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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运让她成了 121 个孩子的“妈妈”
阜新爱心启智园园长李颖不抛弃不放弃，帮扶残障儿童扬起智慧之帆

本报记者张倵瑃、刘学奎、徐祥达

一袭短发，一脸笑容，黑框眼镜，清爽干
练。李颖每天早晨都这样迎接孩子们。

孩子们笑盈盈地，有的叫她李老师，有的
叫她李妈妈，她一一夸奖孩子们的进步。

这是一群“特殊”的孩子，有的智障，有的
听障，有的患孤独症。他们就读的阜新市爱心
启智园，李颖既是园长，又是“妈妈”。

从 2005 年创园之初的 73 平方米小屋，
到如今 1500 平方米的综合性多功能康复型
园；从一个孩子的母亲，到 121 个孩子的“妈
妈”，46 岁的李颖说，命运使然。

脑瘫儿的母亲

李颖原是阜新市煤炭博物馆讲解员，性
格开朗，爱说爱笑。1996 年，李颖的女儿早
产，原以为孩子出生是幸福生活的新起点，没
想到却是她人生轨迹巨变的开端。

李颖的女儿将近两岁时，被诊断为脑瘫。
她“不愿意相信，不愿意承认”。如今说到往
事，她仍然不能自已，一脸泪水。

她不顾家人反对，辞掉工作，带着女儿踏
上求医问药之路，“绝不放弃治疗，绝不抛弃
女儿，只要我一息尚存”。

李颖带着女儿来到沈阳，但昂贵的治疗
费用她实在无力承担。于是，她自己买来特教
书籍自学，每天带着女儿进行肢体和语言的
训练。“我始终有一个信念，女儿一定能变好！”

女儿 4 岁时还在用学步车，李颖带着女
儿去广场散步，不少人指指点点，盯着她们母
女看，“那种感觉像刺心一样难受”。

李颖好强。
她自问：“我的面子重要，还是孩子的健

康重要？”
她告诉女儿：“要主动和小朋友一起玩，

别在乎别人的眼光。”
女儿说话大舌头，李颖就手垫纱布拽着

女儿的舌头，一遍遍地训练；女儿开始走路
时，肢体动作不协调，跌跌撞撞，经常磕破膝
盖擦伤手臂，李颖带着女儿爬楼梯练腿劲，还
带着女儿“观摩”正常小朋友走路。

女儿 6 岁时独立走出了人生的第一步，
李颖永远铭记那一刻，“我抱着女儿哭了起
来，此前所有酸甜苦辣瞬间都化作泪水”。

女儿因先天脑发育不全，写字时颈椎直
立困难，李颖就拽着女儿的小辫，让女儿昂起
头来写。女儿做作业特别吃力，别人半小时就
能完成的作业，她要两个小时。李颖一直陪女
儿直到写完。

如果不是因为女儿，李颖很难发现自己
有多么的坚韧和耐心。

女儿今年 21 岁，已基本康复，在阜新一
所专科学校就读计算机专业，喜爱摄影，还被
省残疾人游泳队选中，进入沈阳体育学院集
训，“是一个特别阳光特别自信的女孩”，李颖
说起来是那么自豪。

残障幼儿园园长

李颖的女儿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的
成长是快乐的，我感谢妈妈为我做的一切，我
也能理解、支持妈妈的事业。

女儿逐渐长大，李颖积累了丰富的残障儿
童康复经验，也接触了不少同样不幸的家庭。
她了解到，很多残障儿童由于种种原因错过了

最佳康复期。“我们阜新是个小城市，而且有残
障孩子的家庭往往比较贫困，也掏不起上特殊
教育机构的钱”，李颖想办一个特教机构。

2005 年 9 月，李颖跟亲戚借了 6000 块
钱，租了一间 73 平方米的小房子，办起了爱
心启智园。李颖立下宏愿，要创办阜新自己的
康复机构，让更多的残障儿童得到康复治疗，

让贫困家庭的残障儿童也能上得起学。
办学路漫漫。李颖很快遇到头一个问

题——— 园开了，学生却招不到。
就在李颖发愁时，她注意到自己租的房

子后面有个小区，一位老奶奶经常带着孙子
在小区里散步，孙子不小了，也没上学，行为
举止有些异常。

李颖是个有心人，上前套近乎：“阿姨，看您
经常带着孙子溜达不累吗，怎么不送幼儿园？”

老太太告诉李颖，孙子出生后，表现越来
越反常，但孩子父母不相信，也不让送幼儿
园。李颖现身说法，打动了这位老太太，又说
服了孩子的妈妈，“早治疗、早干预”。一家人带
着孩子去医院检查，被诊断为典型的孤独症。
于是，一家人把孩子郑重地托付给了李颖。

这名孤独症儿童成为李颖的第一个学
生，此后，李颖陆续招来 5 个学生，5 个孩子
5种不同的病症。

“刚开始没经验，也没钱，每个孩子只收
300 元学费，也聘不起特教老师，只能自己讲
课，自己带着孩子们做康复训练，自己买菜做
饭。”李颖说。

孩子们多了需要一一照顾，李颖每天就
让女儿先睡，等到晚上 9 点别的孩子都睡了，
再叫醒女儿给她辅导功课，如此这番，坚持了
好多年。姐姐和妈妈因为心疼她，先后加入了
李颖的团队，“母女三人齐上阵”。

孩子们的功能康复训练必须在科学的指
导下进行。为此，李颖走出阜新，去沈阳皇姑
区启智幼儿园取经，去营口特殊师范学校购
买专业教材，去南京特殊师范学院进修……

智障孩子的语音训练最费心思，有的孩
子连最简短的句子也说不出来，李颖就一遍
又一遍地教。孩子们在学数字 1 、2 、3 、4 、5
时，有的孩子不愿说“4”，想跳过去，李颖就
在“4”的卡片下面放瓜子、巧克力等零食，作
为奖品引导孩子来说。当孩子能说出完整的
句子时，李颖能激动得跳起来。

李颖写了三封信

孩子慢慢多了起来，李颖的小小启智园
充满欢声笑语，但压力也随之而来。

“地方太小了，又没有多少钱，更不能向
这些孩子的家长加收学费，该怎么办呢？”李
颖说，“最困难的时候，我有一天晚上做梦时，
梦到自己对着镜子，满头都是白发。”

2005年底，李颖决定，给市政府写信求助。
李颖的第一封信花了很多心思，是用英文

写的，署名“一只麻雀的来信”，“标新立异其实
还是为了引起领导重视，我就是想让市里知
道，阜新还有人在做这件事情。”李颖说，市政
府很快给她回信，有关部门也给她资助，她换
了一间 140 平方米的房子，一下子宽松了不
少。

随着名气的增加，孩子从四面八方不断
涌来。看着家长们急切的目光，李颖不忍心拒
绝，孩子很快增加到了 20 多名，地方又不够
用了。

2006 年，李颖给市政府写了第二封信，
说明了自己的难处。很快，市残联免费给李颖
提供了康复训练和教学的场地，又给了她很
多项目政策的支持，启智园慢慢步入正轨。

这些年，启智园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2015 年，启智园随着残联搬到了新楼，拥有
1500 平方米的教学区，完整的康复教学设
备，单独的特训室——— 阜新爱心启智园真正
成为一座集保育、教育及康复训练为一体的
专业特教机构。

2015 年，李颖给阜新市委书记张铁民写
了她的第三封信，表达了她想给启智园的孩
子们拍一部微电影的愿望，信里也客观反映
了阜新市残障儿童教育工作的现状。张铁民
在她的来信上批示道：“要关心残障儿童的成
长，支持残教事业发展，迅速掀起全社会都来
关心支持残障儿童的高潮……”这一次，李颖
又一次实现了她的愿望。

如今的爱心启智园，窗明几净，温馨舒
适，孩子们如同春天里可爱的小燕子，充满了
活力。在 20 多名专业老师的辅导下，有的孩
子在学习架子鼓，有的在画沙画，有的在学习
串珠手工艺品制作，有的在跟着老师大声朗
读……孩子们有专门的素描课，还有专业的
音乐教室……
智慧之帆，从这里启航。

“瞄”向残障“大孩子”

2005 年，李颖萌生办特殊教育机构的想
法以后，曾到阜新市海州区各社区询问有没
有特殊情况的孩子。回答好像事先串通好了，
“我们这里没有。”

“那时，阜新很多残障儿童的家长，对自
家孩子的状况认识不及时、治疗也不及时，更
有家长讳疾忌医，干脆藏着掖着，带孩子出去
也不让说话，生怕别人看出问题来。”李颖说，
这是最大的问题，一来二去好几年，就耽误了
孩子最好的康复治疗期。

李颖印象深刻的是，园里组织孩子和家
长去营口市鲅鱼圈游玩。一位母亲带着 13 岁
的儿子，碰巧老师们都不在身边，孩子又要上

厕所，母亲左右为难，不知道怎么办。这时，孩
子等不及了，脱下裤子当众就尿了出来。

戴着红袖章的管理人员见状赶了过来：
“这么大的孩子怎么还随地小便？”

“我们家孩子有问题！”
“有问题你还带出来！”
这位母亲回到旅游车上委屈得放声大哭。
“遇到困难为什么不求助呢？为什么不让

人领着孩子去厕所？是家长的面子重要还是
孩子的健康更重要？”李颖把当年的自问拿出
来问人。

宁宁(化名)的沙画画得特别好，宁宁妈
妈的理念就很先进，不避讳孩子的问题，同时
做最大努力的治疗，再给孩子施展才华的空
间。“宁宁马上就要去沈阳参加沙画比赛了。”
李颖说。

从李颖的启智园走出去，慢慢融入社会
的孩子不止宁宁一个，已有很多孩子经过康
复治疗后情况良好，转入了普通学校。

“孩子们慢慢都长大了，他们成年后怎么
办？”李颖说，爱心启智园其实是针对低龄段
孩子的，说到对于未来的筹划，还要提到另一
段往事。

前几年，有一位母亲把她智力发育不健全
的儿子送到李颖这儿，看能不能接受康复训
练。李颖一看，都已经是 20来岁的小伙子了。

李颖一下子犯了难。但孩子母亲殷切的
目光让她不忍拒绝。

经过李颖和老师们的耐心指导、细心训
练，这名特殊的学生慢慢学会了自己坐公交
车，自己料理一些内务，还能帮园里送送孩
子，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现在那个孩子已经离开了启智园，但逢
年过节，他总会想到我，给我打电话，祝我节日
快乐。”李颖说，这个“大孩子”触动了李颖，这种
已经成年的大龄残障人士，如果不能得到及早
地引导，不能及时进行生活技能和职业技能的
培训，迟早会成为家庭乃至社会的负担。

今年，爱心启智园启动了阳光家园计
划，专门针对 16 岁以上的孩子，通过职业技
能培训，教他们做串珠工艺品，做肥皂，做蛋
糕等等。“要让这些孩子能够做一些力所能
及的事情，这样既能减轻家庭和社会的负
担，也能增强孩子们的自信和尊严，这是我
从事残障教育事业下一步要考虑的问题。”
李颖说。

如今，李颖依然每天早晨站在门口迎接
孩子们上学，每天傍晚再送他们离开，她觉得
这样的日子，每一天都是充实的。

“我脑子里一直憧憬着一幅画面：当有一
天我老了，成了白发苍苍的老太太时，夕阳西
下，我走在大街上，身后都是我的孩子们，一
群接一群，还有那满天灿烂的晚霞。”李颖说，
“我在等着那一天的到来。”

▲李颖在查看孩子们上课情况（7 月 20 日摄）。 新华社发（龙雷摄）

这是一群“特殊”的孩子，

有的智障，有的听障，有的患
孤独症。他们就读的阜新市爱
心启智园，李颖既是园长，又
是“妈妈”

从 2005 年创园之初的 73
平方米小屋，到如今 1500 平
方米的综合性多功能康复型
园；从一个残障孩子的母亲，

到 121 个残障孩子的“妈妈”，
46 岁的李颖说，命运使然

塞罕坝防火瞭望员：“寂寞”逼出来的画家
新华社记者曹国厂、于佳欣

在森林深处，建一座房子，吟诗、作画、养
花、剪纸……这种世外桃源般的生活，想必会
令无数人神往。然而，如果生活在这种房子里
10 多年，每年有 9 个月几乎与世隔绝，那会
是怎样的情景？

“除了孤独，就是寂寞。”现年 46 岁的刘
军和 47 岁的齐淑艳夫妇如是说。

刘军和齐淑艳是河北省塞罕坝机械林场
的防火瞭望员。塞罕坝地处河北省承德市北
部与内蒙古浑善达克沙地南缘交界处。1962
年，国家在这里建机械林场，55 年来，几代塞
罕坝人营造出了 112 万亩森林。

林场内海拔 1940 米的大光顶子山是塞
罕坝的制高点。山顶上一座四层高的白色建

筑“望海楼”，在茫茫林海中显得突兀而孤独。
刘军、齐淑艳就在这里长期工作、生活。他们
的工作是，白天每 15 分钟报一次火情，晚上
两人轮流值班瞭望火情。

“11 年前我们刚上来的时候，这里只是
一座简易的红砖房，不通电、不通水，取暖靠
烧火。”齐淑艳说，“那个房子，天一冷上下透
风，炉火烧得通红，裹着棉被都冻得发抖。早
上起来一看，馒头冻得硬邦邦，咸菜冻成了冰
疙瘩，豆腐都冻酥了。”

“最初的两年里，枯燥乏味的生活让我们
十分憋闷，有时候一个月都见不到一个人影。
刚开始俩人憋闷经常吵架，后来连吵架都没
话说了。”刘军说，夜晚，山上除了风声和野兽
的叫声，剩下就是两个人的呼吸声，静得令人
害怕。

“秋天落叶松变黄的时候，最想家。憋得
难受的时候，我就出去喊两声，那么大的林
子只有我自己的回音。”齐淑艳说，“最难熬
的是冬天，眼前只有一种颜色：到处白茫茫
一片，阳光下刺眼。想出去走走，但雪太大，
一只脚迈出去，另一只脚在雪里就拔不出来
了。”

为了排解寂寞，刘军拿起了画笔。开始是
横平竖直地练字，后来望海楼里装上了电视
机，他每天花 15 分钟时间跟电视学画画。多
年来，他记不清自己画了多少张画，只记得练
习纸最初是论斤买的。

如今，“公鸡啄食”“葡萄熟了”“雪地晴
川”“林间巡护”……一幅幅画作，挂满了望海
楼里的墙面，初一还没上完就辍学的他，硬是
被寂寞逼成了“画家”。

闲下来的时候，刘军还喜欢侍弄花草、
剪纸，以打发无聊的时间。在他们居住的望
海楼里，摆放了近 20 个品种的数十盆花草，
有的连他自己也叫不出名字。

刘军一家三代人都在塞罕坝工作。“父亲
是林场第一代建设者，在我很小的时候，他
也是林场的瞭望员，后来调到场部当更夫，
还为林场养过马。”刘军说，现在他的儿子是
林场的一名扑火队员。

在塞罕坝这个号称世界上最大的人工
林场里，有 9 座望火楼，其中 8 对是和刘
军、齐淑艳一样的夫妻瞭望员。 55 年来，
塞罕坝林场没有发生过一起火灾，瞭望员
们功不可没。他们也因此被誉为“森林的
眼睛”。

新华社石家庄电

新华社记者魏董华、唐弢

25 岁的浙江 90 后协
警朱津津，为救一位轻生
跳河女子，他毅然选择跳
江救援，却不幸溺水殉
职，微信朋友圈早已被祈
祷与祝福的话语刷屏。他
年轻的生命，定格在了 8
月 12 日救人的江中。他
的面貌，仍是早上离开去
上班时的模样。此时，距
离他穿上这身制服，仅仅
4 年。

朱津津的最后一天

12 日上午，这天是朱津津的 24 小时巡逻值班日。上
午 8 点，朱津津和他的同事在接到报警后赶往衢州江山市
须江打捞一位溺水身亡男子。

到几个小时之后的 12 点 46 分，巡逻的过程中，朱津
津的对讲机响了：须江游览桥段的观景台有人跳河。当时
朱津津所在的位置离事发地段最近，接到指令后，他和另
一位协警周宏宇火速赶往现场。

12 点 49 分，他们赶到事发现场。“赶到那个女子
跳河的地方，朱津津离她还有几十阶台阶。”周宏宇回
忆。生死时刻，朱津津没有丝毫犹豫，解下了身上的警
棍和对讲器，冲向江边，甚至连鞋子都来不及脱下，就
一头扎进江里。

须江不过 200 米宽，看上去风平浪静，然而水流湍
急，要游到水深四五米的江中却异常艰难。两米、一
米……他越游越近，一手拉住了姑娘。然而，拉到姑娘的
朱津津却没了力气，在水中挣扎。此时，赶到现场的增援
民警扯下岸边的灯带电缆扔向两人，但朱津津似乎听不到
岸上的喊话，他没有接到。

接下来的一幕，周宏宇回想起来就眼泛泪光，朱津津
与姑娘一起沉了下去，再也没有浮上来。

“你仍然是离开时的模样”

江山市公安局特巡警大队备勤宿舍里，朱津津的床，

仍保留着他早上离开时的模样：被子叠成豆腐块，上面摆
放着警帽。

特巡警工作很忙，朱津津都没时间谈恋爱，他的微信
朋友圈十多天才会更新一次。“救上来的时候，他身体还
是软的，还有点热气，我觉得有希望。但后来，看着他的
脚越来越白，身体越来越僵硬……”参与救援的民警杨思
远与郑冬冬眼睁睁看着好兄弟的生命之光一点点散去。

在江里搜救的时候，他们只有一个念头：一定要救
回自己的战友。坐上橡皮艇下水，他们顺着竹竿在水中
摸索， 30 多分钟过去，郑冬冬突然抓到了一只脚，他
没多想，扯着这具身体上的外衣向水面游，其他民警也
聚拢过来。 13 时 50 分左右，朱津津被救上橡皮艇，随
后落水姑娘也被找到。

“我的脑海里现在还浮现着他跟我说的最后一句话，
满脑子都是他早上离开时的模样。虽然他再也不能回来，
但我知道，就算重来一次，遇到这种情况，他还是会跳下
去。”周宏宇的声音很轻，却很有力。

他们不可以不勇敢

很快，朱津津的名字在衢州传开。这位生于 1992
年，在 2013 年 2 月才加入江山市公安局特巡警大队二中
队工作的年轻协警成了众人口中的英雄。如今，我们已经
无法还原当时他的心中所想。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一
刻，他只有一个念头：把水中的女子救回来。

“江山多水，又有江河穿城而过。自从 1996 年入队以
来，我所看到的，我们民警每年从河里救出的落水者不下百
人。其实每一次下水，他们都是在经历一场生死考验。做我
们这一行的，只有让人感受到什么是绝处逢生，才能真正理
解这身警服的含义。”朱津津的大队教导员周性胜说。

公安部的数据显示，2016 年，全国因公牺牲民警 362
人，负伤 4913 人。他们的牺牲，留给亲人和群众的，也是无
法比拟的痛。

然而对朱津津们来说，穿上了这身警服，就有了一份
沉甸甸的责任，也成为了他们不可以不勇敢的理由。

对于受困者，警察是希望；对于遇险者，警察是平安；对
于无助者，警察是依靠。 新华社杭州 8 月 13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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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员向朱津津遗体敬礼。图片来源于网络


	06-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