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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双生姐妹的“殊途同梦”

本报记者王王明明浩浩
马跃峰

““夫夫妻妻俩俩一一个个教教育育，，一一个个拆拆台台，，孩孩子子就就钻钻空空
子子。。””

““对对，，我我家家孩孩子子知知道道，，哪哪些些事事爸爸爸爸允允许许、、妈妈妈妈
不不允允许许。。””

…………
北北京京昌昌平平，，东东沙沙各各庄庄。。出出租租屋屋内内，，一一场场特特殊殊的的

读读书书会会正正在在进进行行。。主主持持人人齐齐丽丽霞霞坐坐在在中中间间，，六六位位
年年轻轻妈妈妈妈围围坐坐在在她她两两边边，，热热烈烈讨讨论论如如何何教教育育““打打
工工者者””的的下下一一代代。。

平平日日，，如如果果你你见见到到她她们们，，或或许许在在餐餐馆馆端端盘盘子子，，
或或许许在在路路边边扫扫垃垃圾圾。。你你不不会会在在意意，，她她们们内内心心有有怎怎
样样的的渴渴求求；；更更不不会会知知道道，，当当““打打工工姐姐妹妹””聚聚在在一一起起，，
会会碰碰出出什什么么火火花花。。

而而她她们们，，组组建建文文艺艺队队，，办办兴兴趣趣班班，，搞搞亲亲子子课课
堂堂，，开开设设女女工工摄摄影影小小组组…………““我我们们虽虽然然平平凡凡，，只只是是
默默默默无无闻闻工工作作，，但但有有权权利利追追求求自自己己的的梦梦想想，，打打开开
新新的的人人生生窗窗口口。。””齐齐丽丽霞霞说说。。

同同样样的的季季节节，，同同样样的的时时令令。。镜镜头头切切换换到到河河南南
兰兰考考：：谷谷营营镇镇程程庄庄小小学学的的教教室室里里，，一一群群孩孩子子正正坐坐
在在电电视视机机前前，，跟跟着着屏屏幕幕上上的的老老师师学学唱唱歌歌，，一一举举一一
动动，，别别提提有有多多专专注注了了！！班班主主任任齐齐拓拓宇宇((原原名名齐齐美美
霞霞))站站在在一一旁旁，，一一边边打打着着拍拍子子，，一一边边小小声声跟跟唱唱，，脸脸
上上绽绽出出欣欣慰慰的的笑笑容容。。

一一次次偶偶然然的的机机会会，，美美霞霞接接触触到到了了网网络络教教学学。。
经经过过不不懈懈努努力力，，程程庄庄小小学学搭搭建建起起了了自自己己的的网网络络课课
堂堂。。有有了了通通向向外外面面世世界界的的窗窗口口，，孩孩子子们们的的校校园园生生
活活变变得得有有趣趣且且丰丰富富多多彩彩起起来来，，学学习习热热情情高高涨涨，，积积
极极性性爆爆棚棚。。

““这这些些年年，，我我在在家家乡乡和和北北京京的的辗辗转转中中改改变变着着
观观念念。。回回到到家家乡乡后后，，开开始始思思考考乡乡村村教教育育问问题题，，思思考考
家家乡乡孩孩子子的的未未来来。。””美美霞霞直直言言，，““人人不不能能迷迷失失自自我我、、
碌碌碌碌无无为为，，有有信信念念、、有有梦梦想想、、有有奋奋斗斗，，人人生生才才有有意意
义义。。””

一一对对双双胞胞胎胎姐姐妹妹，，一一个个选选择择追追梦梦城城市市，，一一个个
选选择择留留守守乡乡村村。。十十余余年年后后，，姐姐妹妹俩俩却却殊殊途途同同归归走走
上上公公益益路路：：一一个个为为关关爱爱““打打工工姐姐妹妹””的的精精神神生生活活奔奔
波波，，一一个个为为丰丰富富乡乡村村孩孩子子的的课课堂堂忙忙碌碌。。在在不不同同的的
人人生生轨轨迹迹上上，，彼彼此此努努力力，，相相互互扶扶持持，，各各自自活活出出了了另另
一一番番模模样样。。

“打工妹”从维权到做公益

齐齐美美霞霞、、齐齐丽丽霞霞，，出出生生于于河河南南兰兰考考农农村村的的双双
生生姐姐妹妹，，今今年年同同是是 4455岁岁。。姐姐姐姐美美霞霞辍辍学学早早，，在在老老
家家结结婚婚生生子子，，通通过过招招教教成成了了一一名名小小学学教教师师。。她她对对
工工作作兢兢兢兢业业业业，，对对家家庭庭不不辞辞辛辛劳劳。。相相比比姐姐姐姐，，妹妹妹妹
丽丽霞霞自自诩诩骨骨子子里里是是个个““不不安安分分””的的人人。。

师师专专毕毕业业后后，，齐齐丽丽霞霞被被分分配配到到家家乡乡一一所所中中学学
任任教教，，端端上上““铁铁饭饭碗碗””。。当当时时，，这这样样的的工工作作不不知知让让多多
少少人人羡羡慕慕！！然然而而，，2200 多多岁岁的的齐齐丽丽霞霞另另有有想想法法：：““世世
界界变变化化太太快快，，再再不不出出门门看看看看，，很很快快就就老老了了””。。

22000022 年年，，齐齐丽丽霞霞听听取取““内内心心召召唤唤””，，满满带带好好
奇奇，，辞辞职职南南下下，，奔奔赴赴深深圳圳。。彼彼时时，，姐姐姐姐美美霞霞同同样样是是
一一名名教教师师。。对对于于妹妹妹妹的的举举动动，，她她既既没没有有阻阻止止也也没没
有有支支持持。。

““逃逃””离离家家乡乡，，齐齐丽丽霞霞一一头头扎扎进进一一家家箱箱包包厂厂的的
生生产产车车间间。。她她没没想想有有多多苦苦、、多多累累，，只只想想象象自自己己来来体体
验验生生活活、、搜搜集集素素材材，，写写篇篇小小说说，，““说说不不定定一一举举成成
名名””。。她她早早上上跑跑步步、、背背诗诗词词，，晚晚上上写写日日记记，，以以至至于于同同
宿宿舍舍的的姐姐妹妹怀怀疑疑：：““你你是是来来打打工工挣挣钱钱的的，，还还是是卧卧底底
作作家家？？””听听了了这这话话，，丽丽霞霞哈哈哈哈大大笑笑：：““说说不不定定我我写写的的
哪哪本本书书里里，，会会出出现现你你的的名名字字呢呢！！””

现现实实很很快快给给了了她她一一记记““响响亮亮的的耳耳光光””。。每每天天奔奔
走走在在““三三点点一一线线””————车车间间、、食食堂堂、、宿宿舍舍，，很很少少涉涉足足
外外面面的的世世界界，，生生活活枯枯燥燥、、乏乏味味。。特特别别是是，，初初期期培培训训
过过后后，，齐齐丽丽霞霞和和同同伴伴迎迎来来““连连轴轴转转””的的加加班班。。““最最长长

的的一一次次，，三三天天两两夜夜，，吃吃饭饭、、睡睡觉觉都都在在车车间间。。回回到到宿宿
舍舍，，人人都都虚虚脱脱了了，，哪哪有有精精力力写写日日记记？？””

丽丽霞霞还还发发现现，，自自己己离离开开学学校校，，干干起起活活来来，，并并不不
比比工工友友快快。。原原本本想想凭凭着着学学识识，，尽尽快快升升职职，，也也因因自自己己
业业绩绩不不济济、、公公司司任任人人唯唯亲亲而而化化为为泡泡影影。。

不不过过，，最最让让她她感感到到困困惑惑和和无无法法忍忍受受的的，，是是打打
工工姐姐妹妹之之间间没没有有交交流流，，缺缺少少温温情情，，七七八八个个人人挤挤在在
狭狭小小的的宿宿舍舍里里，，遇遇到到问问题题连连个个商商量量的的人人都都没没有有。。

梦梦想想相相继继破破碎碎，，情情感感难难以以安安放放，，齐齐丽丽霞霞决决定定
辞辞工工。。工工友友听听了了，，一一个个个个惊惊得得合合不不拢拢嘴嘴：：““从从没没听听
说说过过，，谁谁能能正正常常辞辞工工！！谁谁离离开开不不是是直直接接走走人人，，被被扣扣
掉掉最最后后一一个个月月工工资资？？””

丽丽霞霞不不信信，，偏偏要要讨讨个个说说法法。。她她把把辞辞职职信信递递给给
班班长长，，班班长长不不理理。。她她就就天天天天““磨磨””。。终终于于，，班班长长同同意意。。
她她如如法法炮炮制制，，又又去去““磨磨””车车间间主主任任、、科科长长。。

““为为什什么么要要走走？？””科科长长见见到到倔倔强强的的丽丽霞霞，，好好奇奇
地地问问。。

““没没啥啥原原因因，，这这里里不不适适合合我我。。””她她回回答答得得干干脆脆
利利落落，，““公公司司缺缺乏乏人人文文关关怀怀，，管管理理简简单单、、粗粗暴暴，，工工人人
没没有有成成长长空空间间。。””

科科长长见见她她有有想想法法，，许许诺诺办办公公室室管管理理岗岗，，好好言言
挽挽留留。。可可丽丽霞霞铁铁了了心心，，拿拿着着一一个个月月 990000元元工工资资，，离离
开开箱箱包包厂厂。。

之之后后，，她她相相继继到到电电子子厂厂、、印印刷刷厂厂干干工工，，依依然然是是
每每天天在在生生产产线线工工作作十十几几个个小小时时，，直直到到有有一一天天，，遇遇
到到为为工工友友服服务务的的公公益益机机构构。。

这这天天，，齐齐丽丽霞霞在在厂厂门门口口见见到到一一辆辆大大巴巴。。车车门门
边边立立着着一一块块牌牌子子，，上上写写““专专为为打打工工女女性性开开设设的的文文
学学小小组组””。。齐齐丽丽霞霞像像被被磁磁铁铁吸吸引引上上了了车车。。车车内内，，女女
工工们们在在一一起起聊聊天天，，朗朗诵诵诗诗文文。。丽丽霞霞开开心心坏坏了了，，迅迅速速
加加入入。。

““外外出出两两年年，，头头一一回回觉觉得得自自己己不不是是一一个个人人。。””
齐齐丽丽霞霞说说，，这这家家机机构构为为打打工工者者开开设设兴兴趣趣小小组组，，做做
法法律律、、健健康康宣宣传传和和服服务务。。她她觉觉得得，，这这才才是是自自己己心心里里
想想去去做做的的事事，，““看看到到了了另另一一种种改改变变现现状状的的可可能能””。。

丽丽霞霞先先是是成成为为志志愿愿者者，，后后来来，，索索性性辞辞职职加加入入
公公益益机机构构，，一一干干就就是是 55 年年。。

这这五五年年，，丽丽霞霞愈愈发发理理解解打打工工者者的的辛辛酸酸。。有有一一
次次，，一一名名 1177岁岁的的女女孩孩干干工工时时被被轧轧断断 44 根根手手指指。。老老
板板认认为为女女孩孩受受的的伤伤不不是是工工伤伤，，拒拒绝绝赔赔偿偿。。从从此此，，漂漂
亮亮、、开开朗朗的的女女孩孩一一蹶蹶不不振振，，甚甚至至有有了了轻轻生生的的念念头头。。
丽丽霞霞听听说说后后，，陪陪伴伴女女孩孩评评伤伤残残、、打打官官司司，，经经过过大大半半
年年，，才才拿拿到到 1100万万元元赔赔偿偿。。““当当时时，，女女孩孩过过不不了了心心理理
坎坎，，最最需需要要人人陪陪伴伴、、关关心心。。””丽丽霞霞说说。。

年年轻轻女女工工未未婚婚先先孕孕，，更更让让齐齐丽丽霞霞心心痛痛。。一一段段
时时间间，，有有个个女女孩孩每每天天找找丽丽霞霞。。问问她她什什么么事事，，又又不不肯肯
说说。。再再三三开开导导，，她她才才打打开开心心扉扉，，哭哭诉诉自自己己怀怀孕孕，，被被
男男友友抛抛弃弃，，希希望望丽丽霞霞陪陪她她流流产产。。妥妥善善处处理理此此事事后后，，
丽丽霞霞和和志志愿愿者者一一道道，，排排练练小小品品，，教教女女工工们们恋恋爱爱；；上上
性性教教育育课课，，教教女女工工避避孕孕知知识识。。

““很很少少有有人人走走进进打打工工姐姐妹妹的的内内心心世世界界，，解解除除
她她们们的的困困惑惑和和烦烦恼恼。。我我想想让让大大家家团团结结起起来来，，创创造造
属属于于自自己己的的一一方方天天地地。。””齐齐丽丽霞霞说说。。

那那几几年年，，丽丽霞霞与与家家人人联联系系不不多多，，与与姐姐姐姐交交流流
更更少少。。身身在在兰兰考考的的美美霞霞，，像像大大多多数数女女性性一一样样，，相相夫夫
教教子子，，努努力力完完成成贤贤妻妻良良母母的的角角色色。。姐姐妹妹俩俩的的距距离离
似似乎乎越越来来越越远远。。

在漂泊中成长的“木兰”

22000099 年年，，齐齐丽丽霞霞到到北北京京闯闯荡荡，，继继续续公公益益之之
路路。。22001100 年年 11月月，，她她和和 33 名名““打打工工妹妹””自自发发成成立立民民
间间公公益益团团体体————木木兰兰社社区区活活动动中中心心，，为为在在北北京京生生
活活、、工工作作的的外外来来打打工工姐姐妹妹提提供供服服务务和和帮帮助助。。

木木兰兰的的名名字字，，源源于于女女英英雄雄““花花木木兰兰””。。丽丽霞霞觉觉
得得，，花花木木兰兰最最能能代代表表女女性性的的坚坚强强。。她她特特意意查查了了木木
兰兰花花的的花花语语：：““希希望望所所有有打打工工姐姐妹妹像像‘‘木木兰兰’’一一样样活活
着着，，美美丽丽而而富富有有生生命命力力。。””

但但现现实实中中，，““木木兰兰””活活得得并并不不容容易易。。它它随随着着打打

工工人人群群的的变变动动，，77 年年内内 66 次次更更换换地地方方。。
22001100 年年，，““木木兰兰””诞诞生生在在东东三三旗旗村村。。齐齐丽丽霞霞和和

姐姐妹妹们们包包下下一一家家饭饭馆馆的的二二层层。。一一个个大大厅厅搞搞活活动动，，
两两个个包包间间，，一一间间办办公公，，一一间间住住宿宿，，每每月月租租金金 22000000
元元。。没没多多久久，，听听说说要要拆拆迁迁，，房房东东要要求求她她们们腾腾房房走走
人人。。

在在朋朋友友帮帮衬衬、、工工友友帮帮助助下下，，丽丽霞霞和和姐姐妹妹们们在在
东东小小口口镇镇芦芦家家村村的的背背街街小小巷巷租租下下两两间间门门面面房房。。在在
这这里里，，刚刚满满 11岁岁的的““木木兰兰””遭遭遇遇了了最最严严重重的的危危机机。。
因因为为没没有有任任何何外外来来资资助助，，志志愿愿者者又又不不断断流流动动，，““木木
兰兰””眼眼看看维维持持不不下下去去了了。。是是坚坚持持，，还还是是放放弃弃？？

齐齐丽丽霞霞和和几几个个姐姐妹妹开开会会，，讨讨论论未未来来计计划划。。姐姐
妹妹们们抱抱头头大大哭哭，，说说到到离离开开，，谁谁也也不不舍舍。。她她们们咬咬着着牙牙
决决定定，，压压缩缩活活动动、、减减少少开开支支；；尝尝试试义义卖卖，，募募集集资资金金。。

““来来，，我我们们吃吃馒馒头头大大餐餐！！””那那段段时时间间，，只只要要一一开开
饭饭，，齐齐丽丽霞霞就就跟跟大大家家说说这这句句话话。。在在将将近近一一年年的的时时
间间里里，，““木木兰兰们们””一一天天三三顿顿吃吃馒馒头头，，就就咸咸菜菜。。即即便便是是
腌腌好好的的咸咸菜菜，，齐齐丽丽霞霞都都觉觉得得贵贵。。她她每每天天转转菜菜市市场场，，
专专买买便便宜宜的的大大头头菜菜，，““回回家家用用刀刀一一切切，，拌拌点点盐盐下下
饭饭””。。

““木木兰兰””核核心心成成员员有有四四姐姐妹妹，，住住室室不不足足 1100 平平
方方米米。。每每逢逢志志愿愿者者来来帮帮助助办办活活动动，，只只能能铺铺席席子子、、打打
地地铺铺。。爱爱心心人人士士捐捐赠赠的的一一张张桌桌子子，，晚晚上上竟竟成成了了““贵贵
宾宾床床””。。

为为渡渡过过““生生死死关关””，，大大家家想想出出义义卖卖的的法法子子。。募募
捐捐来来的的衣衣服服经经过过清清洗洗、、消消毒毒、、分分类类，，拿拿到到市市面面上上，，
55 元元、、1100 元元，，只只要要给给钱钱就就卖卖，，一一年年收收入入竟竟有有 55 万万
元元。。““有有时时翻翻看看义义卖卖记记录录，，连连自自己己都都不不敢敢相相信信，，怎怎
么么活活下下来来的的。。那那时时觉觉得得苦苦，，可可心心里里有有希希望望。。吃吃完完馒馒
头头、、咸咸菜菜，，照照样样开开心心唱唱歌歌跳跳舞舞。。””齐齐丽丽霞霞说说。。

房房东东觉觉得得““木木兰兰””的的““生生意意红红火火””，，将将房房租租翻翻了了
一一倍倍。。她她们们哪哪里里负负担担得得起起，，22001133 年年，，““木木兰兰””被被迫迫
再再次次搬搬家家，，还还在在芦芦家家村村，，不不再再临临街街，，房房子子也也只只有有几几
十十平平方方米米。。在在这这里里，，““木木兰兰””开开始始尝尝试试儿儿童童课课外外辅辅
导导、、夏夏令令营营。。

半半年年后后，，房房东东通通知知拆拆迁迁，，““木木兰兰””再再次次漂漂泊泊，，搬搬
进进东东沙沙各各庄庄。。在在这这里里，，齐齐丽丽霞霞和和姐姐妹妹们们换换了了 33 个个
地地方方，，直直到到今今年年春春天天，，才才搬搬进进新新““家家””，，稳稳定定下下来来。。

这这是是一一排排三三连连间间的的老老平平房房。。斑斑驳驳的的墙墙体体，，红红
门门框框、、绿绿纱纱窗窗，，透透出出一一股股沧沧桑桑。。屋屋子子虽虽然然简简陋陋，，但但
收收拾拾得得井井井井有有条条。。中中间间读读书书室室的的墙墙上上，，挂挂着着一一幅幅
篆篆字字““木木兰兰花花开开””。。图图书书角角放放着着文文学学书书、、育育子子书书、、历历
史史地地理理书书、、科科学学普普及及书书。。书书架架顶顶上上，，一一字字排排开开，，摆摆
着着打打工工姐姐妹妹制制作作的的毛毛线线花花、、泥泥塑塑花花。。空空闲闲时时候候，，大大
家家围围坐坐在在桌桌边边，，一一起起读读书书，，谈谈育育子子得得失失；；一一起起做做艺艺
术术品品，，增增加加经经济济收收入入。。

让让齐齐丽丽霞霞欣欣慰慰的的是是，，搬搬了了这这么么多多次次家家，，““木木
兰兰””生生生生不不息息，，不不断断壮壮大大。。文文艺艺队队培培养养出出十十几几名名骨骨
干干，，大大学学生生志志愿愿者者从从大大一一开开始始，，一一直直干干到到考考研研。。

““最最艰艰难难的的时时候候挺挺过过去去了了。。只只要要有有大大家家在在，，勇勇
敢敢坚坚持持下下去去，，‘‘木木兰兰’’就就会会开开枝枝散散叶叶，，走走得得更更远远。。””丽丽
霞霞说说。。

“木兰”开出美丽花

““木木兰兰””究究竟竟能能为为打打工工姐姐妹妹做做些些什什么么？？齐齐丽丽霞霞
不不断断问问自自己己。。

刚刚到到北北京京，，她她进进行行了了一一番番调调查查，，发发现现““打打工工姐姐
妹妹””空空闲闲多多，，朋朋友友少少，，大大部部分分时时间间睡睡觉觉、、逛逛街街、、看看电电
视视，，遇遇到到困困惑惑、、烦烦恼恼，，只只能能打打电电话话向向家家人人倾倾诉诉。。

聚聚拢拢人人心心，，增增强强自自信信，，让让世世人人重重新新认认识识““打打工工
姐姐妹妹””，，最最好好的的途途径径是是文文艺艺表表演演。。““我我们们建建起起文文艺艺
队队，，自自己己作作词词、、作作曲曲、、演演出出，，唱唱出出酸酸甜甜苦苦辣辣。。不不少少人人
一一开开始始上上台台扭扭扭扭捏捏捏捏，，现现在在大大大大方方方方。。””齐齐丽丽霞霞
说说。。

填填词词作作曲曲，，对对只只有有中中小小学学文文化化程程度度的的打打工工妹妹
来来说说，，并并非非易易事事。。齐齐丽丽霞霞鼓鼓励励大大家家，，大大胆胆想想，，吐吐心心
声声，，哪哪怕怕一一人人贡贡献献一一句句话话，，合合在在一一起起就就是是一一首首歌歌。。

终终于于，，有有人人站站起起来来：：““我我不不想想和和儿儿子子过过二二人人世世

界界，，我我想想有有一一个个人人一一起起阻阻挡挡风风雨雨。。””又又一一个个说说：：““我我
想想孩孩子子受受到到良良好好教教育育，，我我不不想想让让他他回回老老家家考考试试。。””

““我我不不想想独独自自哭哭泣泣，，我我想想有有朋朋友友陪陪伴伴。。

我我不不想想老老无无所所依依，，想想有有养养老老的的权权益益…………””
““创创作作激激情情””迸迸发发，，零零散散的的词词句句一一点点点点聚聚集集。。

最最终终，，她她们们写写出出歌歌曲曲《《我我要要大大声声唱唱》》，，并并先先后后创创作作
了了《《木木兰兰花花开开》》《《不不完完美美的的妈妈妈妈》》《《我我是是女女人人》》《《离离
家家》》《《我我要要上上学学》》等等一一批批反反映映打打工工女女性性心心声声的的歌歌
曲曲。。

22001122 年年元元旦旦，，她她们们第第一一次次演演出出。。场场地地设设在在京京
郊郊一一个个尘尘土土飞飞扬扬的的建建筑筑工工地地。。现现场场，，11000000 多多名名建建
筑筑工工人人欣欣赏赏这这台台““跨跨年年演演唱唱会会””。。

当当时时，，北北京京的的最最高高气气温温只只有有 22 摄摄氏氏度度，，冻冻得得
人人直直哆哆嗦嗦。。台台上上只只有有一一个个照照明明灯灯，，麦麦克克风风时时好好时时
坏坏。。姐姐妹妹们们手手挽挽手手唱唱起起《《木木兰兰花花开开》》。。台台下下的的观观众众
自自发发打打起起了了拍拍子子。。11000000 多多人人拍拍手手，，愈愈来来愈愈响响，，拍拍
““碎碎””了了寒寒冷冷，，拍拍““暖暖””了了心心窝窝，，拍拍下下了了泪泪水水。。

继继文文艺艺队队后后，，““木木兰兰””开开设设手手工工小小组组、、电电脑脑小小
组组、、英英语语小小组组，，并并尝尝试试开开办办夏夏令令营营、、亲亲子子教教育育课课
堂堂，，从从精精神神、、经经济济、、家家教教三三个个层层面面帮帮助助打打工工姐姐妹妹。。
在在东东沙沙各各庄庄时时，，““木木兰兰””的的活活动动频频率率达达到到顶顶峰峰。。

在在一一片片““红红火火””中中，，齐齐丽丽霞霞开开始始了了反反思思。。““我我们们
三三分分之之二二的的精精力力用用在在了了儿儿童童活活动动上上。。企企业业乐乐意意参参
与与，，资资金金支支持持也也多多。。可可我我们们的的初初衷衷是是什什么么？？””丽丽霞霞
和和大大家家讨讨论论，，决决定定回回归归女女性性主主题题，，压压缩缩儿儿童童活活动动，，
停停止止义义卖卖活活动动。。虽虽然然损损失失了了不不少少赞赞助助，，但但丽丽霞霞觉觉
得得，，““‘‘木木兰兰’’的的初初衷衷是是为为姐姐妹妹做做事事。。不不能能为为了了钱钱，，忘忘
记记初初心心””。。

““木木兰兰””的的第第一一笔笔赞赞助助来来自自演演出出。。一一位位中中国国农农
业业大大学学的的教教师师被被她她们们的的精精神神感感动动，，帮帮助助申申请请了了公公
益益机机构构的的项项目目资资金金。。随随着着演演出出增增多多，，越越来来越越多多的的
企企业业、、爱爱心心人人士士注注意意到到““木木兰兰””，，献献出出爱爱心心。。

曾曾有有资资助助者者表表示示，，愿愿意意给给““木木兰兰””捐捐资资，，条条件件
是是设设计计一一些些煽煽情情的的节节目目。。比比如如，，找找一一个个贫贫困困打打工工
妹妹，，展展示示她她的的悲悲伤伤故故事事，，渲渲染染整整个个群群体体的的困困境境。。齐齐
丽丽霞霞一一口口回回绝绝：：““‘‘木木兰兰’’不不拿拿姐姐妹妹的的悲悲苦苦做做文文章章。。””

这这就就是是齐齐丽丽霞霞，，永永远远坚坚持持内内心心的的方方向向。。
丽丽霞霞开开始始做做公公益益时时，，丈丈夫夫很很不不理理解解。。““以以你你的的

能能力力和和拼拼劲劲，，干干啥啥不不行行，，瞎瞎折折腾腾什什么么？？””一一气气之之下下，，
丈丈夫夫从从北北京京回回了了河河南南老老家家。。父父母母更更不不理理解解““公公益益””
干干啥啥，，误误以以为为女女儿儿走走了了““歪歪道道””，，专专门门跑跑到到北北京京一一
看看究究竟竟。。

外外界界的的争争议议也也从从未未停停止止。。齐齐丽丽霞霞曾曾在在网网上上看看
到到一一条条关关于于““木木兰兰””的的评评论论，，大大意意是是：：身身为为打打工工女女
性性，，有有时时间间搞搞文文艺艺，，不不如如干干两两个个小小时时钟钟点点工工，，还还能能
挣挣钱钱吃吃顿顿大大餐餐。。

““我我愿愿意意用用两两个个小小时时写写自自己己的的心心情情，，喝喝三三杯杯
白白开开水水，，为为什什么么不不行行？？””齐齐丽丽霞霞说说，，渐渐渐渐地地，，她她对对各各
种种质质疑疑淡淡然然处处之之，，更更希希望望姐姐妹妹们们不不止止在在““木木兰兰””受受
益益，，要要自自我我成成长长，，帮帮助助更更多多的的人人。。

“好妈妈”的觉醒

当当妹妹妹妹丽丽霞霞南南下下、、北北上上，，在在城城市市艰艰难难打打拼拼的的
时时候候，，姐姐姐姐美美霞霞的的生生活活似似乎乎波波澜澜不不惊惊。。

身身在在兰兰考考的的美美霞霞，，过过着着有有规规律律的的““两两点点一一线线””
式式生生活活。。家家庭庭、、学学校校是是她她生生命命的的全全部部，，她她甚甚至至已已经经
开开始始思思考考退退休休后后的的生生活活。。

22001133 年年，，平平静静被被打打破破。。齐齐美美霞霞遭遭遇遇了了““人人生生
危危机机””。。

美美霞霞的的儿儿子子上上高高二二，，平平时时成成绩绩不不错错。。没没有有任任
何何征征兆兆，，孩孩子子突突然然要要求求退退学学，，不不愿愿参参加加高高考考。。

规规劝劝、、吓吓唬唬、、哀哀求求，，奈奈何何儿儿子子““软软硬硬不不吃吃””。。看看
着着倾倾注注全全部部心心血血培培养养的的儿儿子子如如此此不不争争气气，，美美霞霞第第
一一次次怀怀疑疑人人生生的的意意义义。。

““在在这这之之前前，，我我在在家家是是好好妻妻子子、、好好妈妈妈妈，，在在学学
校校是是好好老老师师。。可可作作为为母母亲亲，，我我连连孩孩子子都都没没教教育育好好，，
产产生生了了从从未未有有过过的的强强烈烈的的挫挫败败感感；；作作为为老老师师，，我我
虽虽然然一一直直努努力力，，但但失失去去职职称称晋晋升升的的空空间间，，也也没没有有

能能改改变变家家乡乡教教育育，，能能做做的的事事越越来来越越少少。。””
这这时时的的美美霞霞，，失失去去了了热热情情，，迷迷失失了了自自我我，，深深深深

地地陷陷入入迷迷茫茫。。
她她给给妹妹妹妹打打电电话话，，希希望望丽丽霞霞给给自自己己一一点点建建

议议。。丽丽霞霞告告诉诉她她，，可可以以让让孩孩子子来来北北京京，，见见见见外外面面的的
世世界界，，或或许许会会有有转转机机。。美美霞霞不不放放心心，，请请了了长长假假，，母母
子子俩俩一一起起到到了了北北京京。。

在在丽丽霞霞的的帮帮助助下下，，美美霞霞把把儿儿子子送送去去““工工人人大大
学学””，，学学电电脑脑维维修修，，自自己己则则找找了了一一份份短短工工。。那那时时，，她她
经经常常去去““木木兰兰””帮帮忙忙，，后后来来干干脆脆成成了了全全职职志志愿愿者者。。
美美霞霞第第一一次次走走上上舞舞台台，，参参演演““木木兰兰””的的独独白白剧剧《《离离
家家》》。。站站在在台台上上，，她她述述说说自自己己北北漂漂的的经经历历，，声声情情并并
茂茂，，闻闻者者动动容容。。

那那段段时时间间，，““木木兰兰””刚刚度度过过““生生死死危危机机””，，十十分分
缺缺人人。。姐姐姐姐成成了了丽丽霞霞的的好好帮帮手手，，也也让让她她感感受受到到了了
家家庭庭的的温温暖暖。。姐姐妹妹俩俩像像小小时时候候一一样样朝朝夕夕相相处处，，她她
们们时时常常聊聊到到深深夜夜。。丽丽霞霞向向姐姐姐姐倾倾诉诉多多年年在在外外的的辛辛
酸酸与与快快乐乐，，感感谢谢姐姐姐姐对对家家庭庭的的付付出出。。而而在在妹妹妹妹身身
上上，，美美霞霞看看到到了了人人生生新新的的出出口口。。

慢慢慢慢地地，，美美霞霞发发现现自自己己变变了了。。刚刚到到北北京京时时，，她她
时时常常哭哭泣泣、、抱抱怨怨。。参参加加培培训训，，讲讲师师呼呼吁吁关关爱爱留留守守儿儿
童童。。她她会会反反问问：：““谁谁来来关关心心乡乡村村教教师师？？””后后来来，，她她每每
天天参参加加活活动动，，视视野野越越来来越越宽宽，，公公益益心心越越来来越越强强，，越越
来来越越自自信信。。再再遇遇到到问问题题，，她她多多从从自自身身找找原原因因，，常常问问
自自己己能能做做什什么么。。

齐齐美美霞霞最最牵牵挂挂的的事事也也有有了了转转机机。。儿儿子子到到南南方方
实实习习，，亲亲眼眼看看到到打打工工者者的的生生活活，，意意识识到到““连连高高中中毕毕
业业证证都都没没有有，，在在社社会会上上寸寸步步难难行行””，，主主动动要要求求回回家家
继继续续学学业业。。

这这时时，，美美霞霞犹犹豫豫了了。。她她爱爱上上了了公公益益事事业业，，想想留留
在在北北京京，，和和妹妹妹妹并并肩肩战战斗斗。。可可儿儿子子怎怎么么办办？？做做公公益益
的的收收入入微微乎乎其其微微，，无无法法供供养养娘娘俩俩。。困困惑惑中中，，她她碰碰到到
一一位位做做阅阅读读推推广广的的老老师师。。老老师师告告诉诉美美霞霞，，回回家家乡乡
也也可可以以做做公公益益，，比比如如在在乡乡村村小小学学做做阅阅读读推推广广，，为为
农农村村孩孩子子撑撑起起一一片片天天空空。。

一一语语点点醒醒梦梦中中人人。。美美霞霞带带着着儿儿子子回回到到兰兰考考。。
她她决决心心不不只只当当一一个个好好妈妈妈妈，，还还要要以以全全新新的的姿姿态态和和
状状态态投投入入到到今今后后的的乡乡村村教教学学中中，，努努力力改改变变家家乡乡学学
生生的的命命运运。。

公益之光照亮乡村

齐齐美美霞霞任任教教的的谷谷营营镇镇程程庄庄小小学学，，地地处处偏偏远远，，
教教室室简简陋陋。。110000 多多名名学学生生，，大大多多是是留留守守儿儿童童。。22001166
年年，，兰兰考考县县教教育育局局派派来来两两名名年年轻轻教教师师，，可可谁谁想想，，第第
二二天天就就走走了了一一个个。。原原因因是是，，学学校校条条件件太太差差。。

美美霞霞不不在在乎乎这这些些。。她她回回到到兰兰考考，，立立刻刻从从县县图图
书书馆馆借借书书，，每每天天上上课课前前给给孩孩子子读读一一个个故故事事。。远远在在
北北京京的的丽丽霞霞伸伸出出援援手手，，““木木兰兰””第第一一个个为为学学校校捐捐了了
近近百百册册图图书书。。随随后后，，微微笑笑图图书书馆馆、、沪沪江江网网等等机机构构捐捐
来来上上千千册册图图书书。。美美霞霞带带着着学学生生分分类类整整理理，，贴贴上上标标
签签，，建建成成了了崭崭新新的的图图书书室室。。

初初试试成成功功，，美美霞霞信信心心倍倍增增。。她她通通过过网网络络收收看看
教教育育公公益益年年会会，，在在互互动动区区写写下下对对乡乡村村教教育育的的建建
议议：：““教教师师队队伍伍老老龄龄化化、、师师资资短短缺缺，，教教学学内内容容和和方方
法法落落后后，，拔拔尖尖的的孩孩子子转转到到县县里里、、乡乡镇镇上上学学，，农农村村小小
学学渴渴望望帮帮助助。。””

正正在在演演讲讲的的老老师师注注意意到到齐齐美美霞霞的的留留言言，，向向她她
推推荐荐了了““白白云云网网络络课课堂堂计计划划””。。一一个个月月后后，，她她收收到到
一一张张特特殊殊的的课课程程表表。。表表上上有有乡乡村村学学生生梦梦寐寐以以求求的的
音音乐乐课课、、美美术术课课、、发发音音纯纯正正的的英英语语课课。。美美霞霞期期待待
着着，，学学生生通通过过网网络络课课堂堂大大开开眼眼界界。。

没没想想到到，，第第一一堂堂网网络络课课差差点点流流产产！！那那天天，，兰兰考考
下下大大雪雪，，学学校校临临时时停停课课。。约约好好的的网网络络课课怎怎么么办办？？美美
霞霞冒冒着着雪雪，，挨挨家家挨挨户户通通知知学学生生。。好好不不容容易易凑凑齐齐了了
人人，，学学校校唯唯一一的的电电脑脑又又罢罢工工。。无无奈奈，，美美霞霞站站在在教教室室
走走廊廊，，和和学学生生围围在在一一处处，，用用手手机机收收看看了了网网络络课课直直
播播。。

新新奇奇的的上上课课方方式式、、丰丰富富的的课课堂堂内内容容，，让让孩孩子子
们们近近乎乎痴痴迷迷。。大大家家每每天天期期盼盼上上网网络络课课，，可可学学校校的的
网网络络硬硬件件设设备备几几近近空空白白。。妹妹妹妹丽丽霞霞打打听听到到北北京京一一
家家公公司司要要处处理理 55 台台旧旧电电脑脑，，赶赶忙忙帮帮姐姐姐姐争争取取了了下下
来来。。

美美霞霞喜喜出出望望外外，，赶赶到到北北京京，，把把电电脑脑一一路路扛扛回回
兰兰考考。。舟舟车车劳劳顿顿，，饥饥一一顿顿饱饱一一顿顿，，但但她她一一点点不不觉觉得得
苦苦，，反反而而乐乐呵呵呵呵地地说说：：““终终于于有有电电脑脑上上网网络络课课，，值值
了了！！””美美霞霞的的执执着着感感动动了了一一家家网网络络公公司司老老总总。。公公司司
向向程程庄庄小小学学捐捐赠赠大大屏屏显显示示器器、、笔笔记记本本电电脑脑，，方方便便
孩孩子子们们上上课课。。

美美霞霞的的探探索索得得到到越越来来越越多多的的理理解解、、支支持持。。学学
校校组组织织老老师师参参加加培培训训，，组组织织网网络络课课堂堂教教学学。。阅阅读读
推推广广教教学学影影响响到到整整个个谷谷营营镇镇。。她她与与几几名名志志同同道道合合
的的乡乡村村教教师师发发起起““希希望望田田野野””行行动动，，希希望望将将更更多多优优
秀秀的的乡乡村村教教师师联联合合在在一一起起，，通通过过网网络络课课堂堂互互换换优优
质质课课程程资资源源，，弥弥补补乡乡村村教教育育师师资资短短板板。。

问问题题仍仍然然很很多多。。学学校校的的光光纤纤专专线线费费用用一一年年
99000000 元元，，对对他他们们来来说说是是天天文文数数字字；；上上网网络络课课程程，，
规规模模小小的的学学校校条条件件不不足足，，大大一一点点的的学学校校固固守守传传统统
教教育育模模式式，，推推广广不不易易；；如如何何激激发发更更多多乡乡村村教教师师的的
热热情情也也要要尝尝试试…………

齐齐美美霞霞在在日日记记里里写写道道：：““一一切切刚刚刚刚起起步步，，要要一一
步步一一个个脚脚印印，，踏踏踏踏实实实实干干，，才才能能成成功功。。无无论论对对于于
我我，，还还是是对对于于学学生生，，这这都都是是一一次次重重要要的的机机遇遇。。””

这这对对倔倔强强的的双双胞胞胎胎姐姐妹妹，，虽虽然然生生活活中中都都充充满满
坎坎坷坷，，但但不不管管在在城城市市，，还还是是农农村村，，都都以以自自己己的的方方式式
追追逐逐梦梦想想，，活活出出美美丽丽人人生生。。就就像像两两朵朵盛盛放放的的木木兰兰
花花，，圣圣洁洁而而骄骄傲傲。。

一对双胞胎姐妹，

一个选择追梦城市，一

个选择留守乡村。十余

年后，姐妹俩却殊途同

归走上公益路：一个为

关爱“打工姐妹”的精

神生活奔波，一个为丰

富乡村孩子的课堂忙

碌。在不同的人生轨迹

上，彼此努力，相互扶

持，各自活出了另一番

模样

图①：：齐美霞（右）、齐丽霞姐妹
俩。 摄摄影影：：廖廖璐璐璐璐

图②：齐丽霞（左一）在木兰社
区活动中心和姐妹们讨论教育打工
者“下一代”的问题。摄摄影影：：王王明明浩浩

图③：齐美霞在第三届世界互
联网大会上。 照照片片由由受受访访者者提提供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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