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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家庄、石柱、石家乡小学，都有石
字，这就是缘分！”石柱石家乡小学教师、大
学生西部计划志愿者段翠君如是说。但这
不仅仅是名字带石的巧合和缘分，更是来
自河北女孩的大爱情怀。

她曾在日记上写下这样的句子：“梦想是
什么？梦想是石，敲出星星之火；梦想是火，
点燃熄灭的灯；梦想是路，引领我走向黎明。”

一个外地女孩因梦想而来，为梦想努
力，在一个个感动中努力做一朵迎风盛开
的花，用心捕捉穷山恶水中的美丽风景。

2010年7月26日，段翠君第一次站在
石柱这片土地上，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
拉肚子，起荨麻疹，把脚烫伤，吃火锅嘴巴
竟然肿了，吃麻辣鸡丁脸麻到没有了知觉，
还因语言不通闹了很多笑话。

不过，石柱人的善良好客，让她很快适
应，她爱上了这片土地。两年服务期要到
了，同行的三位大学生陆续回了河北。她却
依依不舍，最后一搏中，考入了石家乡小学。

石家乡小学，距离石柱县城六十多公
里，交通不便，教师队伍老龄化严重。有新
教师，看到学校的偏僻，听说要在街上自己
租房，转身就走了。所有的老师都在一间
教室里备课，冬天靠木炭火取暖。有些家
长不参加家长会，不接也不回电话，甚至还
说“把孩子送到学校，就是老师的事儿”“我
不要求他成绩多好，只要小学读毕业，能跟
着父母一起去打工就行了”。

贫困山区的教育现状，让她猝不及防，
要想做一个合格教师，光上好课还不行。

于是，她开始和学生一起跑步、学习、

吃饭、走路回家。尤其是贫困生，基本上都
是由年迈的爷爷奶奶或外公外婆养大，有的
还寄养在亲戚家里，父母对他们来说就像陌
生人。对孩子教育的忽视，让她心急如焚。

但贫困孩子是多么渴望有老师，有像
妈妈爸爸一样爱护他们的老师呀。

在学校的第一个生日，她收到一些孩
子的信和亲手制作的爱心卡片。一张张作
业本纸页上写着这样暖心的话语：“段老
师，您不会也教我们一年就离开吧？我很
喜欢听您讲课，因为您的声音特别好听，您
要是走了，我就再也听不到了。”“段老师，
您上课总是咳嗽，是生病了吗？我知道哪
里有医院，可以带你去。”“老师，您的头发
好长啊，我记得妈妈的头发也有这么长。
老师，您就像妈妈一样。我想妈妈了，我可
以摸一下您的头发吗？”

段翠君瞬间被感染，忍不住哭了。她
看见了希望，看见了老师不可替代的价值。

有一天晚饭时，电闪雷鸣。霎时，豆大
的雨点落了下来。段老师第一次遇见这样
的恶劣天气，正在发呆。突然，一个学生跑
来喊道：“段老师，我们怕。”

段老师一听，奔向教室。她看见了自
己可怜的学生，背着书包，惊慌失措。看见
段老师进来，他们迅速围拢过来，像小鸡依
偎在妈妈的翅膀之下，喊着：“段老师，段老
师，我们好怕打雷呀。”段老师发现，教室的
窗帘都被拉上了，教室里格外的黑暗，他们
真害怕了，怕这震耳欲聋的雷鸣。此时，年
轻的段老师也惧怕，但这一刻，她站到孩子
们中间，听着孩子们一声声叫着段老师，她
不再畏惧，她得给孩子们壮胆。

从那一刻开始，她就再也离不
开学生。

在石柱的前四年
里，她无助过，迷

茫过，纠结过，大哭过，也想放弃过。但她
骄傲，在七千多万的河北人中，她是唯一有
机会站在离家两千公里的石家乡小学的讲
台上的人。有可爱的学生，友好的同事，她
不再感到孤单。她决定在石柱这片土地上
生根、发芽，勇敢的做一朵迎风盛开的花，
还要结出香甜的果。

2015年10月13日，一位同事特意从
县城捎来一个蛋糕。让她特别感动，因为
她忘记了那天是自己的生日。

她走进教室，看到黑板上也画着一个
大大的蛋糕，醒目地写着“段老师，生日快
乐！”她霎时热泪盈眶。

下午放学后，她把蛋糕拿到教室里。
孩子们看着蛋糕，没有一个人说话，教室里
格外安静。当她说完“咱们一起吃吧”，孩
子们兴高采烈地拿出饭盒围过来。

一个孩子拦住大家说：“别急，让段老
师先许个愿。”

“我们一起许愿吧。”段老师说。许愿
过后，她跟自己的学生热热闹闹地分吃蛋
糕。看着孩子们快乐的脸庞，泪花又一次
模糊了她的双眼。

段老师知道，班上还有从未吃过生日
蛋糕的贫困学生。

谭铭扬，九岁，腼腆内向。通过家访，
段老师看到一个贫困家庭孩子的早熟，他
就是个小大人，挑水、砍柴、打猪草，洗碗、
摘菜、带弟弟。

谭铭扬有一件灰色的小风衣，春夏秋
冬，从未更换。段老师在家访时，跟他奶奶
聊天，才知道那件小风衣，是他除校服外唯
一的外套，也是八年没回家的妈妈寄来过
年的衣服。他喜欢，那是妈妈的礼物，穿在
身上，就像在妈妈温暖的怀抱。

“每周周末回家都是他自己洗干净，然
后放在灶台边烘干继续穿。”奶奶说完，指

着右边的衣服口袋，段老师惊讶地看到了
浅绿色的、大小不一、歪歪扭扭的针脚。奶
奶说口袋破了，是他自己缝的。

那次家访后，谭铭扬变了，不再胆小腼
腆，常举手回答问题，文娱活动，他会主动上
台声情并茂地表演节目。“一次家访，改变贫
困生性格，真值。”段老师心里无比惬意。此
后，段老师学会理发，给贫困孩子打理头发。

她完全把自己献给了山区的孩子。
翻开段老师的“爱心账簿”，记载了以

下几组数据：累计捐款2万余元，受助学生
400名，其中留守儿童140名，一对一帮扶
12人。联系社会爱心人士捐赠衣物和学习
用品2340余件，现金3万余元。2016年11
月1日，段老师推荐，重庆市委党校2015级
在职研究生浙商班的老师和同学来到石家
乡小学，慰问了全校教师和136名贫困建
卡学生，爱心物资价值3万元。

“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
相信段老师也常思念自己的父母亲人。但
是，为了石柱边远山区的孩子，她毅然舍
弃，把自己的全部青春和热情，献给贫困山
区的教育事业。

2017年暑假，段老师离开了石家乡小
学，但她的心一刻也没离开过学生，离开过
学校。她在日记上写道：“马上放寒假了，
自己的学生又会收到助学金和寄去的衣
物。我好开心啊。在孩子们心里，或许我
已不重要，但我是被需要的。”

“不知何时，我爱上了大山，我在这里
经历一个又一个春夏秋冬。我静静地站在
宿舍窗口，以同样的镜头，记录乡村岁月的
静好，记录人生季节的从容。春天，这里生
机勃发，万物复苏；夏日，这里松岭苍翠，竹
丛青葱；秋天，这里草木始黄，橘橙初红；冬
天，这里银装素裹，分外妖娆。这是一片多
么美丽的乡村天地。而我，愿意将青春一
点一点融入这苍茫大山，成为大自然水墨
画里的一抹色彩，让这里的风景更美。”段
翠君在日记本上记下一段话。

大山是美的，而离开生养自己的家
乡，来到贫困大山，融入贫困孩子中的段
翠君老师，更美，她是山区孩子心里一道
亮丽风景。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爱心账簿
罗涌

有一天，路过果园港，我流泪了

不要笑我的多愁善感
我喜悦的泪水，是因为
我工作在两江，我喜悦的
泪水，是为这一组
惊叹了世界的数字
是为这现代化的
汽车生产基地
这全球最大的
笔记本电脑生产基地之一
我流泪，是为这不沿边不靠海的内陆
短短几年，变成了开放的前沿
当我流下喜悦的泪水
我的胸中，正敲着热血的鼓点

是的，正是在这里——果园港
两江新区依托一带一路，陆海联动
走上了科技创新发展之路
我的脑海里，闪过云从科技
零壹空间，长安智能汽车
多少蒸蒸日上的朝阳产业
正在铸就
一个让全世界惊叹的两江

是的，我自豪，我工作在两江
这个国家级开发开放新区

我自豪于这里智能、数字领域的创新
成果

自豪于神奇的两江速度

是的，站在
我国内河规模最大的港口
——重庆果园港，我流泪了……
我想到了很多
想到了那从重庆出发的
中欧国际铁路联运大通道
像一条彩带，连接着
重庆，一带一路沿线，和欧洲
想到了中国和新加坡
庄严地决定：在中国西部
设立第三个政府间合作项目
而这项目的运营中心
就在我亲爱的家乡——重庆

为这一切，我要大声地唱：
——我爱你，中国
——我爱你，两江
我要把最美的诗歌献给你
我要把你巨大的变化唱给全世界
我的家园，我的两江
(作者供职于两江新区党工委宣传部）

在两江，我流
下喜悦的泪水

宇舒

一

不知道这座山林，什么时候断了枪
声。

也许是从一个震撼人心的故事开
始？抑或是山林里繁衍了成群结队的
猴群之后？

二

从前，山林里住着一位老猎人。
弹无虚发的猎枪，挂在人字形窝棚

的垛木墙上。
套野物的铁夹，不知夹住过多少四

只腿中的一只腿。
猎人的耳朵，只听得见手中猎枪击

中猎物的声音。
猎人的眼睛，只看得见戴着铁夹扑

腾挣扎的情景。
这世上还有什么声音呢？
这世上还有什么图景呢？

三

猎人的心肠，是用铁石做的么？

四

那天，猎人追逐一拨猴群。
漫山遍野，一枪一个，一枪一个

……
看来只剩下一只母猴了，那是这山

林中猴群的起根发蒂之物，一个古
老的生灵。

追至一道绝壁前。
没有退路了。此时已筋疲力

尽，平日里攀援如飞的崖壁树藤，已

经无力顾及了。此时已是最后关头，老
母猴去意已决，再没有丝毫逃命的意思
了。

一支似乎还在冒气的老猎枪一只
手倒提着，悬在身后，赓即就悬在身前。

老母猴回过身来，瞳孔里没有半点
恐惧，也没有半点哀怜，倒有点大义凛
然的味道。

空气凝滞半刻，老母猴忽然扑通一
声跪倒在地，向老猎人磕头作揖，磕头
作揖……

随后，老母猴抱起面前已经断气的
一只小猴，拢到胸前，将还有些旺盛的
奶水，白色的奶水，涂抹在那僵硬的小
嘴上。面前还有一只，它又把它抱起
来，拢在怀里，在它嘴上涂抹奶水，越来
越干瘪的奶水……

末了，老母猴一声长叹，然后如释
重负，垂手跪立，闭上双眼，从容就……
范。

五

此刻，那支下垂的猎枪再也没有抬
起。

就从此刻起，那支下垂的猎枪再也
没有抬起过。

就从此刻之后，这座山林就断了枪
声。

从那以后，这座山林一茬一茬的猴
群，谁也没有听见过什么枪声。小猴们
肯定都吃过最初的猴奶，也许谁也没有
见过最后的猴奶。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重庆
市作协荣誉副主席）

最后一抹猴奶
向求纬

微 / 小 / 说

▲两江新区果园港（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