责人介绍，截至目前，
滇苗助学项目有注册商标 3个，项目实
施遍布全省 16 个州（市）129 个县（市、
区），筹款超过8000万元；累计资助困境
学生9037人；捐建博爱图书角729个；省
本级实现孩子小小心愿 60033 人次；举
办滇苗助学训练营、艺术支教、博爱伴读
等线下活动21期；编辑博爱图书角阅读
促进类图书《蒲公英飞呀飞》2 辑（通过
云南科技出版社出版1辑）；援建期垤博
爱小学1所。“我们希望，到2025年，项目
筹款能突破 1亿元，博爱图书角捐建能
突破1000个。”杨海龙说。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红十字是一种
精神，更是一面旗帜，它跨越国界、种族、
信仰，引领着世界范围内的人道主义运
动。云南省红十字会相关负责人表示，
今后，云南省红十字会将以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携手
并进、真抓实干，做大做强品牌项目，创
新拓展微公益项目，为开创云南省红十
字微公益项目和志愿服务发展新局面而
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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