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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绍书从小生活在贵州黔西县偏僻
的瓦岗三组哈冲苗寨，十多户人家居住在
蜂子岩山腰上，上面是高高的绝壁，下面
是奔腾不息的错界河。哈冲苗寨看起来
风景很好，但乡亲们的生活异常艰难。这
里交通闭塞，赶个场办点事，要么是坐船
出去，要么就得翻过上百米高的蜂子岩。

在杨绍书的记忆里，小时候的苗寨很
穷，很多孩子一年四季没有鞋穿，冬天脚
趾冻得通红，有时候还吃不饱饭。

因为穷，寨子里很多孩子从小没钱读
书，听不懂汉语，更不会说普通话，与外面
的人无法交流，所以不敢去“赶场”，好东
西也卖不出去。

“我家的条件算是好一点的，8 岁时，
父亲把我送进了 4 公里外的华山小学读
书。”杨绍书说，那时候，全寨20多个和他
年龄相仿的孩子，仅有3人走进了学校，却
只有他读到小学毕业。“因为家里实在没
钱，初一只上了一个学期，我也辍学了。”

一句托付，留守大山苗寨

正当杨绍书为不能继续读书、今后的
路该怎么走烦恼时，1977年8月份的一个
夜晚，当时的公社书记彭正祥冒雨来到他
家，动员杨绍书说：“咱们苗家人为什么
穷？就是因为没有文化，连汉话都不会
说，你现在是咱苗寨最有文化的人，要积
极努力改变这种现状，想请你办个识字
班，教娃娃们读书可好？”

杨绍书听后很犹豫，一方面担心自己
的文化水平有限，承担不了这样的重任，
另一方面他也很想走出大山，去看看外面
的世界。然而，想到苗寨的孩子们到了读
书年龄却无法上学，再没有人教他们读书
识字，那他们就永远走不出这高高的大
山，将会一辈子穷下去。再三思考后，杨
绍书答应了公社书记的请求。

说干就干。在父亲和家人的支持下，
杨绍书把家里 10余平方米的堂屋腾出来
当教室，做了一块木板涂上墨汁当黑板，
在屋子中央摆了几张板凳，上面搭上长长
的木板做课桌，办起了“只有一位老师的
学校”，9名光着脚板的孩子成了杨绍书的
第一批学生。

第二年，学生增加到 15名，第三年增
加到22名。随着学生和年级的增加，找不
到帮手的杨绍书只能一个人教 3个年级。
多年来，很多孩子跟着杨绍书学完三年后，
再去4公里外的华山小学继续学习。

渐渐地，苗寨的家家户户都尝到了孩
子们读书的甜头，赶场时孩子们可以帮助

家人用汉语与人交流，买卖东西会算账
了，好东西也可以卖出好价钱了。

带领孩子们上学，一走就是23年

1995 年，杨绍书的苗寨学校被撤并
到离苗寨4公里外的华山小学。

为了娃娃们能够继续上学，杨绍书每
天带着孩子们翻过蜂子岩，走着山路去上
课，放学了再和孩子们一起回到寨子。

从那时起，杨绍书除了教孩子们文化
知识，护送并保障孩子们上下学安全也成
了他的一项任务。“我要尽力保证他们的
安全，让他们走好这条崎岖的山路。”这一
走，就是23年。

从哈冲苗寨到华山小学，必须翻过一
个悬崖，而且只有一条狭窄、崎岖的“毛狗
小路”。“这里原本没有路，是我们用脚踩
出来的。”杨绍书说。

从山脚到山顶，直线距离不到 500
米，却要行走 50 分钟，如果遇上天寒地
冻，是十分艰难和危险的。

路途中有一处最为险要，要从一块大
石壁上爬过，石壁几乎与地面垂直，需要
徒手抠住石缝才能经过，人称“手扒岩”。
每走到这里，杨绍书就让孩子们等着，他
一个一个把孩子们背过去。

杨绍书说：“每当看到这些年幼的娃

娃走这么远的山路去上学，我就非常自
责，恨自己能力有限，不能解决他们的困
难。”然而，让杨绍书欣慰的是，他的付出
得到了回报。41年里，他教过的400多名
学生陆续走出大山，有 5 名考上大学，毕
业后有的当上公务员，有的成了老板。

让村民住下来，让娃娃乐起来

2017 年，整村搬迁到县城的消息传
到哈冲苗寨，杨绍书兴奋得几个晚上都睡
不着。然而，苗寨的很多老哥、老姐们并
不愿意搬迁，他们担心离开了一辈子耕作
的土地会生存不下去，甚至与镇里动员搬
迁的扶贫干部吵起来。

面对这种局面，作为一名共产党员，
杨绍书积极响应号召，第一个带头搬迁。
同时，他还义务当起了扶贫搬迁宣传员，
他白天到 4公里外的学校上课，晚上回来
走村串户给乡亲们做思想工作。

他和乡亲们说：“40 年前，我选择留
下来教书，就是因为乡亲们不识字。这些
年，一个个苗家后生识字了，外出务工挣
钱了，但我们的生活因为环境太差，改变
很有限。现在政府不要我们出一分钱，给
我们盖房子，让我们搬到县城，娃娃们能
享受到更好的教育，以后会更有出息，这
种好事为什么不干？”

一次次苦口婆心地劝说，乡亲们的眉
头慢慢舒展开了，他们相信杨绍书，相信
一个曾经教了村里三代人的杨老师是真
心对他们好。

今年5月份，哈冲组15户村民全部搬
到了黔西县的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

刚搬来时，村民们看到整洁的小区、
宽敞的道路，走出家门就可以买东西的便
捷，大家既好奇又兴奋。但是，由于生活
习惯和环境突然改变，世世代代生活在山
沟里的村民在很多方面都难以适应，心里
总感觉不踏实。于是，杨绍书主动向他们
宣传讲解好政策，努力使他们搬得出、住
得进、留得下。

村民们搬进县城后，孩子们也来到了
新的环境。在黔西县第十小学1000多名
学生中，有 50 多名学生是从乡村搬迁来
的苗族学生，看到他们与老师和其他民族
的学生交流有困难，校长便找到杨绍书，
聘请他作苗汉双语辅导员，希望杨绍书用
苗汉双语给孩子们搭起沟通的桥梁，杨绍
书爽快地答应下来。

此后，杨绍书经常把大家聚在一起，
开展课外辅导和交流活动，让孩子们尽快
适应学校生活。

“如今的我已年近花甲，但我的使命
还没有结束，我要继续做一名称职的苗汉
双语辅导员，让各族孩子们在党的阳光下
快乐成长。”杨绍书信心满满。

贵州黔西县第十小学教师杨绍书——

为了苗寨孩子能走出大山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王新伟

今年57岁的杨绍书，是一位从事苗汉双语教学工作41年的乡村教师——贵州毕节黔西县第十小

学教师。几十年来，杨绍书发挥自己懂汉语的特长，教孩子们学汉语、写汉字，让孩子们在学习中成长，

让苗寨随着时间长河而改变。请看杨绍书的故事。

回到温暖的家一切都值

“过了年就不准备再出来做事了”，62
岁的四川人黄祖才刚刚通

过安检。一把雨伞、一
个帆布袋和两个手

拎包是老黄全部
的行李，与周围
大包小包的旅
客形成鲜明对
比。老黄推着
行李车轻车熟

路 地 走 到 等 待
区，寻了一个可以

看到窗外的靠边位
置，开始了一个人的等待。

往年都是和老伴一起，今年只有他一
个人在机场等候。在上海打拼了十几年的
老黄，坐在候机室，表面看上去淡定从容，
但从他看向窗外的神情以及早早赶到机
场的时间，都透着他对归家的殷切期盼。
人在此地，心在家乡。

本该是退休享清福的年纪，为了减轻
儿女的负担，老黄一直选择在外打工。儿
行千里母担忧，但父行千里儿也愁。独自
在外的老黄前段时间不小心扭伤了腰，儿
女不放心，给他买了飞机票让他早点回家
过年。“我坐的飞机下午两点起飞，5点前
到家，儿子在机场接我，晚上 9 点钟就能
一家团聚了。”老黄有点兴奋地说。

归家前的等待总是难熬的，老黄说最
期待的就是“回家看看儿女，一家人团聚”。
他坦言，这是他最后一次在上海工作，明年
就在家带儿孙享天伦之乐了。在外漂泊十
几年，1700多公里的距离，两个多小时的
航程，每次回家，内心都饱含着期待与喜

悦。无论这一年的工作多么辛苦、多么劳
累，回到温暖的家，一切都是值得的。

那一抹浓郁的乡愁

早上 9∶05 的虹桥机场，形单影只的
叶爱兵正坐在航班显示大屏前认真看着。
在硕大的屏幕前，一手拎着早餐盒一手拖
着行李箱的叶爱兵，显得弱小。但正是这
一副瘦弱的身躯，5 年来支撑着与家人分
隔异地共同打拼的期待与希望。

叶爱兵来自广西梧
州，5 年前来到上
海松江，在老乡
开办的一家吸
塑厂做工。两
年前，工厂搬
到苏州，叶爱
兵 也 随 着 工
厂一起搬到了
苏州。

她 乘 坐 的 是
14∶30 飞往广州白云
机场的航班，为了搭上老板从苏州来上海
出差的顺风车，她早早地买好早餐提前 5
个半小时就赶到了机场。一想到晚上 11
点就能与儿子、老公团聚了，她激动得早
饭都没能吃下。说到 20 岁便开始打工的
儿子和身体不好只能留守家中的丈夫，叶
爱兵的泪水止不住地往下流。

想家，是无数个异地打拼的日子里最
浓郁的乡愁。儿子小的时候不能常常陪伴，
如今儿子大了总要体体面面地买房结婚，
对于儿子的怜惜与愧疚只能通过拼命工
作、拼命赚钱来寻找平衡与安慰。每年回
家，儿子都去接她，对着一年难得一见的妈
妈，儿子总会无比心疼地问：“妈妈你怎么
又变老了，是不是在外面做工很辛苦啊？”
千苦万苦如烟过，儿子的一句贴心体己话
总能轻松熨平叶爱兵心中的伤痛，比世间
最动人的语言还要打动她的心。

从上海到广州，飞机两个半小时就能
抵达。转乘高铁 1 小时之后，叶爱兵便可
抵达梧州南站，花 2元公交车费就能回到
魂牵梦绕的家。那个家，与千里之外的出
租房有着完全不一样的气息，是最美好的
地方。

难得一次全家远行

在东航爱心服务柜台前，记者见到一
位坐着轮椅的老先生，推着老先生的是一
位长发束起的中年男子。温暖如春的候机
楼内，身负硕大背包、手推轮椅的男子额
头面颊已沁出汗珠，身边的女士贴心地为
男子擦去汗水。

这是一个让人感受到爱与温暖的大
家庭。女儿女婿相伴老人在侧，儿子儿媳
在柜台托运行李，还有儿媳一家共同前往
宝岛台湾旅行。是什么样的情结使两个家

庭的老少共同休假旅行呢？老人的女儿道
出了原委。

1955 年 ，全 国 第 一 批 支 援 大 西 北
1000 余人的队伍前往甘肃，当时未满 17
岁的老先生从天津出发，跟着大部队走了
一个多月才抵达甘肃。在这批支援队伍
中，有100多人去了敦煌，时至今日，这批
留在敦煌尚且健在的人只有 10 余位，眼
前这位老先生便是其中之一。

64年前那次义无反顾的迁徙，将老先
生一生的命运与敦煌紧密联系在一起。在
西北工作的64年中，老先生一直从事大西
北考古、勘察类文博工作，也是当地第一任
博物馆馆长。如今，老先生虽然早已退休，
但依旧心系文博事业。随着老先生年岁增
高，身体条件也逐渐不再适应长途旅行。

“这次台湾之旅将是我们全家人的最后一
次远途旅行。”老先生的女儿说。

“以后每年我们还是尽量会带爸爸短
途旅行。”女儿一边笑着一边招呼办理完
行李托运手续的弟弟和弟妹过来，在记者
的镜头前留下了一张珍贵的全家福。

家是最美好的地方
本报记者 李治国

“没有加氢站网络，
再好的氢能汽车都是一
堆废铁；氢能产业必须
尽快断奶，尽早具备自
我生存能力；技术基本
具备之后，市场的培育
更为关键。”广东佛山市
对口帮扶云浮指挥部总
指挥许国告诉记者，他
结 缘 氢 能 产 业 始 于
2014年6月份。

云浮市地处广东中
西部，生态环境良好，森
林覆盖率达 69.7%，饮
用水源水质和西江云浮
段水质常年保持在二类
标准以上，是珠三角的
天然生态屏障。如何通
过对口帮扶，强化云浮
市生态屏障和水源涵养
地的功能，又能为云浮
打造一个新的支柱型产
业，提供产业支撑？许
国 不 断 思 考 着 这 个
题目。

从佛山来到云浮帮
扶，许国在经过详细调
研后认识到，依托转移
低端传统产业项目实现
帮扶存在较大困难。于
是，他大胆探索新思路，
决定不再沿用传统的产
业转移模式，而是结合
云浮实际情况和产业现
状，努力变低端产业为
高端产业，为云浮培育
起真正具有生命力的新
支柱产业。

经过深思熟虑，许
国决定利用佛山对口帮扶云浮产业共建平台——
佛山（云浮）产业转移工业园，超前打造被称为21
世纪“终极能源”的氢能产业。

2014 年就选择打造氢能产业的许国无疑是
超前的，时刻承受着失败的风险，毕竟当时国内氢
能产业尚处于试验室技术研发阶段。作为决策
者、指挥者，许国承担着巨大压力。

园区建设，在一片荒山野岭中白手起家。佛
山（云浮）产业转移工业园由佛山、云浮两市共建，
园区核心骨干均为两市的帮扶干部。如何提振帮
扶干部们的士气，许国倡导“人，没有氧活不了，没
有氢活不好”的理念；他组织园区骨干赴清华大学
短训，向大家传授国内外氢能产业的相关知识。

园区开发建设，仅靠佛山市财政几年来累计
提供的19.5亿元帮扶资金远远不够，为了破解资
金短缺难题，许国另辟蹊径，以少量帮扶资金撬动
社会资本和金融资本，以最大限度发挥财政帮扶
资金的带动效应。

引入央企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创建园区
PPP开发模式，在较短时间内完成了工业园标准
厂房、基础设施及产业配套工程的建设；先后与中
国建设银行共建总额为 16 亿元的氢能产业股权
投资基金，设立总额为30亿元的氢能产业发展基
金；创新实施“先租后购、拎包入驻”的轻资产招商
模式，并通过股权投资方式在初创和起步阶段给
园区核心企业以有力扶持。

自 2017 年 7 月佛山（云浮）产业转移工业园
正式建成投产以来，已经引进21家氢能产业上中
下游企业，总投资 50 多亿元，并获批筹建国家氢
能技术标准创新基地。

去年 11 月 15 日，园区飞驰公司生产的氢燃
料电池公交客车正式签约出口马来西亚，实现了
中国氢燃料电池汽车出口海外零的突破。11 月
19日，园区企业广东国鸿氢能科技有限公司与云
浮飞驰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携氢燃料电池客车和
物流车亮相2018中国（上海）国际客车展。12月
17 日，园区企业生产的氢燃料电池电堆及系统，
以及氢能客车、物流车和移动应急电源车等一系
列氢能产品又代表云浮市参展第四届珠江西岸先
进装备制造业投资贸易洽谈会。

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是广东高质量发展的最
大短板，而把短板变成“潜力板”，不断拓展云
浮市的发展空间，增强发展后劲，产业扶贫无疑
是最直接最有效的办法。4年多来，佛山对口帮
扶云浮产业共建打造的氢能产业，已强有力地助
推云浮市打造环珠三角经济带发展新引擎，走出
一条绿色发展之路，实现高水平保护下的高质量
发展。

“我认为真正做氢能产业的人，全身心投入这
个产业的人，是不会怀有任何功利私心的，他一定
会义无反顾地去做，不计个人得失地去做，这才真
正体现出一个共产党人的可贵之处，体现一个共
产党人真正的初心和追求。”许国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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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月21日，一年一度的春运拉开序幕。飞机轰鸣、列车飞驰、车轮旋

转，无数国人开始新一轮的大迁徙。

从此地到彼地，一架飞机连接着时间与空间的位移，更连接着春运另一端

等待的喜悦与思念……这一天，记者走进了上海虹桥国际机场T2航站楼。

广东国鸿氢能科技有限公司与云浮飞驰新能

源汽车有限公司合作的氢燃料物流车。

（资料图片）

本版编辑 许跃芝 向 萌

图① 黄祖才在候机。

图② 叶爱兵在候机。

图③ 老先生家的全家福。

本报记者 李治国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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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绍书带着学生去 4 公里外的华山

小学上学。

▽ 杨绍书在为同学们讲弟子规。

本报记者 吴秉泽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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