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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话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 许多农村孩子因上不起学#只好

退学回家务农"可是他们心中却依旧有一个梦$$$上大学%为了给

这些成绩优异的农村学子一个实现梦想的机会& 大河报联合北大

附中河南分校开办了'大河宏志班(&资助那些品学兼优却因家庭

贫困上不起学的农村孩子%

一般人看来&对于他们来说&为了能考上大学&只有付出比别

人更多的时间去看书学习% 但是张婷姐姐却告诉我&其实娱乐活动

和学习并不冲突% 在学习上她经常遇到困难& 这时她就会放下书

本&借助跑步)看课外书)唱歌等活动来放松心情% 她认为生活的单

调和学习的困惑有时会使自己感到十分的痛苦& 适当的课外活动

不仅可以放松紧张的心情&还可以了解到更多的新鲜事物&可以帮

助自己在学习上的融会贯通& 同时还可以使自己感受到生活的乐

趣& 对生活更加充满希望% 她并不认为学习和娱乐生活完全相隔

离&对她来讲两者是相辅相成的% 所以她根据自己的情况把学习和

娱乐活动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不仅提高了自己的学习效率&也更好

地提高了学习成绩%

有一个好的家庭环境当然更有助于学习& 但是张婷姐姐并不

认为贫困的家庭环境对自己是一种负担% 她认为这更是一种财富&

一种磨练% 面对生活上的困难和挫折&只有保持乐观的心态和对生

活充满希望& 才能更好地去克服它们% 也正是因为贫困的家庭环

境&更让宏志生们明白&只有保持乐观向上的心态&才能支持着他

们努力学习&用知识摆脱贫困&改变自己甚至家人的人生%

通过这次的活动&不仅让我了解了优秀贫困学子这一个群体&

更让我明白了!不管环境多么恶劣&只要心怀梦想&始终有一颗乐

观向上的心& 就能放飞自己的梦想& 就能更好地去迎接未来的挑

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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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德勇背着足足有几十斤重的喷洒器为
家中的农作物洒农药# 左冬辰 图

!

月
"#

日是大河小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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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生

日% 大河报发起了大记者携手小记者

走近寒门学子的'大河阳光利群助学

行动(& 小记者们和大记者一起走进

北大附中河南分校采访今年高考中

取得优异成绩的宏志班学生&并一起

到家住兰考农村的田德勇家进行现

场采访% 在此&特别感谢出发当天前

来送行的兰姐姐
$

阚则思
%

)刘素平老

师和各位家长&更要感谢一路陪同照

顾小记者们的大记者$$$谭萍)陈晓

东和实习生田育臣% 对于我们大河小

记者来说&又是一次充满实践性的宝

贵财富% 七个春夏秋冬&我们一同走

过*以后的灿烂年华&我们还将并肩

偕行+

本期斑竹 实习生 韩畅

斑竹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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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河小记者 郑州市回民中学 左冬辰

在大河报! 大记者牵手小记者"走近寒
们学子#座谈会上"小记者注意到"有一位姐
姐面带微笑"礼节周到地为大家倒水$ 她"就
是武悠$ 在所有大河宏志生中"武悠显得有
些特别"她是一名学习传媒的艺术生$ 就在
座谈会开始前" 武悠刚刚接到家里来的短
信"说她被浙江传媒大学录取了$ 而这位! 成
功女孩% 背后的家庭却有着让人心酸的故
事&&&武悠的妈妈是聋哑人" 而爸爸在武悠
小时候便丢下她们母女俩离开了家中''真
心祝愿这位略显腼腆的大姐姐在大学路上能
够一帆风顺"实现自己的传媒梦(

! 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这是大河宏志
生李文辉对患上骨髓炎但已治愈出院的弟
弟说的话$ 李文辉"这位大哥哥在参与座谈
会的

! "

名大河宏志生中显得最为开朗&&&

他的脸上总是洋溢着幸福而满足的微笑)他
又是那么的能言善辩" 富有哲理的话语中透
出了他的学识渊博$但又有谁能够想到"就是
眼前这位阳光的大男孩"奶奶已是胃癌晚期)

而在为弟弟治愈了骨髓炎后" 这个在农村务
农的家庭已是一贫如洗''在采访中小记者
了解到" 李文辉的梦想是为农村经济发展做
贡献"只因为他的父亲对他说过"为人民办好
事永不过时$

张婷"商丘民权一个小村的女学生$ 她
的家庭在农村再普通不过&&&她有

"

个姐
妹"

!

个弟弟$但当小记者问及她父亲的相关
情况时" 张婷却露出了满脸幸福的笑容&&&

! 爸爸对我们兄妹
#

个从来都是一视同仁"

从没有偏袒过任何人$ %言语间"透出张婷对
父亲的爱与崇敬$当小记者问她"今后打算做
些什么报答父亲时" 张婷说了这样一句话*

+ 家人间谈不上报答$ 不论我成功与否"我们
都会相互照顾的$ %的确"家庭的贫困算不上
什么"只有爱才能创造幸福$

在座谈会上"所有宏志生都介绍着自己
填报的志愿" 唯独李亚茹错过了填报志愿$

在高考中" 李亚茹拿到了裸分
$#%

分的成
绩"但李亚茹在从家中赶回学校时在路上耽
误了"没能报上志愿$ 小记者问她今后准备
怎么办时"李亚茹坚定地说"不会放弃( 希望
能通过补录进入一所师范类学校" 跟随父
亲&&&一名乡村小教师的脚步成为教师"为
家乡做贡献(

而家住兰考农村的田德勇的座右铭是*

! 不抛弃"不放弃$ %他的理由很简单"努力不
一定成功"但放弃一定失败$ 他想在大学读
土木工程系"他想要积极回报社会$

这些乐观开朗,积极顽强的大河宏志生"

都是在这样艰苦, 贫困的家庭环境中成长起
来的$他们人穷"但志不穷)他们经历过坎坷"

却化坎坷为动力(

勇于冲破阴霾" 阳光自然会被播撒)历
经风雨"最美的彩虹自然会出现(

指导老师 马芝

在郑州&有这样一个群体!他们家境贫寒&却胸怀大志&学习成绩优异*他

们身处困境&却阳光乐观&有自己的理想和追求%

大河报大记者携手小记者关爱寒门学子

走近大河宏志高考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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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姐姐送小记者$出征% 刘素平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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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河小记者采访田德勇 林溪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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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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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天空湛蓝&阳光明媚#大河报
的两位大记者' 五位小记者与浙江中烟公
司代表' 搜狐网教育频道代表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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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一起踏上了前往新郑的路程& 前往北大附
中河南分校看望高考后的大河宏志班的高
考尖子生(

!

大河小记者 河南省实验中学 林溪 郑州八中
袁舒 郑州

'$

中 艾天天

到达北大附中河南分校后"我们与
! "

名宏志高考尖子生进行了座谈$

校领导介绍了学校情况后"我们便开始与
! "

位宏志高考尖子生座谈$ 宏志生们清
一色地穿着北大附中河南分校的校服"青涩的面孔下透露着些许成熟的气质"眼神中
流淌着不同于常人的坚定$

他们先一一进行了自我介绍"使我们大家对他们有了一个基本的了解$ 随后"他们
又先后发言$ 高考成绩

$#%

分的李亚茹说"自己的父亲常教导她要坚持,不放弃"要怀
着一颗感恩的心去回报曾帮助过自己的人"回报这个社会$ 高考成绩

$ ! #

分的李文辉
说"虽然自己的弟弟做脊髓炎的手术花费很大"家里负担很重"但母亲还是一直告诉他
要安心学习$ 高考成绩

$& #

分的邓开放说"自己知道干什么对得起父母''

从这些寒门骄子的言谈中"我们得知"他们的父母大多是农民或打工者"他们家境
贫寒$ 但同时我们也深深地感到"他们心地善良"有理想,有追求,有责任心"内心充满
阳光"学习成绩也非常优异$

在与他们的交谈中"我了解到很多宏志班的哥哥姐姐都不是独生子女"有的哥哥
姐姐因为家中有变故"家里的经济负担就更重了$ 他们希望通过申请利群阳光助学金
来帮助自己实现大学梦"进入社会后能够回报父母,回报母校,回报帮助过自己的人$

座谈即将结束的时候"

! "

位宏志生被邀请在留言板上写下自己的座右铭和愿望$

他们有的写下自己对家庭与亲人的理解"有的写下自己心中的目标理想$ 我们五位大
河小记者"以及北大附中河南分校宏志班班主任和浙江中烟代表"也分别在留言板上
写下了自己对宏志生们的美好祝福$ 大河小记者艾天天在留言板上写道*祝哥哥姐姐
们在人生道路上越来越旺$

座谈结束后"我们与宏志生们一同合影$ 下午"又继续向下一个目的地进发了&&&

到宏志生田德勇的家"进行家访$

田德勇哥哥今年
! '

岁"是北大附中河南分校的高中部应届毕业生"今年高考考了
#()

分"比一本分数线整整高出了
! #

分$ 他的家在开封市兰考县小宋乡东村"一个偏
僻的地方$

在前往他家的路上"我们乘坐的汽车从宽阔平坦的马路开到狭窄曲折的土路$ 当
车子在小宋乡里转悠的时候"田德勇竟然也迷茫了"对走哪条路举棋不定$ 在询问之
后"我们才知道"除了寒暑假外他很少回家"对道路不熟$ 因为每次回家都需要

#

个多
小时的车程" 而回一次家需要花

""

元钱$ 或许这对一个城市孩子不过是吃一顿饭的
钱"但对像田德勇这样的农村孩子却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几经周折"我们来到了田德勇哥哥的家$ 这个农家小院左手边整整齐齐地种着几
排玉米,西红柿等农作物"旁边还有几根葡萄藤$ 堂屋的两边是厨房和厢房"都是陈旧
砖房$ 走进堂屋"我们第一眼就被正对大门的一面墙吸引住了$ 那是一面! 奖状墙%( 这
面墙密密麻麻地贴满了田德勇和妹妹田梦圆从小到大获得的各种奖状$

田德勇的父母都是农民"田德勇还有个奶奶"一家五口人仅靠三亩地养活$ 父母偶
尔也出去打点零工"补贴家用$ 当得知自己的儿子高考取得了优异成绩"他们都非常高
兴$ 田德勇的父亲是个思想开放的农民"他说不论男女"希望孩子们都能成为有用的人
才"将来为国家做贡献$ 田德勇的妹妹说"希望自己去哥哥就读的北大附中河南分校宏
志班读书"使自己更加优秀$

在与田德勇交流中"我们了解到他希望在大学中学习土木工程"在学习的同时进
行社会实践"这样毕业后就能马上就业"解决家里的困难$ 他还说"以后妹妹的学费由
他来支付"家里就不会这么紧张了''

心怀梦想走向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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