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社址：长沙市芙蓉中路一段 442 号 ●邮编：410005 ●电话：广告部 84329417 发行部 84313258 邮政热线 11185 ●湖南日报报业集团印务中心承印 地址：长沙市望城区黄金镇湖南报业文化城 ●广告经营许可证号： 430100s042 ●零售价：每份 2元●本报社址：长沙市芙蓉中路一段 442 号 ●邮编：410005 ●电话：广告部 84329417 发行部 84313258 邮政热线 11185 ●湖南日报报业集团印务中心承印 地址：长沙市望城区黄金镇湖南报业文化城 ●广告经营许可证号： 430100s042 ●零售价：每份 2元

16 电话：0731-88317950��E-mail:kjxb001@126.com
编辑：龙力版式：谭笔耕 校对：李琳娜2017 年 5 月 17 日

星期三 科教新报 广角

“固执”的产妇
“这个孩子没有抢救价值了，将来非傻即

瘫。 我建议你们放弃。 ” 1988 年 7 月，一起医
疗事故造成邹翃燕的胎儿宫内窒息。 躺在产
房里早已筋疲力尽的她， 接到的是 5 张病危
通知单和医生一句“理性”的建议。 “别要这个
孩子了，将来会拖累我们一辈子。 ”丈夫近乎
无情的理智，刺痛了邹翃燕。

为了让腹中胎儿来到人世吸一口新鲜空
气，25 岁的邹翃燕已经用尽了每个毛孔的力
气，神志恍惚了。 十月怀胎，数次晕倒在讲台，
被学生抬回家；改变爱睡懒觉的习惯，天天早
起读诗；买最新鲜的食材，自己做自己吃，吃
了吐吐了吃。

“不行！ 我要把娃生下来！ 他的小脚丫曾
经那么用力地踹我的肚皮， 他的小心脏和我
的心脏一起律动。 我曾经承诺要把他带到人
间，同喜同悲。 ”母亲的本能如洪水般汹涌。

“你不听医生建议，这么固执，你自己养
这个孩子！ ”丈夫的话字字如刀。女本柔弱，为
母则刚。 在命运多舛的骨肉和陌生的丈夫之
间，邹翃燕毅然地选择了前者，自此开始一段
前途未卜却注定铺满荆棘的人生。

“全能”的妈妈
丁丁小脑运动神经受损 ，1 岁手不会捏

握 ，2 岁才会站立 ，3 岁才会走路 ，6 岁才能
跳……儿子比同龄人慢几拍的人生里，倾注
着邹翃燕比其他母亲多几倍的努力。

当年， 在武汉幼儿师范学校任教的邹翃
燕月工资不过 100 余元。 丁丁的康复治疗全
部自费，光按摩就一周 3 次，每次 5 元。 3 代 4
口人挤在一间 20 平方米的平房， 遇上雨天，
屋外大雨室内小雨， 床头床尾摆满接漏的盆
桶，窗台上经常长蘑菇。 为了养家糊口和给丁
丁治病，她跑遍全省做礼仪培训，还兼职卖过

5 年保险。
艰苦的治疗过程不堪回首， 支撑邹翃燕

的只有一个信念： 医生虽从未承诺丁丁能恢
复到什么程度，只说治疗一定比不治好。

为了给儿子一个尽可能好的将来， 她不
遗余力地做了所有能做的事： 把自己训练成
按摩师，一有时间就给儿子按摩；午间休息也
要跑回家陪儿子玩撕纸游戏，开发智力；买入
各种保险，万一孩子无法自立，给他一个基本
生活保障。

“妈妈养育我非常辛苦。我小时候，她白天
要上班，晚上还要带我去看病，风雨无阻。记得
一次去按摩赶上下大雪， 妈妈骑自行车带着
我，陷进泥坑里，把我扶起来，自行车倒了；把
自行车扶起来，我就倒了。等到了医院，母子都
成了泥人。 医生看到后大吃一惊，说今天这样
都觉得你们不会来了，我妈妈说我的病情耽误
不得，医生都感动得热泪盈眶。 ”丁丁回忆道。

“孩子第一次站立，第一次迈步，第一次
叫‘妈妈’，都是上苍给我的礼物，老天待我不
薄。 ”邹翃燕眼里都是感恩，仿佛那些不幸都
被过滤掉了。

“狠心”的母亲
在别人眼里， 邹翃燕有时候是一个 “狠

心”的母亲。 丁丁运动不协调，用筷子这种小
事对他来说难如登天。 别人看不下去，劝邹翃
燕别让他学了。

“以后一桌人吃饭， 就他一个人不用筷
子，别人就会好奇。 他必须要跟每个人解释自
己脑瘫，那会极大伤害他的自尊心，所以我坚
持让他学。 ”邹翃燕说。

打过、骂过，过了一年多，丁丁终于学会
了使筷子。

“我不想他因为身体疾病自惭形秽。 就是
因为他很多方面不如别人， 我对他的要求才
更高，让他更努力。 ”

邹翃燕想尽办法帮助丁丁克服身体缺陷
给学习带来的障碍。 丁丁握不稳笔，她就拿着
他的小手，从粗的画笔开始，练习画一些形状，
再换细的笔。 从 1 岁起她每天坚持带丁丁读
书，不到两岁，孩子就认识了 100 多个汉字。

而丁丁上学后， 邹翃燕却从不辅导孩子
功课，也从不逼孩子上培训班。

“如果只看学习， 那我妈妈看似是在放
羊。 但是她的关注点在更高层次的东西。 ”丁
丁说，“我妈妈的一句口头禅是，‘别问我，我
是文盲’。 我觉得这也是一种教育理念。 ”

“我留下孩子，就会陪他到底。 养孩子特

别辛苦时， 我也曾想过， 如果哪天撑不下去
了，我就带他一起走，绝不留他一个人在世上
遭罪。 ”就是抱着这样的决心，邹翃燕一路披
荆斩棘，带儿子闯过人生的重重难关。

精神的“导师”
在母亲精心陪伴和严格要求下 ， 丁丁

2011 年从北京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毕
业，同年进入北京大学国际法学院就读。 2016
年 3 月， 已经工作两年的丁丁被哈佛大学法
学院录取。

“我从来没敢想过申请哈佛，是妈妈不停
地鼓励我让我试试。 我每次迟疑不前时，妈妈
都会伸出有力的双手，护我前行。 ”丁丁说。

谈到培养儿子的成功之道， 邹翃燕觉得
两点最重要：尊重孩子和家长的自我成长。 在
儿子面对重大人生抉择时， 邹翃燕都把丁丁
当成平等的“谈判对手”。

丁丁也认为， 平等协商是他们母子健康
关系的基石。 “很多家长在职场上可以雄辩滔
滔，面对孩子不是溺爱成性，就是缺乏耐心，
不会用平等而严肃的态度来和自己的孩子讨
论。 我妈妈则不同，意见相左时，她会引经据
典让我心悦诚服接受她的观点。 ”

在丁丁眼里，妈妈是“精神导师”。 邹翃燕
则称自己是孩子的挚友。 “我从不觉得自己伟
大。 我更愿意把自己定义为一个为了孩子而
不断成长进步的妈妈。 ”

今年母亲节，丁丁说，虽然哈佛慷慨地提
供了多达学费四分之三的助学金， 但是剩余
四分之一费用对母亲来说仍是不小的负担。
“我小时候常常想，自己 30 岁应该如何如何，
现在我 29 岁了，还是要妈妈养着。 我希望能
争气一点，早点养活自己，让妈妈也过上好一
点的生活。 ”

（来源：《北京日报》钟雅/文）

将“家”安在了水桶村
在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花垣

县补抽乡水桶村， 许多村民生平第一次听
到“分红”这个词。 贫困将这个大山里的苗
族寨子围住。 100 多户人家，多数居住在祖
辈传下来的木头老宅里， 火塘生生不息绵
延百年。

几年前，水桶村的路刚修通，一批批族人
接连走出去讨生活。 就像中国农村的许多地
方一样，这里剩下白发老者和垂髫少年。 2016
年 8 月，这条路为村里送来 3 个大学毕业生，
还有从美国回来的。 紧接着，无人问津的野生
猕猴桃变成“网红”水果，农家腊肉顺着这条
路出去，出现在城里人的餐桌上。

“年轻人的生命里应该有乡土”，但 23 岁
的城市姑娘杨琪发现， 自己对中国农村一无
所知。 在美国读书时，她曾把信用卡递给皮肤
晒红的农夫交换新鲜的果蔬， 农民是受人尊
敬的职业。 在日本访学时，她发现受过高等教
育的年轻人愿意回到小镇工作， 那里的公共
服务像大城市一样便利。

“要回到我自己的国家，让人们意识到乡
土的价值。 ”从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毕业
后，杨琪想扎进中国农村。 她的这些想法，与
黑土麦田公益不谋而合。 该机构创始人秦玥
飞从耶鲁大学毕业后，成为一名大学生村官。
他希望招募一批有想法的年轻人成为乡村创

客，以扶贫专员的身份带动村民创业。 两年服
务期内，根据绩效考核，最多可获得 20 万元
的收入（含食宿、津贴）。

2016 年夏天，30 名创客从清华、北大、哈
佛大学、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出发， 分散到湖
南、江西、山东、广东的 10多个村庄。 陈旖雪、
杨琪和何艳艳 3 个女生将“家” 安在了水桶
村。 她们渐渐习惯睡觉时有青蛙跳上额头，习
惯一觉醒来房间变成“昆虫博物馆”，习惯厨
房里常有小羊光顾。 交通不便，她们就蹭上三
轮车去镇里， 学会像冲浪一样随着山路颠簸
不断调整重心。

3 个“讲普通话的”女生
面对村委会里的喧哗， 善于表达的陈旖

雪清了清嗓子， 拉长语调喊了句“大叔、阿
姨”，人群顿时安静下来。

“过年的时候组织大家卖腊肉，成本也给
了大家，我们还赚了一笔钱，合作社的社员人
人有份。 ”每句话，陈旖雪都要慢慢地重复 3
遍，用眼神和村民交流一圈获取反馈。 而读大
学时，她是出了名的“快语速”。

“谢谢你们。 ”村民龙英超用普通话大声
回应，其他人都笑了。 在这个苗族村寨，祖辈
都用苗语交流，3个“讲普通话的”女生在这里
格外稀罕。

在这个距县城 40 多公里的村子，多数村
民靠种田为生，一年到头勉强糊口。 有些人养

羊、养猪，但也寻不到好销路。 经过一个多月
调研，3名创客决定在村里成立合作社，“集中
力量办大事”。

她们搬出了《新闻联播》，把关于合作社
的片段播放给村民看。 陈旖雪将长篇大论浓
缩成一句口号———“买东西少花钱，卖东西多
挣钱”。 为了让老乡体验一把合作社的魅力，
她们拿村里的野生猕猴桃试水， 组织大家采
摘。 一个月下来，这些大自然的馈赠通过网上
众筹卖出，成为村民的一笔额外收入。

腊肉是合作社的第一单大生意。 分红大
会上， 何艳艳把一份明细表放在每位社员面
前，上面列着收入、成本、盈余以及分红，等
等，密密麻麻 3 页纸，需要村民挨个签字才作
数。 这次分红，村民最多的能分到 694 元，最
少的有 6.5元。一双双种田的手、喂猪的手、砍
柴的手，一笔一划签下自己的名字。 在过去，
他们习惯挑着百十斤的农货在山路上穿梭几
个小时，辗转把东西卖到州府吉首，已经“顶
破天”了。 祖祖辈辈就靠这样的营生，勉强过
活。 把农产品卖到全国，坐在家里数钱，大山
里的人从不敢想。

化身“腊肉厂女工”
合作社成立后，3 个姑娘盯上了农家腊

肉。 但因“远在深山人未识”，并没什么销路。
她们把网上的爆款腊肉尝了个遍，觉得“还是
我们村的好”。 她们请村民做实验，找出口感

最好的调料比例，研究熏制时间，愿意卖腊肉
的 8名社员依葫芦画瓢熏制。

在想象中，村民经验丰富，手法老道，腊
肉质量应该不成问题。 3 个姑娘觉得稳操胜
券，发起网上众筹。 在美国待了 4 年的杨琪，
终于有机会发挥她的西餐厨艺。 她用腊肉取
代火腿和鸡胸肉，教网友制作三明治。 还根据
旧金山著名的奶油蛤蜊浓汤，就地取材，发明
出土豆腊肉浓汤。

带着烟火气的乡土滋味， 很快得到网友
支持。 第一批众筹还没结束，就有人呼吁发起
第二波。 但没人知道，这些在网上大受追捧的

“小清新快手美食”诞生在乡村厨房。 灶台用
几块砖砌成，碗柜是个废弃的文件柜，面包要
翻过几座山才能买到。 为了包装腊肉，她们还
买来手套、口罩、帽子、围裙，化身“腊肉厂女
工”。

在其他村庄， 通往市场的大门也被陆续
叩开。 30 名乡村创客，在 15 个贫困村建立了
12个合作社，通过众筹的方式，用大米、蜂蜜、
山茶油， 为村民换回孩童的学费、 娶亲的彩
礼、新宅的家具。

这些用农产品连接乡村和市场的创客，
希望生长在这片土地上的年轻人也能意识到
乡土的价值。 当地追逐远方的少年，第一次认
真端详起家门口的大山。

（来源：《中国青年报》 李玥/文）

单亲妈妈花 28年把重度脑瘫儿送进哈佛

名校学霸扎进中国农村
� 4 月 14 日晚上 8 点， 在湖南湘西一个人口不到 500 人的小村庄，3 名女大学

毕业生组织了一次令村民吃惊的分红大会。在这间全村最亮的屋子里，村民围着桌
子坐了一圈，烟气顺着种田的手弥漫开来。 对着 20 多个苗族乡亲，23 岁的陈旖雪
清了清嗓子。 “我们要进行合作社的第一次分红。 ”她补充道，“分红，
就是发钱”。 “几个大学生还能给咱发钱？ ”一个村民追了句。 笑声、
咳嗽声、扯着嗓子的交谈声，门外稻田里的蛙声，交织在一起。

母亲节，美国马萨诸塞州查尔斯河畔，哈佛大学中国留
学生丁丁（第二个丁音同“铮”）在宿舍里等待着母亲邹翃燕
回复微信。 每次联系不上妈妈时，他就格外想妈妈。 近 2 万

公里外，中国长江边上的武汉市，邹翃燕念叨起即将而
立的儿子，眼睛笑得像月牙。“他在哈佛遇到任何
生活或情感上的问题，第一个想到的还是我。”
只是，丁丁并不是人们想象中的“妈宝男”。他曾
是重度脑瘫患儿。 为了给儿子治病，邹翃燕不
惜做一名单身母亲， 把全家扛在肩上……谈

起过去，她的思绪一下子回到了 29 年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