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黄伊琳（后）和妈妈在阆中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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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是英雄，和大家一样我只是一个普
通的人，当时确实很危险，但这是自己能做也
是应该做的。 ”面对被救小女孩全家人的登门
致谢，黄伊琳很淡然地说。

黄伊琳，90 后，中南林业科技大学风景园
林学院 2015 级学生， 嘉陵江中勇救落水儿
童，表现出当代大学生应有的勇气和责任，荣
获“2016 感动中国之感动湖南十佳人物”。

偶遇落水儿童，她挺身而出
上大学后的第一个暑假该怎么利用？ 有

想法的黄伊琳早就和父母敲定了行程———去
四川阆中，参观学习当地的建筑设计。

2016 年 8 月 8 日， 黄伊琳和妈妈来到阆
中古城闲逛，突然听到一群人高喊，母女俩以
为是江上来渡船了，出于好奇便走上前去。 一
看，两个小孩正在水中挣扎。 岸上几位来自成
都的游客都不会游泳，他们找来树枝，伸过去
搭救，无奈树枝太短，始终够不着。

眼看小男孩越飘越远， 小女孩在水中拼
命扑腾，一浮一沉。 来不及细想，和妈妈一个

眼神交汇后， 以前学过游泳的黄伊琳沿着河
堤滑入江中。 下水后，黄伊琳才发现自己竟然
踩不到底，而且平静的水面下江水湍急，但她
还是不顾一切地游向小女孩。

七八米的距离，如果是在游泳池里，对黄
伊琳来说自然不在话下，可是，嘉陵江江水急
湍，还得一手托举着慌乱挣扎的小女孩，黄伊
琳游得十分吃力。 快游到岸边时，黄伊琳已筋
疲力尽，“妈妈，我快支持不住了。 ”听到黄伊
琳的呼救， 水性不好的妈妈急急忙忙想要下
水营救， 所幸几个游客手拉手地先后把小女
孩和黄伊琳拉上了岸。

“弟弟还在水里。 ”上岸后，小女孩紧紧地
抓住黄伊琳哭喊。 可大家回望江面时，小男孩
已不知去向。

在知道当地市民已经通知了小女孩的家
长后，黄伊琳母女俩默默地离开了现场。 2016
年 8 月 24 日，在黄伊琳家人一再婉拒的情况
下， 被救小女孩全家还是专程来到黄伊琳家
表示感谢。“我只是做了我自己能做也是应该
做的，我无法漠视一个生命在我眼中消失。 ”
黄伊琳最遗憾、 最难过的是没能把小男孩也
救上来。

荣誉纷沓而来 她淡然处之
黄伊琳舍已为人、见义勇为、行善不扬的

行为让她获得了很多表彰和荣誉：
2016 年 9 月 1 日，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专

门下文号召全校师生向黄伊琳学习， 并授予
她“见义勇为奖”；2016 年 9 月 6 日，学校召开

学习黄伊琳勇救落水儿童先进事迹座谈会，
并向黄伊琳颁发了 2000 元奖金；之后，黄伊
琳所在的风景园林学院成立了“琳大爱心”志
愿服务队，用实际行动关爱鳏寡孤独。

2016 年 9 月 27 日， 湖南省教育厅下发
《关于在全省高校开展学习 3 起师生见义勇
为先进事迹活动的通知》，黄伊琳嘉陵江勇救
女童事迹荣列其中；经基层单位推荐、网上投
票、 群众评议和专家评审， 黄伊琳入选 2016
年 9 月“湖南好人”榜，荣获“见义勇为”好人
称号，并获得了湖南省“最美共青团员”称号。

面对众多荣誉，黄伊琳淡然处之，她将获
得的奖金全部捐出，用于资助贫困群体。

对于黄伊琳的见义勇为， 她的同学并不
吃惊，黄伊琳平常也乐于助人。 同学之间出现
矛盾，黄伊琳会主动出面调解；同学向她请教
问题，她会很热心地帮他们答疑释惑。 期末考
试期间，许多同学被高数折腾得满头雾水，高
数成绩优异的黄伊琳每天早上六七点就起床
给同学辅导功课。 她种种举动，让同学们暖在
心头。

好品性源自好家教
黄伊琳见义勇为的举动和她所受的家教

分不开。 黄伊琳的妈妈是一位礼仪老师，很注
重与黄伊琳的沟通， 特别注重她性格上的培
养。 对黄伊琳的教育， 妈妈有自己的一套方
法。 她要求女儿首先要有好品行，其次要有健
康的身心，第三才是学习成绩尽量好。

黄伊琳 6 岁时，妈妈不顾家人反对，将她

送进绵阳外国语学校寄宿， 以锻炼她的独立
生活能力。

“游泳是一个求生技能，遇上洪水或灾害
时还能救命。 ”黄伊琳 7岁时被妈妈这样引导
着去学游泳。“没想到这项技能还真派上了用
场。 ”黄伊琳说。

“我和妈妈经常会写信交流。 ”黄伊琳说。
2011年，妈妈写了一封《给黄小伊的信》，给黄
伊琳提了几点学习上的意见。 2011 年，在《一
份特殊的家庭作业》中，妈妈给黄伊琳提出了
几个问题，让她做出回答，目的是对她进行生
命教育， 让黄伊琳学会尊重、 热爱和保护生
命。 2012年，在《给伊伊的一封信》中，妈妈就
黄伊琳在学习上遇到的困难提出了自己的见
解。 类似的书信还有很多。

家人对黄伊琳的影响远不止如此。 在汶
川大地震中，黄伊琳和家人一起当志愿者，前
往医院和灾民安置点参加帮扶活动； 平时父
母参加公益活动也总会带上她。 正是因为这
样的所见所闻所感， 让黄伊琳从小就对生命
的意义有了深刻认识。 在雅安地震中，她在班
里带头积极向灾区捐款；从高一起，她就坚持
利用业余时间看望帮扶学校附近的一对孤寡
老人……

在紧急关头， 黄伊琳表现出了勇气和担
当。 正如“2016 感动中国之感动湖南十佳人
物” 颁奖词所言：“面对危难、 面对生死抉择
时， 女大学生黄伊琳做出了一个秉承民族优
良传统、敢于担当的公民应该做出的选择。 ”

耶鲁学子成了大学生村官
1985 年， 秦玥飞出生于重庆市一个普通

的工人家庭，父亲带着油渍的工装，是小玥飞
最熟悉的童年记忆。 为了让小玥飞受到更好
的教育，小学时，秦玥飞的母亲带着他去北京
求学。 母亲一边打零工一边照顾小玥飞，两人
住过潮湿阴暗的地下室， 吃过超市闭店时打
折处理的食品，生活并不容易。

高中毕业后， 秦玥飞被美国耶鲁大学录
取， 并获得了全额奖学金， 来自山城的秦玥
飞，飞进了世界名校。 在学校，秦玥飞主修政
治学和经济学专业，他担任了学生会主席，组
建了摇滚乐队，生活在秦玥飞的眼前，展开了
一幅美好的图景。

秦玥飞对社会活动表现出极大的热情，
每逢假期回国， 秦玥飞都会到农村做田野考
察，了解中国农村的发展现状，或者参加支教
活动，为农村的孩子带去知识。

“农村父母对孩子的愿望，和我的父母是
一样的，希望孩子好好学习，考上好大学，拥
有一份好工作。 ”在农村的所见所闻让秦玥飞
明白，农村人对美好生活的渴望，他们在追求
幸福生活而不得时的沮丧， 和自己的父母并
没有不同。

2011 年大学毕业后，他没有选择城市，而
是做了一名大学生村官———湖南衡山县贺家
村村支书助理，用所学所长，去帮助和自己父
母一样的普通人、普通家庭。

脱下短靴换上解放鞋
田园生活远没有秦玥飞想象中的浪漫。

贺家村一座二层高、修建于上世纪 50 年代的
砖楼，是秦玥飞最初的落脚处。 八九平方米的
房间破窗漏瓦，秦玥飞拿着 1450 元的月薪住
了进来。

条件差倒是其次， 复杂的农村社会现状
是摆在秦玥飞面前更大的难题。 村民们不接
受他，觉得他留过洋、名校毕业、讲着普通话，
来农村不过是想要“体验一下生活”。 秦玥飞
想要融入村民中， 却发现周围都是怀疑的目
光。

“来村里时是夏天，天气热，到村第二天
早上我去洗澡，被人知道，我早上洗澡的怪事
就传开了，有人说，这个城里来的孩子是不是
嫌我们脏啊，怎么早上洗澡。 ”村民们的议论
给秦玥飞上了一课，“不能变得跟村民一样，
就没有办法得到他们的信任。 ”

秦玥飞脱下自己的短靴， 换上老乡送的
解放鞋；把印着英文字母的 T 恤翻过来穿，遮
住花哨的装饰；见面主动和村民们打招呼，见
到长辈抽烟马上递上火……村民们一天一天
接受了秦玥飞， 有人开始找他解决简单而琐
碎的事情。

修热水器，给家中的孩子补课，帮忙挑水
搬东西，只要有人叫他，秦玥飞总乐呵呵地答
应。 他的脖子上挂着草帽， 耳后夹着一根香
烟，在田梗上忙碌的样子，渐渐地和身边村民

没有了区别。
做好人好事也干惠农大事

好人好事做多了， 秦玥飞和村民们日渐
熟络，有人向秦玥飞反映他们更大的诉求。 贺
家村水利设施年久失修，水渠是泥渠，天旱时
县里的水库放水， 十分水到村里只剩下一两
分；遇到发洪水，轻易就能把田地淹没，一年
的收成化为泡影。

秦玥飞决心为村里修好水渠。 他跑了几
趟北京，让留学圈里的朋友牵线，找到几个企
业和个人赞助。 钱到手了，秦玥飞带着村民们
扛着建筑材料一点一点完成建水渠的工程。
水渠建成不久，湖南遭遇大旱，贺家村新水渠
让农田度过难关。

“凭自己的力量做不到的事情，我可以号
召大家一起来做。 ”秦玥飞意识到自己的优势
所在：搭起贺家村与外界沟通的桥梁，让更多
人为乡村建设伸出援手。

思路打开后， 秦玥飞的工作更加得心应
手。 了解到贺家村的空巢和留守老人多，秦玥
飞求助耶鲁大学学设计的学弟学妹为村里的
老人设计了田园式的敬老院， 完美解决了农
村老人不愿意住敬老院的难题。

秦玥飞说：“农村另外一个需要关注的群
体是孩子。 贫困闭塞的环境让他们没有机会
得到优质教育。 ”他找到社会公益组织，希望
用信息技术将优质的教学资源带进农村的课
堂。 不久，他把光纤拉进贺家村小学，学生们

通过平板电脑，看到了外面的世界。
为了更美更真实的乡村

2012 年 10 月， 衡山县进行人大代表选
举，3547 名选民中，3027 人将票投给了秦玥
飞， 当选衡山县人大代表的秦玥飞说：“比收
到耶鲁大学的录取通知书还要高兴！ ”

当上人大代表后，秦玥飞觉得自己要“代
表”村民，为大家做些实事。 他一家一家地进
行选民走访， 听取大家的意见和建议， 发现
“校车”问题是大家关注的焦点。

彼时，衡山县的校车大多是面包车，一个
小面包车里挤二三十个孩子的情况不少见。
秦玥飞把百姓的要求写进提案，递交上去。 他
一边募集校车资金，一边跟教育、财政、税务
等部门沟通，寻求支持。 功夫不负有心人，秦
玥飞又为村民解决了难题。

秦玥飞成了老百姓的知心人， 也得到了
组织的认可。 2013 年 5 月，湖南省人民政府授
予秦玥飞“一等功”奖励，共青团湖南省委授
予秦玥飞第十五届“湖南青年五四奖章”。 同
年 10 月， 秦玥飞获选 CCTV “最美村官”。
2014 年 1 月， 秦玥飞当选为衡阳市第十四届
人大代表。 2014 年秦玥飞平生第一任村官任
期满，他没有接受组织提拔，而是选择到当地
的白云村继续做村官。

在秦玥飞看来：“更真实的中国不在手机
里，而在农村、街道、社区、学校……我们的社
会需要评论者，更需要建设者。 ”

“感动湖南”的“耶鲁村官”秦玥飞
本报记者 余娅

90后黄伊琳嘉陵江中勇救落水儿童———

“无法漠视一个生命在眼中消失”
本报记者 胡荧 通讯员 邹敏

秦玥飞（右）和村民席地而坐

“农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你我没有不同。 从耶鲁毕业后，我面临的选择
是用所学所长，让自己过上美好的生活还是帮助他们过上更好的生活。 我选择
后者，选择做一名大学生村官。 ”2016 年 11 月 30 日，北京大学凯原楼，31 岁的
秦玥飞又一次说起他的村官故事。 入场时，每个人都领到了几枝来自农村的金
黄“麦穗”，这是秦玥飞发起的“黑土麦田”乡村创客计划的象征。5 年过去，这位
带着书生气的学子，已经与农村、与土地紧紧拴在一起，无法割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