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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不少城市家庭
比，我们还挺幸运的，老
家的房子一直维持得很
好，随时能回农村体验生
活。”70后读者魏先生说，
他每年夏天都会带着父
母和上初中的儿子回老
家周口小住，最重要的是
想让习惯了“水泥森林”
生活的儿子，能够接受自
然教育，还能让孩子懂得
必须自己努力才能改变
生活。

现在，儿子学会了爬
树，分得清各种中原常见
的农作物，他印象最深的
是，一天开完班会回来，

儿子非常高兴，他说自己
当众讲了麦苗和韭菜的
区别，赢得了老师和同学
们的一致称赞，“别人都
不知道，超级有面儿！”儿
子说。还有一次，儿子指
着芝麻告诉他，“爸爸，我
终于知道什么叫‘芝麻开
花节节高’了，真形象
啊。”

现在，每隔一段时
间，魏先生的兄弟姐妹都
会带着孩子回农村小住，
他身边的朋友即使没有
农村的房产，也会想方设
法带孩子参与“菜园种
植”“农家游玩”等活动。

□策划 社会新闻中心
执行记者 刘瑶 贺笑天 文图

核心提示 | 一封农村教师的来信，深
深触动了大河报记者的心。信中，这位教
师诉说了村里娃娃们的梦想：春节就要到
了，对于农村娃而言，能收到一份暖冬礼
物，都是一件奢侈的事儿，更别说来城市看
看，吃上那种叫“汉堡包”的食物了……

你愿意跟大河报一起为农村孩子送温
暖吗？从今日起，大河特别行动——“城乡
互换，爱助童年”正式启动，无论你是普通
市民，还是企业掌门，只要你愿意帮农村孩
子圆梦，或为TA奉献爱心，都可以拨打
0371-96211加入活动。另外，如果您希
望自己的孩子作为爱心使者，与农村孩子
结成帮扶对子，并在农村体验生活24小
时，也愿意陪伴农村孩子感受城市生活，同
样也可以告诉我们。

不久前，大河君收到一
封特殊却真挚的来信。寄
信人是平顶山市郏县广阔
天地乡中心学校六年级一
位名叫闫无瑕的班主任老
师。

信中提到，闫老师从一
次以“说说你心中的小秘
密”为主题的班会中偶然得
知，不少同学表达的心愿竟
然都与“城市”有关。有的
孩子想看看美丽的都市新
貌，有的孩子渴望拜访动物
园、博物馆，还有的孩子只
是想尝尝那种叫做“汉堡
包”的食物。

闫老师称，孩子们的这
些秘密，让她内心异常沉
重，因为这些乡村孩子，家
境普遍贫困，有与爷爷奶奶
相依为命的留守儿童，也有
小小年纪就开始照顾弟弟
的要强姑娘，但是，这些并
没有阻碍他们对生活的美
好向往。闫老师想通过大
河报呼吁，希望热心人士能
够伸出热情之手，圆这些农
村孩子一个美丽的“梦”。
被这封信深深触动，记者决
定到广阔天地乡去看一看，
那里的孩子到底心怀怎样
的愿望。

12岁的王旭恒是个懂
事的大男孩，父母在家附近
的施工队打小工，他就自己
照顾自己。在新乡上大学
的哥哥是他的榜样和动力，

“我想考上比哥哥还好的大
学！”旭恒说。

然而，这个爱读书的男
孩却从没有机会去新乡看

看哥哥，去郑州
满足好奇心。听
说郑州的地质博
物馆里有恐龙化
石，这个喜怒不
形于色的男孩顿
时笑开了花，“真
的吗？我想去！”

农村孩子的心愿很
简单，让我们帮他们实
现。无论您是普通市民，
还是企业掌门，都可以加
入到大河特别行动中
来。征集令来了，有意者
请收好。

爱心使者：
郑州市 8-12 岁儿童

6名，3男3女。愿与农村
孩子结成帮扶对
子，并于 1 月 22
日~23 日跟随大
河君住进农村家

庭体验
生活，1
月29日
~30 日
邀请农
村娃来
城市家
里 居

住。（农村气温低于城市，
且条件较差，请家长务必
考虑自家孩子的情况，量
力而行参与活动。）

爱心物资：
如果你家中有闲置

的暖冬物资，如冬季棉衣
物、文具、图书和体育器
材（全新或八九成新）。
同时，大河君也欢迎爱心
企业，为农村孩子送上暖
冬物资和文具。

参与方式：
报名爱心使者请拨

打大河报 96211 热线，并
留下儿童及家长姓名、联
系方式；爱心物资烦请读
者及企业自行送至大河
报社（农业路28号报业大
厦2楼）。

大河特别行动

城乡互换
爱助童年

【意外】
一封来自乡村小学的信
诉说孩子们内心的秘密

【农村娃想进城圆梦】
赵明阳 11岁
“我可想去郑州，但又不知道郑州都有啥”

“你想去郑州吗？”
“想！”

“最想去郑州哪儿？”
“我……我不知道郑州都
有啥！”

这样的对话让记者一
阵心酸。眼前这个11岁的
男孩名叫赵明阳，出生在
赵花园村，去郑州看看，一
直是他的梦想。“我家穷，
还得给爸妈看病，没钱去
郑州。”说到这，赵明阳清
澈的眼眸里流露着失望。

一年半前，身为家中
顶梁柱的赵父患上胃癌，
这让本就不富裕的赵家雪
上加霜。为维持生计，赵父
强忍病痛去村附近的厂里
打工，重活干不动，他就帮
着推推车，干些轻活。“我
妈腰有病，也没法干重活，
只能做点简单的家务。”赵
明阳说，他还有两个姐姐，
都在上学，一家人的开销
全靠父亲一个人挣。

“爸爸的病，妈妈一直
瞒着我，直到有一天，我跟
爸爸睡觉，看到他肚皮上的
刀疤，我才知道爸爸得了很
严重的病。”提到爸爸的病，
赵明阳禁不住流下眼泪。
他说，那晚，他抱着爸爸哭
了很久，还对爸爸说，自己
现在长大了，也能打工挣钱
给他看病了，“可我爸不让，
他让我好好学习，将来当个
顶天立地的男子汉。”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
周末对于平日住校的赵明
阳来说，本是唯一可以回
家撒欢的时间。可这个懂
事的孩子，从不想着和邻
家小伙伴玩耍，只想多陪
陪爸妈，多做点家务。“有
时候，看到躺在床上的爸
妈痛苦的表情，我心里也
可难受，可又不知道该咋
办，只想快点长大多挣些
钱，把爸爸的病治好，保护
好他们。”赵明阳说。

11岁的蒋小烨长着一
双会说话的大眼睛。见到
陌生人，这个漂亮的女孩子
并不羞涩，大方地和记者聊
起来。

尽管家离学校只有几
分钟的路程，小烨还是跟大
多数同学一起，住在学校宿
舍里。早早学会独立的小
烨已经成了做家务活的好
手。周末回家，她干得最多
的是帮妈妈给同住的爷爷、
姥爷做饭，洗自己的衣服，
并带2岁多的弟弟玩。

然而恬静的乡村生活
里，小烨却承受着这个年龄
的孩子本不该承受的深切
思念，“我很想念在郑州打
工的爸爸。”她从没去过郑
州，也不清楚父亲在那个陌
生的地方到底从事着怎样
的工作，她只知道，父亲每
次回来都给她带平时见不
到的好吃的。和父亲玩捉
迷藏，是她最快乐的时光。

“我想去郑州看看爸爸到底
在干啥，问问他啥时候回
家。”小烨说。

蒋小烨 11岁
“我想去郑州看打工的爸爸，问问他啥时候回家”

王旭恒 12岁
听说地质博物馆里有“恐龙”，他顿时笑开了花

【城市娃下乡收获多】
分清了麦苗和韭菜
他在同学里赚足了面子

一件新衣，一个玩
具，一份美餐或者只是逛
一逛郑州……这些看起
来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实
现的愿望，对于他们却是
奢侈品。但梦想还是要
有的，万一哪天实现了
呢？大河特别行动“城乡
互换，爱助童年”今天启
动，将邀请6名郑州的城
市娃，作为“爱心使者”走
进广阔天地乡。除了给
农村小伙伴们带去问候，
送上热心读者、爱心企业
捐赠的暖冬物资，还将和
6名农村小伙伴结成对
子，住进农村家庭，同吃
同住同劳动，用24小时亲

身体验农村娃的日常生
活，辨识农作物、动植物，
干农活，接受城市里难得
实现的原汁原味的自然
教育。

作为回馈，也为了帮
农村娃娃们圆梦，大河君
还将邀请上述 6名农村
孩子走出乡村、来到郑
州，和城市小伙伴再续前
缘。在城里娃的陪同下，
感受省会郑州的魅力。
农村娃和城市娃一起体
验郑州风貌，到城市孩子
家里同吃同住，感受不一
样的楼房生活，在城市里
度过一个难忘的周末，实
现“逛逛郑州”的心愿。

【活动】
爱心使者送温暖
和农村娃互换体验

【征集】
暖冬物资送下乡
期待您的举手之劳

品学兼优的王旭恒
是爸爸妈妈的骄傲

征集小小爱心使者
24小时体验农村生活

把温暖送乡下
帮农村孩子圆新年梦想

你愿意加入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