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那时，国家还没有出台激励农村通网

的政策，山高路远的翁草村没有网络，村

里的年轻人和务工回乡的农民想从外面拉

网线进来，好以此发展生计，但高昂的费

用成了难题，“我们找了电信公司，他们说

至少要有 20 户村民同时入网，且每户要

交 1400 元，之后每年还有近千元的网费

开支”。这对于翁草村村民来说，是笔不

小的费用。

贺晓淳找到正在做“无线乡村-万村

互联计划”公益项目的廖熙田。毕业于中

南大学信息技术专业的廖熙田想做的，是

一个通过帮助乡村家庭以集体共建共享的

方式，在边远山村建设起居民们能够用得

上、用得起、用得好的互联网公益项目。

最开始，村民们多次开会，自发筹集

了一万余元资金准备建网。距离翁草村 3

公里外的隔壁村庄有网络信号，最初的计

划，是以无线传输的形式将那里的网络信

号引进来，但他们低估了高山重叠、云遮

雾绕的地理环境对网络信号的阻隔，无

论怎么调试，进来的网络带宽都很小；

大家又改用光缆，贺晓淳和十来个村民

一起翻山越岭，但铺设过程中用力过猛加

上沿途岩石割伤，光缆内部断裂，多天的

辛苦前功尽弃。

一次次的失败让村民们失去了信心，

有人撤资，有人离开。

但贺晓淳和廖熙田没有放弃。他们自

掏腰包，重新购置了一批设备，与热心的

村民骨干再次踏上了建网之路。

第三次的努力终于成功。看着电脑、

手机上闪动的信号数据，人们的喜悦之情

溢于言表。“乡亲们和村里第一次通电时

一样激动。”贺晓淳说，也是通过这次建

网，增强了村民的自信心和凝聚力，开始

组织起来陆续开展村里的公益事业。

听苗鼓苗歌、看苗
绣花带， 农 家器 物
手工制作……“呦呦
鹿儿童社区教育计
划”不仅让乡村和
城里的孩子结下了
深厚 友谊，也充分
展示和利用了当地
的自然 特色和文化
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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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西山谷中的“呦呦鹿鸣”
“90 后”女生的乡村儿童社会教育尝试

苗族阿婆手中飞舞的彩线，吸引了城市孩子的目
光——根植于乡村的多彩民俗文化，本应成为乡
村孩子自信的源泉。 

当网络来到山高路远的翁草村，村民们和村里第一次
通电时一样激动——这也是贺晓淳为当地所做的第
一件实事。

翁草村有着深厚的民族传统文化。

每逢“赶秋”“重阳”“春节”“元宵”

等重大民族节日，村民都要舞狮、打

猴儿鼓、办文艺晚会来庆贺节日，苗

歌更是村民离不开的日常娱乐，“手上

活、口中歌”，苗歌对唱到处可见。

贺晓淳告诉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这些文化资源，都是翁草村最为宝贵

的财富，也应该成为乡村孩子拥有文

化自信的底气，“我们在策划设计夏令

营活动时，吸纳并尊重了当地村民的

建议，并充分依靠当地的妇女和青少

年志愿者”。她带着团队走村串户，了

解翁草苗寨原生态乡村社区环境，调

查来自家长、孩子等不同群体的需求，

为开发具有本土人文和自然特色的夏

令营教育课程做准备。

听苗鼓苗歌、看苗绣花带，农家

器物手工制作、野炊烧烤、趣味运动会，

村里的孩子们带着城里来的伙伴参观

村里的小型民俗博物馆，一起在清澈

见底的小河里拾来漂亮的彩色石子，

磨成颜料绘制画作……为期一周的夏

令营，一系列涉及艺术、文学、健康、

科技、社会等不同主题的活动让孩子

和家长们都表示收获满满。闭营时，

网络的成功搭建让乡亲们看到了这

个小女孩的诚意、实干和能力，大家开

始信服贺晓淳。

在来湘西之前，贺晓淳曾在鄂西山

区驻点，开展过针对农村留守儿童的

一线服务。和大多数乡村一样，地处

湘西边远山区的翁草村留守现象严重。

“我觉得我应该为孩子们做点事。”

在贺晓淳看来，当前的学校教育重视

知识和考试成绩，但心灵、生活和社

会教育却一直缺位，需要家庭和社会

教育的补充。

“乡村中的人文和自然资源，也可

刚刚来到古丈县默戎镇翁草村时，村里

的偏远与不便，并没有出乎贺晓淳的意料。

“城里长大的人初到古朴原始的苗寨，

会喜欢这里青山绿水的自然风光，以及田

园牧歌的闲散生活方式，但时间久了，会

待不住。”作为国家民政部“边远贫困地区、

边疆民族地区和革命老区社会工作专业人

才支持项目”（三区计划）的一员，贺晓淳

自认为没有问题，“我在农村长大，户口都

在农村”。她喜欢农村，也熟悉乡土文化秩序。

“乡亲们看人不看嘴，看手。”贺晓淳

告诉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在农村，你再

怎么掏心掏肺、说破天也没用，想要老百

姓信任你，就必须办实事。

她最开始着手解决的，是翁草村的网

络问题。

以成为丰富的教育资源。但

是，当城市文明日渐强势时，

乡村文化就处于弱势地位。

‘努力读书，才能去城市’，

在某种程度上也在强化乡

村孩子，尤其是留守儿童对

于他们自己及乡村文化的自

卑。”贺晓淳说，作为一名

在乡村长大的孩子，这也是

自己成长的困惑。

在贺晓淳看来，被国家

住建部列入第四批中国传

统村落名录的翁草村，其

自然资源和民族文化并没

有得到足够的珍视与传承。

同时，翁草村的大量儿童

因父母外出留守、学校教育

资源不足等而面临着生活、

学习、心理、道德行为和

安全等方面的问题，“我想

和大家一起设计一系列的

儿童乡土教育活动，就从

儿童夏令营开始，充分带

动当地家庭、学校、社会

的参与，互补互动，共谋

短期和长期解决乡村儿童

生存、生活、发展等方面

的问题”。

在贺晓淳的设想中，翁

草村的儿童生活营并不是

简单的“城乡孩子结对”

或者“城里孩子和家庭下乡

扶贫”，“乡村也有城市比

不了的优势，比如乡村的

自然资源和邻里友爱互助

的传统文化更胜于城市社

区，城乡的价值应该是对

等的”。她想做的，是结合

孩子成长的原生态乡村社

区环境，开发具有本土人

文和自然特色的社区活动，

“让孩子在亲近大自然、体

验生活中感受家乡的美好，

在游戏和玩耍中释放天性，

感受生命的乐趣。通过与

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的互

补互动，为孩子营造良好

的人文教育环境，助力孩

子在快乐和谐的氛围里健

康成长”。

乡村和城里的孩子结下了深

厚的友谊，许下“年年暑假

再会”的约定。

酷爱文学的贺晓淳还给

这个儿童教育项目取了个充

满诗意的名字——“呦呦鹿

儿童社区教育计划”。呦呦

鹿，来自于《诗经》中的诗

句“呦呦鹿鸣，食野之蒿”，

“正好翁草村盛产青蒿，‘蒿

子粑粑’也是村里的特色食

品。”贺晓淳说。

如今的贺晓淳，虽然已

经结束在翁草村的社会服务

工作，但她所留下的“呦呦

鹿儿童社区教育计划”每

年暑假都在翁草村如期开

展，每次活动，“村里比过

年还热闹，全村老小都会参

加”，越来越多的城市孩子

和家庭来到翁草村，和乡村

孩子一起分享、发掘自然和

人文环境中的真、善、美、趣。

偶尔回到村子，村民们

也把贺晓淳当成亲人一般，

热情地拉着她到家里吃饭，

“我要是想付个饭钱，都得

做好‘打一架’的准备”。

她很享受这种村民把她当作

“自己人”的感觉，“往上数

三代，谁家不是农民”？

在湖南师范大学读完社

会工作专业研究生后，贺晓

淳坚定了她在乡村妇女儿童

公益事业和社会工作上继续

前行的决心。有一次，贺晓

淳偶然翻到家族里的贺氏

族谱，发现家族的长辈贺

耀组（北伐名将，爱国将领）

的夫人倪斐君热心妇女儿童

公益事业的事迹，她忽然感

到历史的轮回与神奇，“倪

斐君曾当过甘肃省妇女抗

敌后援会主席、重庆难民

妇女服务团团长，并协助陶

行知成立难童学校，参与

宋庆龄、邓颖超、李德全等

前辈的社会福利救济事业。

每一代都有每一代的责任，

我们不过是在前辈的基础上

再往前稍微走了一步，做得

还远远不够”。

“乡亲们看人不看嘴，看手” “乡村也有城市比不了的优势”

“呦呦鹿鸣，食野之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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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在晒谷坪上的
苗 族 阿 婆 满 脸 皱 纹，
来自北京和长沙的孩
子们好奇地望着 80 多
岁的阿婆手指间飞舞
不停的梭子彩线，不
一会儿，一条漂亮的
花带渐渐成形。

“ 哇！ 好 漂 亮！”
孩子们发出了崇拜而
新奇的呼声。

这里是湘西土家
族苗族自治州古丈县
默戎镇翁草村，一个
典型的山区苗寨。从
2015 年 至 今， 曾 在
翁 草 村 担 任 社 工 的
贺 晓 淳 在 村 里 发 起
了“呦呦鹿儿童社区
教育计划”。“90 后”
的她和乡亲们一起，
试图设计开发具有
本土人文和自然特
色 的 夏 令 营 活 动，
让乡村和城里的孩
子“共同感受和激
活乡村文化”。今年
11 月 27 日， 贺 晓
淳受湖南农道公益
基金会之邀，参加

“ 爱 故 乡 的 100 种
方 式 ” 沙 龙 活 动，
为到场的听众讲述
她在这个有着“湘
西的西伯利亚”之
称的偏远苗寨所做
的 儿 童 社 会 教 育
尝试。

扫一扫，分享“呦呦鹿”
中的童趣与智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