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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别人 快乐自己

花垣点燃贫困师生希望

本报讯（通讯员 张耀成 石昊锋） 10 月

29日，在花垣县教育基金会“爱烛行动”暨中小

学生奖励救助仪式上，花垣小学特困教师龙素

元泪流满面地说：“我女身患重疾，全家负债累

累，我几乎失去了生存的勇气，是各级领导和

县教育基金会的关怀，让我再次树起了生活的

信心。 ”

此次活动花垣县教育基金会共为 20 位特

困教师，每人发放了 5000 元的救助金；为 100

名贫困高中生， 每人发放了 500 元的救助金；

为 800 名义务教育阶段品学兼优的学生，每人

发放了 200元的奖学金。 自 2008年创建以来，

花垣县教育基金会已先后扶助特困教师 420

多人，奖励救助品学兼优特困生 3500 多人，累

计发放奖扶资金 300 余万元。 同时，在近 5 年

内，协助该县教育局学生救助管理中心落实发

放各种“免补”及奖励、救助资金达 1.2亿元。

绥宁救助受伤学生

本报讯（通讯员 张先邵） 11 月 l 日，绥宁

县金屋塘镇大吉小学一年级袁淑燕从该县教

育局处获得 5946.2元爱心捐款。

今年 9 月， 袁淑燕在家中不慎被烫伤，为

了筹集医疗费， 家人不仅花完了所有的积蓄，

还四处向人借钱。 绥宁县教育局获悉此消息

后，迅速发起为袁淑艳同学捐款的倡议，得到

了全县中小学广大师生的积极响应。

本报记者 任凭 姚瑶

助学资讯

深圳企业宁乡助学

本报讯（通讯员 杨旭 陈凯安） 10 月 25

日，深圳市证通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捐资助学仪

式在宁乡县坝塘镇团山完小举行。 证通公司捐

资 100 万用于该校综合楼、 操场和礼堂建设，

并设立证通电子奖学基金。 公司副总裁郭友文

表示，作为一家上市公司，证通一直有浓厚的

教育情结，他希望家乡人民营造更加浓厚的教

育氛围，提升教育品质。

义工行动

带着父亲走进初中

罗欣欣是新化县水车镇共和村

人，父亲是老实巴交的农民。自父亲瘫

痪在床，10 岁的欣欣似乎一夜长大。

她接过了父亲裤腰带上的钥匙开始管

家。 一大清早，就起来扫地、做饭、弄

菜、服侍父亲吃饭，然后风风火火跑去

学校；一放学，又急急忙忙赶回家。 就

这样，3 年过去了，今年 7 月，她开始

到离家 10公里的镇上念中学。

欣欣和父亲在中学附近找到了一

处房子。知道原委的房主特别热心，不

收一分钱的房租。 爱心人士资助她布

置起一个简单的家。赶在新学期之前，

12岁的欣欣开始了新的人生旅程。

欣欣每天功课很多， 加上早晚自

习，一天要上 12节课！为了照顾父亲，

学校 6:20 早自习，她 5 时就要起来做

好饭炒好菜， 把菜放饭锅里蒸好就去

学校赶早自习。 上完 2节晨读课再回

家和父亲一起吃早饭。欣欣说，中午时

间紧才 50 分钟， 早上就准备妥了午

饭。她把做好的菜和饭放电饭锅里，搬

到父亲床边，上午第四节课下课前 10

分钟，她爸爸就艰难地挪动身子，插上

电源，等她回来。

长大要上电影学院

由于爸爸的病越来越重， 罗欣欣

向学校请了长假， 用轮椅推着爸爸来

长沙治病。 获知她事迹的长沙市红十

字会志愿者， 帮助欣欣联系到了长沙

骨质增生专科医院。

医生帮父亲做检查时， 欣欣在一

旁给爸爸打水喝。聊起女儿，罗国平总

是一脸的愧疚。 每次看到孩子忙碌的

身影， 罗国平总有一种想哭的感觉。

“我这病，不光害了自己，更害了孩子。

你看，小小年纪，干着大人的活。 有这

样一个女儿是我一辈子的骄傲。 ”罗国

平说。

看到同龄的小孩子都有玩具，罗

国平用鸡蛋和木板给欣欣做了一只小

木船，这让她爱不释手。 欣欣说，每次

拿这只小木船出去玩时， 都会让附近

的好多小伙伴羡慕不已， 夸她父亲厉

害，都能当发明家了。这让欣欣感到特

别的骄傲和满足。

欣欣讲述她的经历时， 脸上总是

一副乐观的表情，没有任何伤感。她告

诉记者，不管前面有多难，她都会坚持

下去。 她说，现在在上学路上，她看到

可乐瓶、易拉罐、废纸，都会捡回来卖

钱。 对于以后的生活，她充满了信心：

“以后我要考电影学院，当个演员。 ”罗

国平说：“女儿这么懂事，我很欣慰，等

病治好了，我要努力工作，让女儿专心

读书， 特别是让她能做自己想做的

事。 ”

本报记者 段云行 通讯员 奉立群

坐在板凳上的小男孩胖乎乎的， 尽管接受

过多次采访，还是有些紧张。

小男孩叫刘柯贝， 是长郡双语实验中学初

一的学生。 他从 6 岁开始做义工， 志愿服务的

“工龄”已有 5年。 说到这个孩子，街坊邻居们个

个竖起大拇指。

心里满满全是爱

“贝贝从小就是个富有爱心的孩子。 ”刘妈

妈告诉记者。 上一年级时，每当看到大街上的流

浪乞讨者，小柯贝就会拉住妈妈商量，能不能把

他们接到自己家住。 妈妈不忍心告诉他，要救助

这些人， 并不是把他们接到自己家里住那么简

单。 见妈妈不说话，小柯贝便会着急地把自己身

上所有的零花钱都给那些乞讨者。

6岁那年暑假，西湖社区招募义工。 得知到

义工就是乐意帮助别人的人时， 小柯贝在报名

栏里歪歪扭扭写下了自己的名字。 之后，义务打

扫楼道，街头劝导交通，小家伙干得最积极。 西

湖社区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这位社区里年龄最

小的义工不仅志愿服务做得最卖力， 而且还从

不缺勤。

拾废品赚钱扶贫助困

西湖社区每隔一段时间就会组织义工去帮

助五保老人。 有一天，小柯贝看望五保老人回来

后跟父母说：“我们给的帮助太少了， 去的次数

也太少了。 我想暑假自己挣点钱给爷爷奶奶们

买点东西。 ”

这么小的孩子，上哪儿去挣钱？ 小柯贝想到

暑假去烈士公园拾废品。 得到父母的支持后，他

约了两三个小伙伴，每天早上 8 点出门，中午回

家。 炎炎夏日，没走多久，他们的头发、衣服都被

汗湿了；路过游乐场，看着别的小朋友都在里面

玩着笑着，他们情不自禁地停住了脚步，但最终

还是继续向前走。 连续拾了 10 几天废品，攒了

60多元钱，给低保户爷爷买了一壶食用油。

“小气”孩子助人最慷慨

刘妈妈笑称柯贝是个“小气”的孩子，零花

钱、压岁钱，全都一分一分攒起来，从不乱花。 可

一说起要帮助别人，又变得十分慷慨。

为帮助困难居民，社区设立了“雷锋超市”。

小柯贝用积攒的零花钱，买了一瓶油和一袋米，

送到“雷锋超市”。 至今，他已通过“雷锋超市”

向贫困家庭送了 18次礼物。 社区也从孩子的爱

心行动中得到启发，设立了“爱心存折”，而第一

本“爱心存折”就是发到小柯贝的手里。

得知宁乡有个和自己同龄的贫困孩子姜宁

桑， 小柯贝把自己在学校参加比赛获得的奖金

连同零用钱，一起寄给了他；湘潭农村的留守孩

子刘洋一年到头见不到在外打工的父母， 今年

暑假，小柯贝和爸妈一起把刘洋接到长沙，带着

他去了游乐场……

“我现在的义工工龄是 5 年， 我还要干 50

年、60年！ ”今年刚上初中的刘柯贝说，做义工帮

助了别人，快乐了自己。

爱心故事

本报讯（乔伊蕾 朱新根） 记者日前从团

省委了解到，2 年来，我省“希望工程”已投入

3000 余万元援建资金， 帮助 5800 名理县灾区

孩子圆梦学堂。

汶川地震发生后，团省委、省青少年发展

基金会迅速在全省组织开展募捐活动，共为地

震灾区募集救灾款物 6700 余万元。 在湖南被

确定对口援助理县后，省青基会又第一时间派

出工作小组奔赴灾区调查了解，科学安排援助

计划。

一批志愿者奔赴地震灾区，投身理县灾后

重建， 总计 3000 余万元的系列希望工程援建

项目也在理县一一展开。 为“通化湖南爱心希

望学校”、“湖南现代爱心希望学校”新建校舍，

为理县中学修建“爱心实验室”，为理县学子设

立“奖教助学基金”……据省青基会负责人介

绍，湖南希望工程还在四川德阳、绵竹、彭州等

地安排了总计 3700 余万元的资助和援建项

目，目前均已交付使用，并发挥了巨大效益。

“希望工程”

圆理县学子学堂梦

刚上初中的罗欣欣有着明亮的眸子，甜甜的笑容，不知

内情的人， 一定不会想到这个清纯腼腆的小女孩曾经历过

那么多的人生劫难。

罗欣欣两岁时母亲就离家出走了，7 岁时父亲又患了重

病，常年卧床不起。 幼小的她只能独自撑起整个家。 上小学

每天一放学就赶回家照顾爸爸； 上初中路途较远不得不带

着爸爸上学。

在好心人士的帮助下， 罗欣欣终获带父亲来长沙看病

机会。 聊起女儿，罗国平热泪盈眶———

罗欣欣给爸爸穿袜子。 秦楼 摄

刘柯贝拾废品帮助低保户爷爷。 图由受访者提供

女儿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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