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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 一对山村支教夫妻的视频
在网络上走红， 其中男老师名叫侯长
亮， 湖南邵阳人 ， 2011 年大学毕业
后他先后在广西、 贵州、 云南等偏远
山区支教。 在这期间， 他结识了湖南
怀化人雷宇丹 ， 两人志同道合 ， 从
“网友” 变夫妻， 目前同在云南昭通
一所偏远山村小学支教。

“想去最缺老师的地方”

“我是 2011 年从湖南文理学院
毕业的， 学的是计算机。” 侯长亮说，
当时他在网上看到了偏远乡村孩子
上学的新闻， 很想为他们做点事情。

“这或许与我小时候的经历有
关。 那时候家里很困难， 哥哥很小就
出去打工。 他个子小小的， 很辛苦。”

大学毕业后， 侯长亮和另外两名
朋友来到广西河池大石山区尤齐小
学支教， 侯长亮将四年级的学生带到
六年级毕业。

在物质条件非常艰苦的两年里，
侯长亮想尽办法丰富学生们的课余
生活： 去县城找网络， 下载老电影放
给学生看； 教学生唱歌， 鼓励他们自
信地登台表演。 尤齐小学是寄宿制学
校， 侯长亮晚上还和学生们一起捣鼓
卡片相机， 互相拍照。

想把“没做完的事情” 做完

2013 年 ， 侯长亮准备离开尤齐
小学。 “我想， 是不是能以其他方式
帮助孩子们， 或者以后再回来支教？”

谈起在深圳打工的两个月， 侯长

亮说： “（那时） 总觉得自己在学校
还有什么事情没做完。” 揣着打工
挣的钱， 侯长亮又回到了尤齐小学，
想把 “没做完的事情” 做完。

在接下来的两年里， 他一方面紧
抓学生学习、 坚持家访， 另一方面试
图用通信的方式和这群性格内向的学
生交流。

2015 年 ， 侯长亮被广西媒体评
为 “广西公民楷模十大新闻人物”。
面对媒体的报道， 他有些忐忑： “偏远
山村有很多老师坚持了很多年， 我和他
们比起来算什么？” 因为担心自己无法
平衡突如其来的荣誉和本职工作， 侯长
亮决定离开广西， 前往贵州毕节支教。

他第一次见到了她

在十年的支教生活期间， 除了教
书育人， 侯长亮也意外地收获了一份
爱情。 至今， 侯长亮都清楚地记得和
妻子雷宇丹第一次见面的样子。

时间倒退到 2015 年， 侯长亮突
然收到一条微信好友验证， 当时还在

读研究生的雷宇丹在网上看到了侯长
亮的支教故事后， 便联系上了他， 希
望也能支教。

2017 年 7 月 ， 侯长亮询问雷宇
丹是否愿意一同前往云南昭通走访该
学校， “因为那边是山区， 也是怕她
一时冲动， 到时候去了一半又走， 如
果她愿意去实地看看那边的情况再做
决定， 肯定更好。” 就这样两人从怀
化出发， 坐上了前往云南的火车。

两人买好了同一车厢的车票， 侯
长亮在怀化站上车， 雷宇丹在他的前
一站溆浦站上车。 两人在之前从未见
过面 ， 上车后侯长亮发现火车上很
吵， 却有一位女生正在座位上安安静
静地看着书。

“我也不确定是不是她， 但是她
和周边的人感觉就很不一样， 她后来
也看到了我， 就和我打了招呼。”

两人座位并没有在一起， 放好行
李坐下后， 侯长亮回过头发现， 周边有
唱歌声、 说话声、 吵闹声， 雷宇丹就
在那儿安静地看着书， “当时就觉得这

个女孩子应该是能静下心来做支教的。”

和学生一起完成婚纱照拍摄

实地走访后， 雷宇丹决定留下来
支教。 同年 8 月底， 两人从家里收拾
好行李后， 再次来到了云南昭通市彝
良县海子镇向阳小学。

“学校总共 4 个老师， 只有我们
俩是外地支教老师， 平时也会相互照
顾， 她没教学经验， 教学、 生活上我
们都会讨论交流。” 或许是这种朝夕
相处， 让两人渐渐产生了感情。

“如果问我， 为什么会选择他，
那大概是因为我们相处的时候， 我感
觉自己是完全放松的， 我可以安静，
也可以大大咧咧 。 还有很重要的一
点， 他总是在不断肯定我。”

去年， 两人决定结婚了。 一开始
两人也考虑过去大城市拍婚纱照 ，
“确实没时间， 出去一趟会耽误学生
很多课， 我们就干脆自己拍， 我们本
身就是支教老师， 就想着和孩子们一
起拍。” 侯长亮说。

当地有位每年都要来学校免费为
村民拍全家福的爱心人士， 去年 11
月， 两人趁着对方来学校的时间， 便
请对方帮他们拍摄了婚纱照。

侯长亮现在支教的向阳小学只有一
到四年级， 每个班人数也只有二十余人。
“可能未来有一天我不会再当一位支
教老师 ， 但是也会持续关注乡村教
育， 也呼吁能有更多的人参与进来。”
侯长亮说。 （据人民网公众号）

电池充电要充到 100%，
对电池更好？ 并不是

【传言】 给手机充电时要彻
底充满， 这样能让电池寿命更持
久。

【真相】 经常给手机充电至
100%， 对手机中的锂离子电池并
不好。 因为这种电池之所以能够
工作， 靠的是锂离子在正负极之
间的移动。 而电池的正负极所能
容纳的锂离子数量， 与容量直接
相关。 锂离子电池深度充放电，
可能损坏其正负极的材料结构，
使容纳锂离子的空间变少， 其容
量也随之降低， 电池寿命就降低
了。 虽然手机都有电池管理系统，
能够避免过充或过放， 但长期让
手机保持低电量或满电量， 有可
能损伤电池， 导致其容量减少。
因此， 充电的最好方式就是浅充
浅放， 没电就充， 充满就拔。 长
期不使用手机， 可保留一半电量，
这样能有效延长电池寿命。

（据科学辟谣公众号）

近日凌晨时分， 湖南长沙县康桥
长郡小区 24 岁小伙刘虎踞正要出门
接女友 ， 突然发现对门邻居家冒出
浓浓黑烟， 刘虎踞担心出事， 当即猛
踹邻居房门。 两三分钟后， 邻居赵女
士一家终于被猛烈的踹门声惊醒， 及
时逃出火场。 刘虎踞又立刻打开自己
家门接水， 并拿上干粉灭火器冲进房
间， 在消防员赶到前迅速将明火扑
灭。 “既细心又勇敢， 真的谢谢他！”
事后赵女士一家感激不尽。

10 月 24 日凌晨 2 时许， 长沙经
开区消防救援大队接到群众报警称，
长沙县康桥长郡小区一居民家发生
火情， 需要紧急救援。

好在扑救及时， 当消防指战员到
现场时， 明火已被扑灭， 消防也立即
对火灾隐患进行了排查。

在现场， 救援人员发现一位年轻
男子一直在屋边徘徊。 原来， 在消防
赶来前， 正是他踹房门惊醒屋主， 救
下 6 人。

“看到门口冒黑烟出来， 我赶紧
踹门， 里面过了两三分钟才开门， 这
时候出来人了。” 据男子描述， 事发
时他正好出门 ， 碰巧看到了邻居家
中冒出的黑烟， 立马跑过去踹门， 想
叫醒屋里的人。

这名热心邻居， 叫刘虎踞， 今年
24 岁， 长沙人。 10 月 27 日， 他回忆
起当日凌晨发生的一幕， 颇为淡定：
踹完门， 直到里面的人都出来之后，
我就开始灭火。

刘虎踞介绍 ， 当时是凌晨快两
点 ， 他正准备出门去接加班的女朋
友 ， 却不料看到了邻居家正冒着黑
烟。 “看到对面门口冒了黑烟出来，
我就立马踹门。” 刘虎踞坦言， 这么
晚了房门紧闭， 还有黑烟冒出， 怕是
有人被困在房间里。

踹了大概 2~3 分钟后， 门终于被
打开了 ， 陆陆续续冒了几个人出来
直喘气。 在让主人把电闸关掉后， 刘
虎踞便打开自己家门接水， 还拿上了

干粉灭火器， 进了房间灭火。
谈起自己为何会有勇气踹门救

人， 刘虎踞说： 只是举手之劳。
“我在进去的时候， 火势不是特

别大 ， 我隐约看到客厅有电器被浓
烟包围， 就立马灭火。 当时没想那么
多， 只想着房里没人了， 那就赶快灭
火。” 刘虎踞还说， 女朋友当时也为
他点赞， “她说还好你细心， 看到了
门口有黑烟， 要不然里面那几个人还
不知道怎么样了。”

谈起邻居小伙刘虎踞踹房门救下
自己一家人 ， 屋主赵女士也颇为感
激， “既细心， 又勇敢， 我真的谢谢
他 ， 我也觉得我们一家人很幸运能
够拥有这样的邻居……”

至于起火原因 ， 赵女士告诉记
者 ： “我们住了 6 个人 ， 3 个小朋
友 、 3 个大人 。 当时家里熏了艾叶
条， 边上还放了打印纸等东西， 可能
因此引发了火灾。”

（据新华网）

侯长亮、 雷宇丹夫妻俩与学生们一起拍婚纱照。

“最美婚纱照” 诠释乡村教育情怀

凌晨邻居家起火， 小伙踹门 3分钟救出熟睡一家 6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