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见到袁存泉是立春的上午。虽说立
春了，但大山里的黑瞎沟村仍然北风凛
冽，寒冷刺骨。袁存泉 72 岁的老母亲王
瑞莲把 《经济日报》 记者迎进屋里。这
是一间简陋的房子，没有什么像样的家
具，过道和室内被书柜挤得满满的。老
人指着书柜说:“这些都是存泉的宝贝，
有 5000多本呢。”

袁存泉躺在炕上热情地跟记者打着
招呼，瘦弱的身体僵在被子里，面色有
些苍白，但目光清澈、炯炯有神。“他在
这 炕 上 躺 了 整 整 20 年 。” 母 亲 平 静 地
说，眼中充满了怜爱。

20 年的岁月，使袁存泉从血气方刚
的青年变成深沉的中年。

“袁存泉，你只是身
残，但你不废”

20 年前，在辽宁省清原满族自治县
南山城镇黑瞎沟村，袁存泉是有名的致
富能手。他带领村里的年轻人种植西洋
参和果树，年纪轻轻就已是小有名气的
经纪人。小伙子胸怀大志：要做农民企
业家，要做致富带头人！

1996 年 1 月 15 日，袁存泉赶着牛车
上山拉柴，下坡时牛疯跑起来。他紧拽
着缰绳，不慎摔倒，被牛踩伤颈椎，颈
部以下没了知觉。那时他 21 岁，刚结婚
1年多，女儿尚在襁褓之中。

父亲背着他去了不少医院，诊断结
果是颈部脊椎受损、高位截瘫。身心疲
惫的父亲用枯瘦的手比量着长度，忍痛
带笑宽慰儿子：“大医院的医生说了，神
经一年长这么长，过几年你就长好了。”

祸不单行，父亲积劳成疾。到医院
看病前，父亲给儿子泡了一碗麻花，端
到他面前说：“等爹回来。”袁存泉没想
到，父亲再也没有回来。父亲那疲惫的
脚步声，至今还在他的耳畔回响。

3 年的治疗，使袁存泉负债４万元。
为不拖累妻子，他强忍心中的不舍，提
出离婚。妻子无奈，答应离开他。临走
那天，她给袁存泉擦了身子，又做了可
口的饭菜。当妻子的背影消失时，袁存
泉再也忍不住内心的痛苦，任泪水流
淌。母亲搂着他的头，无声地陪他哭了
整整一夜。第二天，他睁大肿胀的双
眼，坚定地说：“妈，相信我，儿子不会
垮。”

袁存泉作出了一个决定：写作。
母亲背着刚刚 4 岁的小孙女，为他借

到《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他连读 3 遍，保
尔百折不挠的精神融入他的血液。

看 书 ， 对 他 来 说 是 一 件 不 容 易 的
事。手不能拿书，他就让母亲把书支在
他的头顶，或者用铁夹子夹起来挂在炕
边的柜上，看一页，母亲给翻一页。

看书不易，写字更难。袁存泉的手
不能拿笔，就让母亲在稿纸下面垫一个
硬板，放在枕头旁边，自己转过头，用
牙齿咬住笔杆写字。“初叼笔时，笔不听
话，用力大了，笔尖顶着纸跑，写不上
字；用力小了，又留不下痕迹，本来是
写一横，可写时不是窜上去，就是扎下

来，还弯弯曲曲的，像飞机拉的线。”袁
存泉说。

他一“写”就是几个小时。刚开始
时，字没写出几个，顺着笔流下的唾液
就已把纸弄湿一大片。由于笔端在口中
长期摩擦，他的牙床常被笔的碎茬扎得
流血，牙齿也被硌掉 3颗。

凭着惊人的毅力，他终于习惯了用
“嘴”写作。

袁存泉告诉记者，他最初投稿要到
30 多里外的镇邮局去寄。一般都是母亲
去，她早晨走 5 里山路再坐客车，下午
回来。一次，天色已晚，晚上 8 点多母
亲才满身霜雪、鼻青脸肿地进屋。原
来，母亲为省车费，徒步回来时摔到路
边的沟里。

打那以后，他尽量让别人捎信，不忍
再让老母亲受累。一次，他攒了 5 封信请
他哥哥捎走。正当他满心期待着回音时，
哥哥却十分抱歉地说，他不小心把信弄丢
了。“我誊写一篇 2000 字的文章要四五
天，那 5 封信是我一个月的心血。我哭
了，倒不是责怪我哥哥，只是觉得自己干
点什么咋就这么难呢！”他说。

2001 年 8 月 9 日，是袁存泉一家最
快乐的日子。这一天，袁存泉的散文

《断桥》 在 《清原县报》 上发表了，并收
到 3 元钱稿费。他看到稿费单时高喊：

“我的价值实现了，我能写文章了。”6 岁
的女儿也嚷道：“我爸真行，躺在炕上就
能挣钱了。”那一天，这个有着太多痛苦
的小屋里有了笑声。

袁存泉说：“看到我写的文章，看着
劳动所得的稿费，我跟自己说：袁存
泉，你只是身残，但你不废。”

后来，他听村里的老师说，可以通
过网络传递信件，就决定买一台电脑。
母亲把家里的一头牛卖了 1500 元，又跟
村里人借了一部分，凑了 3500 元买了一
台电脑和一台打印机。袁存泉开始学习
使用电脑。经过一段时间的练习，他学
会了用手指骨节打字。

袁存泉说：“这些磨难，让我对人
生、对生命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和感悟，
总有一种把它写出来的冲动。”

思 绪 常 常 催 着 他 写 个 不 停 。 为 写
作，他忘记了髋骨处的疼痛，忘记了喝
水和吃饭。他时常写着写着就感觉到有
人注视着他，抬头一看是母亲，她站在
门口，眼里闪着泪花。当她发现儿子看
她时，就赶紧扭头走向灶边，说吃饭吧。

10 年磨一剑。他写出了 40 多万字的
青春励志长篇小说 《冰凌花开》，“这部
书的问世，可以说是我挑战极限人生的

里程碑”。
他就像一座熔炉，把艰难困苦和丰

富的人生经历熔化出铅字美文。10 几年
来，他撰写 200 多篇、约 100 余万字的
小说、散文和报告文学，在 《儿童文
学》《农村青年》《辽宁青年》 等刊物上
发表，还出版了文集 《让生命歌唱》、书
信集 《心之飞鸿》。

“是他们让我懂得热
爱生命、热爱生活”

袁存泉住在偏僻的山村，信息不畅。
他打开电脑，义务为乡亲查找致富信息，
无偿教他们电脑操作，还添置图书，建立
爱心书屋，供村民借阅。孩子们常来看
书、借书，有不懂的他就给讲解，他的家成
了留守儿童之家。

袁存泉创办了“冰凌花开网”，并开通
了免费热线，公布了他的电子邮箱和住
址，对来自全国各地的每一个电话或信
件，他都认真接听、回复。

抚顺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张哲说：“10
多年来，他通过 QQ、邮件、信件、电话
等方式帮助了大约 4000 人，还免费为村
里的孩子辅导作文。如今，他已经成为
十里八村的名人，很多孩子都把他当成
学习的榜样。”

一个农村的截瘫患者，饱受尿床的
困扰，袁存泉给她买了接尿器。后来，
袁存泉得知她想学习针灸，又托人给她
买来针灸的相关书籍和用具。

“帮助别人时，我越来越感觉到自己
力量的渺小。2008 年，我在网上组建了

‘牵手心园爱心团队’，发展了 400 多名
队员。”他自豪地说。

袁存泉深知残疾人生活的艰难，发
起了“扶上马，送一程”助残项目，为
重度残疾人提供电脑、装宽带，再请开
网店的队员帮带他们通过网络挣钱。“这
样，他们既能与外界沟通交流，又能挣
钱补贴生活，最主要的是能体会到自己
的价值！”袁存泉说。

一个患白血病的女孩找到了干细胞
配型，却没钱做移植手术。袁存泉在网
上发起救助倡议，又搞现场募捐，得到
了郭明义等爱心团队的支持，参与捐款
人数达 1000 多人，帮助女孩及时做了移
植手术。

有贫困村民买不起农资无法春耕，
他联合另一个爱心团队连续两年发起

“爱润山村”支农活动，为他们提供了价
值 2 万多元的种子、化肥，把爱心播种
到乡间。

助残、助学、助医、助困、助农、
做义工⋯⋯袁存泉成功运作了 50 多个爱
心活动，长期资助近 20名贫困学生。

“我永远不会忘记自己受伤那天，急
需钱去医院，是乡亲们你三百我五百地
凑够了，让我得到及时治疗。那是他们
买种子、买化肥的钱啊！我不会忘记在
家里没柴烧的时候，不知道是谁悄悄放
在我家园子边一车柴；在我写作不舍得
用纸笔，不舍得给自己补充营养时，是
县、镇领导提供了纸笔和营养品，让我
全力以赴地写作。这样的事有很多很
多，是他们让我懂得热爱生命、热爱生
活，给了我一颗回报社会的爱心。”袁存
泉很感恩。

“我真切地感受到写
文章的意义”

热爱生活，领悟生活，袁存泉热情地
书写人生、讴歌社会。他曾写过一篇回忆
父亲的散文《看望爹》，文章发表后，湖南
岳阳有个高二的学生来信说，他跟父母冷
战两年，看了散文后大哭一场，立刻给父
母打了电话。一个辽宁铁岭的大姐给他
打来电话，边哭边说她考上大学之际，父
亲生意失败赔了十几万元，不能供她上大
学，毁了她的大学梦，她一赌气离家远
嫁。看到这篇文章她哭了，说这篇散文让
她想起高考时父亲冒雨给她送伞的情景，
她要赶快回家看看父亲。“我真切地感受
到写文章的意义，知道自己的作品可以鼓
励别人。”袁存泉说。

为能更方便、更及时地帮助他人，袁
存泉开通了免费热线，公布了电子邮箱。
有人劝他，这样会分散写作的精力、耽误
时间。他说：“我写文章不是为挣稿费，只
想给别人带来一点益处。”

有一位贵州青年，才 20 岁就因车祸
失去了双腿，对生活心灰意冷。看到袁
存泉的作品后，他重新鼓起生活的勇
气。在无数封往来通信中，袁存泉得知
他喜欢歌词，就给他买了两本关于歌词
创作的书，又找了些报刊地址一同寄给
他，鼓励他进行歌词创作。后来，他在
跟青年的电话交流中，感受到这个青年
日益增强的信心。那个月，袁存泉家的
电话费猛增到 140 多元，十分节俭的母
亲却说：这钱花得值！

有位山东的高二学生，因生活拮据，
上学遇到很多困难，想弃学打工又于心不
甘，当她看到《让生命歌唱》一书后清醒过
来，给袁存泉写了一封信。“信写得情真意
切，纸上有些渍迹，显然是边写边哭，字里
行间充满了对继续上学的渴望。”袁存泉
动情地说。当时他刚好收到一笔稿费，就
赶忙给她汇了过去，并在附言栏上写了四
个字：不要放弃！不久，袁存泉收到了回
信，她说就是再难也要完成学业。

“受伤后，我感到无比痛苦和孤独，一
切拼搏都是以个人为目的。后来，我把关
注自己的苦痛升华成关注别人的苦痛，这
样，我就不再感到孤独了。”袁存泉深有感
触地说。

采访接近尾声，袁存泉向记者透露，
他正在写一部自传体长篇小说，大致 30
万字，写完后争取改编成电视连续剧；女
儿袁悦洋现在是贵州安顺学院的一名大
二学生，学的是特殊教育，他准备让她考
研究生，为残疾人做点事；母亲不久前被
辽宁省评为“十大杰出母亲”。他脸上洋
溢着自豪和满足。

结束采访已是下午，午后的阳光洒满
袁存泉的小屋，也洒在他的脸上，暖暖的。

“翅膀折断了，没有什么，只要为自己为别人，展开心的翅膀，一样可以飞翔。”——袁存泉

风雪中，冰凌花开
本报记者 张允强

袁存泉，1974 年出生,家住辽

宁省清原满族自治县南山城镇,是

一个地道的农民。21岁时因被牛

踩伤颈椎，全身瘫痪。面对磨难，他

没有沉沦，开始学习写作，发表文章

百余篇，出书三部。身处逆境却乐

于助人，先后荣获抚顺“百姓雷锋”、

辽宁省“道德模范”、辽宁省“学雷锋

学郭明义先进个人”、“全国道德模

范提名”等称号，被称为“大山里的

保尔”。

袁存泉的人生就是一场对生命极限

的挑战！在青春梦想化为泡影之后，他

没有沉沦，而是用坚定的信仰和顽强的

毅力在自己的天空架起了最美的彩虹！

在他的精神激励下，不少迷失的心灵被

唤醒。他用自己的人生历程奏响了“自

强不息，以残弱之躯，感恩奉献”的美妙

旋律。

袁存泉用自己的心血甚至整个生命

在写作，这些啼血的文字使他重新走进

人群、走进生活、融入社会。他用行动告

诉我们，追梦，人生就会出彩。

追梦，人生才会出彩

人物小传
2 月 17 日 23 时，喧闹了一天的城市安静下

来。在福州供电段闽清北供电工区，27 岁的工长
沙元宝和工友们登上接触网作业车，开始了一天的
工作。

沙元宝是一名接触网工。接触网是为电力机车
提供动力的传导系统，如果不进行日常维护和管
理，一旦断电，将影响机车的正常运行。铁轨有多
长，接触网线就有多长，接触网工要维护的线路就
有多长。

23 时 30 分，作业车驶离闽清北站。“今天我
们的任务是检修古田北至闽清北间的供电设备，清
洗古田隧道内的绝缘子，检查电力箱和电力电
缆。”沙元宝一一布置任务。

次日零时 10 分，作业车到达作业地点古田隧
道。一组电力作业人员在隧道口下车，开始检查箱
式变压器和电力电缆。这个夜晚，他们要步行五六
公里巡查电力设备。

两端的安全防护措施做好后，沙元宝和高空
作业人员姜野、李自青登上 6 米高的作业平台。
清洗绝缘子需用专用的高压清洗车，要把这个接
近 100 公斤重的大家伙抬上平台可不是件轻松的
事。上平台的台阶窄且跨度大，沙元宝和姜野站
在宽度仅 30 公分的台阶上接力，2 名工友在作业
车上努力托举清洗车，4 个人用尽力气才把清洗
车送上平台。

接触网工的工作看起来简单，但绝对是技术
活。小伙子们手脚麻利地给清洗车送电、给水、清
洗绝缘子、检查悬挂点上的每一个螺母、每一根吊
弦。这个夜晚，他们要清洗上百个绝缘子，检查上
千个螺母。

“平日里，我们要等动车全部停止运行才能开
始工作，作业时间很有限，我们必须争分夺秒完成
工作。”沙元宝解释说。

转眼已是凌晨 4 时，结束了隧道接触网的清
洗，作业车驶离作业地点。

对沙元宝和他的工友们来说，这样的不眠之
夜，一个月要经历 20次。

虽然辛苦，沙元宝和工友们对这份工作却很珍
惜、自豪。“我老家在黑龙江，不过我现在已经准
备在这里安家了。”沙元宝说。

孙景州今年又对老母亲爽约了。
“妈，今年春运结束后，我就退休了，等退下

来以后，我天天陪着您。”1 个月前，孙景州含泪
给 87 岁的母亲留下这句话，踏上支援广州春运的
南下列车，开始了他职业生涯的最后一次“援外”。

60 岁的孙景州是兰州车辆段兰州运用车间副
主任，也是兰州铁路局外援春运战线的老兵。今年
春运，寒潮席卷全国，年届花甲的孙景州南下支援
广州春运。

1 月 20 日凌晨 3 点，他挂帅出征的首趟南下列
车行驶在陇海线的茫茫夜色中。

“老孙，换我巡视，您回去歇会。”知道孙景州
是老同志，乘务长王勤关切地说。

“没事，今年天气情况比较特殊，昼夜温差
大，设备容易出现故障，让我睡也睡不踏实。”孙
景州用力揉了揉早已酸涩的眼睛，开始查看列车每
一台锅炉的运行状态。他心里明白，要是锅炉后半
夜熄火，发生冻车，检修起来不仅费时费力，还会
增加修车成本。

作为兰州铁路局援外临客队伍的负责人，孙
景州任务繁重，肩负乘务员管理、组织出乘、接
送列车、添乘检查、派班值班检查督导等职责。
从 1 月 19 日首趟援外临客驶出兰州开始，孙景州
平均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根据计划，在他的最
后一次春运援外中，春节前支援广州，节后支援
成都。

“孙主任责任心强，经验丰富，每年春运只要
有他在，大家心里就踏实。”乘务队长杨胜说。

1 月 22 日 18 点 56 分，孙景州添乘检查停靠
在襄阳东站的 L3672 次列车，对车钩、转向架、
排水管等部位进行检查确认。当他看到厕所排污
管结冰后，拿出随身的检点锤，一下一下地将冰
块敲碎。冰碴掺杂着污垢，不时地溅在他脸上和
身上。

“今年天气十分恶劣，如果不随时做好除冰工
作，就会阻塞客车的洗脸池、厕所排水管，给旅客
造成很大麻烦。”孙景州说。

10 年了，87 岁的老母亲最大的心愿就是全家
人能在一起过个团圆年。今年，老母亲说啥也要留
他一起过年，可他又忍痛爽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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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2006 年年，，袁存泉袁存泉（（中中））获得获得抚顺首届百姓雷峰称抚顺首届百姓雷峰称

号号。。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 袁存泉袁存泉（（中中））在家人的帮助下看书在家人的帮助下看书。。

本报记者 张允强张允强摄摄

▶袁存泉用嘴叼着笔写字。 本报记者 张允强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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