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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想 让 妈 妈 过 上 好 日
子，不想拖累任何人。”这含
混不清的话语出自一名患有
脑瘫的“90 后”——家住山
东滕州市西岗镇郭孔庄村的
赵曰凯。

在普通人眼里，他是一名
弱者，肢体一级残疾，只有一
根手指可以活动，但他拥有两
项国家实用新型专利、两家电
动车专卖店、4 个自主商标，
满满一箱子的荣誉证书。“我
不是为了体验失败才来到这个
世界上的，我要让生命见证奇
迹。”赵曰凯语气淡定地说。

1990 年 10 月，出生不久
的赵曰凯高烧不退，几经治
疗收效甚微，后被确诊为脑
瘫。长大后，生性倔强的赵
曰凯顽强地学习走路，身上
留下了一道道疤痕，家中常
备为他擦拭伤口的药。直到 9
岁时，他才能拄着拐杖踉踉
跄跄走上几步。

看着儿子艰难生存，母
亲 王 绪 苓 经 常 暗 自 以 泪 洗
面。但面对赵曰凯时，她却
异常坚强：“这一生，你注定
要跟自己开战。承认自己是
弱者，就失败了，战胜自己
才是最可贵的胜利。”心存一
线希望的父母带赵曰凯遍访
名医进行治疗，家中因此负
债累累。有一次，因为没钱
买药，他们迫不得已把家中
仅有的一只鹅卖掉。

2000 年，为了维持生活，赵曰凯的父母借钱开
了家电动车行。

逆境也是一种教育。也许是比同龄人多了些挫
折，也多了些泪水，这些历练让赵曰凯更早走向成
熟。懂事的他读到初中就决定放弃学业。“父母整天
接送我太不容易了，我要努力帮家里还债，让父母过
上好日子。”赵曰凯说。

上帝为他关闭了一扇门，却为他开启了一扇与外
界沟通的窗——互联网。离开学校后，他开始学习网
络营销，经常让妈妈带着他参加各种创业培训课。

“这孩子爱钻研，只要有空，他就摆弄电动车电
瓶，渐渐对其中的构造了如指掌。有时，我的电瓶坏
了，按照他的指点，几下就弄好了。”邻居吕宜英对
这个身残志坚的小伙由衷地佩服。

在电动车行，赵曰凯经常听到顾客抱怨：电动车
电瓶因充电时间过久导致电池报废。2012 年 6 月，
他开始琢磨如何提高电瓶的使用寿命。“温度过高就
自动断电。”他受家用热水器自动断电电阻的启发，
尝试把这一原理用到充电电池上。经过多次试验，他
发现，这个方法能有效防止电瓶充电过量，便给自己
研发的新产品取名“电池宝”。

“别看‘电池宝’不大，在研发过程中，费了曰
凯不少心思，为解决一个技术难题，他经常彻夜上网
查资料。孩子的手脚不便，我成了他研发的帮手。”
看到儿子自强不息，王绪苓颇有些欣慰。

从 2013 年 2 月起，赵曰凯尝试将大功告成的
“电池宝”销售出去。起初，电话里客户听出他口齿
不清，知道他有残疾，立马就挂断电话，他只好将销
售渠道搬到网上，并用唯一可以自主活动的左手中指
练习打字，与各地客户联系。

赵曰凯清楚地记得，自己在网上接洽的第一个
客户是河南平顶山从事电瓶维修的，这第一笔生意
谈了 2 个多月，收入 200 多元，给了妈妈补贴家
用。这“第一桶金”让赵曰凯兴奋不已：“它给了
我继续前进的动力，让我坚信，只要你不放弃，终
将会有回报。”

在哥哥赵月浩的帮助下，2014 年 2 月，赵曰凯
研发的新产品获得国家实用新型专利。同年 11 月，
他又成功申请了“防鼓宝”专利。他还注册了滕州
市西岗凯达电子公司，并申请了全国统一客服热
线，被滕州市电子商务推广中心授予诚信经营电子
商务企业。目前，他已有 500 多个代理商，分布在
全国各地。

“天生我材必有用，希望残疾人朋友不要自暴自
弃。”赵曰凯说，自己最大的梦想，是通过努力把公
司做大做强，带领更多残疾人致富。

山东滕州市西岗镇郭孔庄村脑瘫患者赵曰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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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根手指奏出生命最强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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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曰凯与妈妈一起搞研发。本报记者 王金虎摄

36 年前，19 岁的姑娘支月英告别家
人，挑着被褥，来到海拔近千米、离家数百
公里的山旮旯——奉新县澡下镇泥洋村
小学当教师。她像一棵大树，守望着这片
山区，送走了一拨又一拨学生；她像一缕
阳光，照亮了深山娃儿的梦想，用爱诠释
着人民教师这一神圣的称谓。

吓不跑的小姑娘

上世纪 80 年代初，我国教育事业方
兴未艾，师资队伍青黄不接，尤其是在边
远山村。时年 19 岁的支月英，满怀对教
育的热爱、对生活的憧憬，参加了泥洋小
学教师招聘考试。

公榜的那天，年轻的支月英扎着及腰
的麻花辫，踮着脚透过人群，在榜单上看
到了自己的名字。考上了！当她兴冲冲
地把这个喜讯告诉母亲时，母亲却愣住
了：“英子，这么大的事，你怎么不提前和
我商量？”

支月英想不明白，美好的生活正在向
自己招手，妈妈为什么不理解？妈妈反复
劝她：“我们不是本地人，不久就要回老
家。而且山里生活不方便，老师也不好
当。你要是去了那山旮旯做老师，我就回
老家，一辈子都不认你这个女儿！”

支月英的眼泪扑簌簌地往下掉，她紧
紧搂着母亲，“娘啊，您怎能不认我，我是
您的女儿啊”！母亲没有说话，泪水也不
停滚落。最终，执著的女儿还是说服了赌
气的母亲。“你只能试一两年。”无奈的母
亲撂下了一句硬邦邦的话。

刚到泥洋村，支月英就发现，这里条
件比她预想的还要艰苦。当地人烟稀少，
不通班车，孩子们上学全靠步行，要在崇
山峻岭间走 10 多公里，单程就要花两个
多小时。夜深人静时，山风呼啸，鸟兽怪
叫，吓得人难以入睡。恶劣的条件吓跑了
前来任教的外地教师，他们像走马灯似的
来了又走。

看着年轻的支月英，当地村民都笑
笑：要不了几天，这姑娘就会像别的老师
一样哭着跑掉。可支月英非但没跑，还把
根深深地扎在了这山旮旯里。这位外乡
的女教师，用自己36年的倾心守望，成为
深山乡村受人尊敬的人民教师。

不让一个孩子辍学

艰苦的条件并没有难倒支月英。在
泥洋村，支月英与一双双渴望知识的眼睛
相伴。她教孩子们读书识字，唱歌跳舞，
认识大千世界。

刚参加工作时，她的工资只有几十元
钱，有些孩子交不起学费，家长不让孩子
上学，支月英经常为学生垫付学费，垫着
垫着，有时连自己买米买菜的钱都不够，
只得去借。家人不理解，劝她赶紧离开，
她总是笑着说：“日子会好起来的！”后来，
支月英被任命为校长，肩上的担子更重
了，工作也更忙了，既要承担教育教学任
务，还要做好教学点的管理服务工作。

穷山村的学校破烂不堪，她就买了材
料，把教室修好，把冬日刺骨的寒风拒之
窗外，让教室里暖洋洋的。每逢开学，孩
子们的课本、粉笔等都是支老师和其他几
位同事步行10多公里的山路肩挑手提运
上山，一趟下来，他们都累得腰酸腿疼，筋
疲力尽。山村的家长重男轻女，不让女孩
读书，支老师走门串户，与家长促膝谈心，
动员家长把孩子送来学校，没让一个山村
孩子辍学在家。

母亲从老家来学校看她，看到女儿步

行 10 多公里到山下接自己，心疼不已。
支月英对母亲说：“这里山好，水好，村民
朴实善良。”母亲心疼地说：“你就净说好
的！”她只是望着母亲笑笑。其实她心里
充满了对母亲深深的愧疚。她何尝不想
让母亲尽享天伦之乐，但她更愿意把爱意
播撒在这青山绿水，让这份爱生根发芽，
承载起贫瘠山村的绿色希望。

对支月英的敬业，丈夫蔡江宁心里也
有“抱怨”：“她越走越远，反正学校就是她
的家！”抱怨归抱怨，但蔡江宁还是拗不过
妻子的坚持，“没把她拉下山，反被她拉上
了山。不过也好，有啥事过来方便”。

奔赴大山更深处

长期超负荷的工作，使支月英常常头
晕眼花。她患有甲状腺功能减退、高血
糖、高血脂、高血压、声带结节等病症，
2006 年因视网膜出血，一只眼睛已看不
见东西。

“没去看病吗？”《经济日报》记者问。
“学校三个年级就我一个老师，哪里有时
间专门看病？”支月英语气轻松地回答。

2012 年 2 月，组织上考虑到支月英
年纪偏大，身体欠佳，决定调她下山到中
心小学任教。正在此时，一个距离泥洋村
十多里的更偏远山村白洋村群众联名请
支月英到村里任教。白洋村是澡下镇最
偏远的山村。她的家人不赞同她去：“别
的老师都往山外调，你还往更远的深山里
钻！”她乐呵呵地说：“如果人人都向往山
外，大山里、山旮旯里的孩子谁来教育？

山区教育谁来支撑？”得到家人的理解和
支持后，她毅然收拾行李奔赴白洋教学点
任教。

学生李小军行动不便，支月英每天
去接送，还辅导他做作业。在她的努力
下，孩子们进步很快，令家长们赞叹不
已。

2012 年暑假，为解决白洋村教学点
校舍破旧问题，上级教育部门决定新建校
舍。支月英就起早贪黑，一边认真教学，
一边照料施工，帮工人做饭，还把丈夫拉
来帮忙。整个暑假，支月英都是在学校工
地上度过的。

支月英的行为深深地感染着孩子们
的家长，学生刘毅恒的母亲李霞主动当起
白洋教学点的代课老师，“支老师曾是孩
子爸爸的老师。我们从她身上看到了什
么是一个人民教师的责任担当。我也想
像她那样，为学生们尽些力”。

山村学生的“好妈妈”

30 多年来，支月英心中始终只有一
个目标：好好教育孩子，好好对待每一个
孩子，为山里娃的成长多做点实事。

每天，她认真备课、上课、改作业，教
孩子们语文、数学，还教他们唱歌、画画，
与他们一起玩耍。她的付出也得到了学
生及家长们的认可。山花开了，总有孩子
为她采来最香的一束；山果子熟了，总有
孩子用书包带来最甜的一捧；她生病
时，总有孩子带来滚烫的熟鸡蛋；逢年
过节，总有乡亲们送来自己舍不得吃的
东西⋯⋯

支月英难忘此情，难舍此山。她习惯
了在大山里教书育人的生活；习惯了在风
霜雨雪时，把孩子们一个个送回家；习惯
了那些留守孩子把她当姐姐、当妈妈一样
聊天、撒娇。

一茬又一茬的孩子毕业了，有的考上
了大学，参加了工作，但都对支老师恋恋
不舍。山里人早把支月英老师当成他们
的亲人，孩子们只要听说支老师会走的消
息就问：“支老师，您不会走吧？支老师，
您可以不走吗？”看到他们至纯至善的目
光，支月英又怎么忍心离开呢？

“好大一棵树，任你狂风呼，绿叶中留
下多少故事，有乐也有苦⋯⋯”这是支月
英最爱哼唱的一首老歌，每当唱起它，她
的目光总会投向日夜陪伴她的深山里的
棵棵大树，支月英觉得自己也是扎根于此
的一棵“大树”，学生就像是一群叽叽喳喳
的小鸟，在她身边飞来飞去，在她身上筑
起小巢，在她的绿叶间快乐歌唱！

对于现在的生活，支月英感到很满
足，她说：“山里的孩子获得了知识，而我
也享受到了一名教育工作者的快乐。”

扎根深山的一棵大树
——记江西奉新县澡下镇白洋教学点负责人支月英

本报记者 刘 兴

支月英，1961年5月生于

江西省进贤县，中共党员，奉新

县澡下镇白洋教学点负责人。

先后荣获“中国好人”“全国模

范教师”“全国三八红旗手”“全

国岗位学雷锋标兵”“全国师德

楷模”“全国师德标兵”“全国优

秀共产党员”“全国教书育人楷

模”等荣誉称号。

人物小传

金秋的天山南麓，犹如一幅多彩的画
卷。在新疆库车县乌尊镇，红枣、核桃挂
满枝头，迎风摇曳的果实，仿佛向路人“点
头致意”。

哒哒哒，哒哒哒⋯⋯走进玉奇喀拉二
村，缝纫机声此起彼伏。哈那依先·艾尼
瓦尔、米热古丽·艾尼瓦尔姐妹俩正飞针
走线，她们手中的面料正变身为时尚的
绣品。

这两姐妹可不简单。2015年8月，她
们历时 2 个月精心绣制的“同心共筑中国
梦”十字绣匾，委托自治区党委敬献给
习近平总书记，绣匾在北京举行的《在祖
国的怀抱中——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
六十周年成就展》中展出，引发广泛反响。

让姐妹俩特别难以忘怀的是，去年国
庆节前，习近平总书记邀请包括她们在内
的 13 名基层民族团结优秀代表到北京参
加活动，并亲切会见了大家。

“总书记鼓励我们一定要做民族团结
的模范、劳动致富的模范。”两姐妹牢记总
书记的殷殷教诲，返乡后决心办刺绣专业
合作社，带乡亲们共同致富。

“学技术、学汉语、办合作社、宣讲民
族团结，这一年忙得很！”姐姐哈那依先
说，“总书记亲切的话语我们一直记在心
里，乡亲们把我们当榜样，我们觉得身上

的责任重了”。
在县有关部门和宁波市援疆指挥部

的支持下，姐妹俩从北京回到库车没多
久，就注册了“库车姐妹刺绣专业合作
社”。去年 11 月中旬，她们还与受邀来
到库车培训的著名苏绣大师姚惠芬结
对。从那以后，姚惠芬经常通过网络对
姐妹俩进行技术指导，让她们受益匪浅，
也让这对维吾尔族姐妹感到“刺绣技艺
的学问真是比天山还高”。

为提高技艺，她们还参加了河南安绣
文化产业有限公司组织的培训，系统学习
了安阳刺绣的技法。“要学的东西太多了。”
妹妹米热古丽说，“我们要努力吸取各类刺
绣技艺的长处，通过刺绣作品展现大美新
疆、展现民族团结”。

在各方面的帮助下，库车姐妹刺绣专
业合作社已具备一定的生产能力，可生产
成衣、花帽、抱枕、丝巾和手帕等，在今年国
庆节前夕正式揭牌。占地 4 亩的合作社，

设有刺绣服装生产车间、姐妹创作室、设
计处、销售处，以及苏绣、安绣展厅等。

合作社还与恒耀制衣有限公司签约，
成为这家企业的“卫星工厂”。恒耀制衣
董事长欧阳志军表示，公司将为合作社分
配订单，合作社根据订单生产成衣，由此
解决了销路问题。据他测算，目前，合作
社共吸纳刺绣和缝纫工人 50 人，随着订
单的增长，后续可解决200人就业。

让姐妹俩欣喜的是，合作社揭牌当
日，苏绣大师姚惠芬发来了贺信。“刺绣是
一条红线，牵着我，也牵着你们。让我们
大家一起努力，共同圆梦！”姚惠芬鼓励的
话语，直抵姐妹俩的心扉。

“我们的愿望实现了！要把周围的姐
妹都团结起来，让她们到合作社学技术，
靠自己的双手勤劳致富。”姐姐哈那依先
激动地说，“好日子源于党的好政策，在大
家的帮助下，在姐妹们的努力下，我们今
后的日子一定会越来越甜”。

“持五彩丝线，绣幸福人生”，刺绣专
业合作社内悬挂的标语，道出了合作社全
体成员的心声。库车县妇联主席吐尔松
阿依·吾买尔介绍说，库车已建立了县、
乡、村三级妇女就业创业基地，相信在两
姐妹的带动下，会有更多群众走上创业
路，带动乡亲们在家门口实现增收。

持 五 彩 丝 线 绣 幸 福 人 生
——新疆库车“刺绣姐妹”创业记

本报记者 乔文汇

▲ 支月英在辅导
学生功课。
本报记者 刘 兴摄

▶ 支 月 英 在 上
课。 （资料图片）

9 月 27
日，库车姐妹
刺绣专业合作
社揭牌。图为
姐姐哈那依先

（右）、妹妹米
热古丽（左）在
工作。

本报记者
乔文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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