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下课了" 我们像一群快乐的小鸟# 分散
在了操场上$ 我们跑步# 我们跳绳# 我们踢毽
子% 我们跳高# 我们跳远# 我们玩游戏&&每
个人的额头上# 冒出了密密的汗珠$ 童年的操
场# 我们自由的天堂$'

对于城里的孩子们来说# 这样的愿望很简
单# 而对于乡村的孩子们来说# 这样的愿望虽
然强烈而美好# 却难以实现$

孩子都是一样的# 属于孩子的快乐也是一
样的$ !六一' 儿童节来临之际# 南国都市报
发起捐赠 !爱心操场' 活动# 将在全省范围内
征集体育器材匮乏的中小学# 号召社会为他们
捐赠各种体育器材和设施$

本报开通报名热线 !!"#$"!% 以及南国都
市报新浪官方微博报名渠道# 欢迎渴求体育器
材的学校及时拨打电话或 !&南国都市报' 报
名$ 同时# 欢迎关心青少年成长的企业和个人
踊跃捐款捐物$ %$#%年的这个 !六一'# 让我
们一起使更多的孩子享受到运动的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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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盘旋的山路#在群山环抱当中#记者
一行找到了南岭小学$ 这个只有!间教室的山
村小学地方还算比较宽敞#教室因为年代久远
显得有些破旧#不少窗户没了玻璃#社会捐赠
的课桌也有不少已破损$

教室外是一大片刚刚平整出来的土地#两
名工人正冒着烈日在忙碌$ 这里原本是学校的
操场# 其实就是一片长满了野草的坑洼荒地#

即便如此#每到下课时间#这里便成了孩子们
的乐园$

记者抵达时已是中午#一部分路远的学生
放学后留在了学校$ 当老师打开存放体育器材
的办公室时#不少孩子们涌到了门口#一张张
稚嫩的面孔上写满了渴望$

存放体育器材的地方也是老师们的办公
室#所占之地仅仅是一个小角落$ 能看到的是'

个没有气的篮球##个同样干瘪的排球##副乒
乓球拍和乒乓球#还有一副羽毛球拍#只是羽
毛球已经打得没毛用不成了$ 这些便是这个学
校所有的体育器材$ 可尽管是这样#当老师拿
出篮球时#孩子们仍是一片欢腾$

#$岁的王金霞读三年级#一个非常活泼的
女孩子#她高兴地从老师手里接过篮球#可拍
了几下后有些失望地说(!老师# 篮球拍不起
来#没有气了&&'毕竟是孩子#片刻的沮丧过
后#他们马上发明出了新的玩法(篮球拍不动
了#那就改扔吧$ 于是#他们站在教室外的长廊
上#分成两队相对站立#互相向对方扔#谁没接
住#就算哪方输#然后要接受大家的挠痒痒作
为处罚$

瘪了的篮球# 此时成为了孩子们的开心
果#校园里响彻着孩子们的欢笑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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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绳# 对于城里的孩子来说# 是最简单
的体育器材$ 可在这里# 跳绳是用树藤结成
的# 磨断了再打个结连起来# 时间长了# 跳
绳上就一个结挨着一个结&&

王文晴是个文静的女孩# 编着秀气的辫
子# 静静地站在一边看着大家玩球$ 当问到
她平时玩什么时# 王文晴把记者拉进教室#

从书桌里拿出了自己的玩具)**一条树藤编
成的跳绳+

王文晴笑着说# 这是她从学校食堂后面
的树上摘下来的# 简单地处理过后# 就把每
根树藤打结连在一起# 成了一根跳绳$ 天气
太热的时候# 她就会和同学们在教室后面玩
起来$ 要是树藤磨断了# 在断的地方再打个
结# 还能接着玩$ 王文晴对自己的这项 !发
明' 很满意$

树藤有一定的韧性#可以让孩子们当皮筋
跳$ 王文晴拉来几个同学展示起自己跳得比较
得意的花样$ !马兰花#马兰花#风吹雨打都不
怕&&'男孩子们也加入进来#玩起了本属于
女孩子的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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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岭小学# 几乎看不到任何体育设施#

除了操场边上两张水泥砌成的乒乓球桌$

刘学松说# 以前操场上有个塌了的篮球
架#最近要平整操场时一起拆掉了$ 唯一留下
的#就是这两张球桌$ 几个男生从桌下掏出一
根木头#有些弯曲#放在球桌中间成为临时的
球网$ 由于很少玩乒乓球#男孩们的技术似乎
不怎么好#他们越打越不好意思#就干脆放弃
了#继续去把没气的篮球当沙包扔$

马顺秋和黄念恩都是四年级的学生#两人
正蹲在操场边仅有的一点树荫下#从沙土里寻
找石块#然后堆砌成各种形状的建筑物$ 开始
平整操场后# 他们就没有荒地草坪踢球了#似

乎有些想念还没有动工之前的操场# 但他们
更期待能有一个像样的足球可以玩$

!体育课就是自己玩# 或者是复习功课#

很想上一次真正的体育课呀# 就像电视上那
样$ '马顺秋玩着石子#一边嘟囔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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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岭小学共有#()年级)个班# 所有课程
由*名老师承担$ !像我们这样的男老师#有时
候还要带几节音乐课$ '刘学松有些无奈地笑
着说$ 老师们都是主教语文,数学#副科都是
兼上的#没有专门的体育老师#而且体育设施
的缺乏#也使得体育课无法真正开展+

刘学松说#在他支教的''年里# 南岭小
学的体育设施一直都很缺乏+上世纪+$年代#

学校的篮球架就损坏了# 从那时起学校再也
没有上过篮球课+ !学校基础设施简陋#课桌
全部是由社会捐助的#更别说体育设施了+孩
子们最大的心愿就是能在体育课上玩一玩篮
球,足球,跳绳&&'没有体育设施#孩子们的
体育课一般做些准备运动之后# 就自由活动
了#男生就玩捉迷藏,丢沙包#女生则围到一起
玩捡石子游戏+

!我最大的心愿# 就是希望学校的操场尽
快建好#有个篮球架,单双杠等体育设施#让孩
子们能够上真正的体育课+ '刘学松看着正在
平整的操场对记者说+

记者从定安县教育局了解到#南岭小学的
教学环境,教学设施今年将有较大改善#符合
教学标准的*间新教室和学校操场的整修工作
将在近期动工+ 目前已经拨付了)万元用于学
校操场的硬化#但操场硬化之后的体育设施和
器材配备目前还没有纳入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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