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昱璇（右）身着苗服和扪岱村住
户隆长富及老伴临别留影， 苗服是隆
奶奶送的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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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姣素

暑假结束， 女儿即将进行一次
人生中命定的远行， 用积攒了17年
的力量离开父母，扬帆起航。我不由
得想起了和女儿的五年之约。

五年前女儿还在读初二， 进入
到中学最关键的基础学习阶段，而
我则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完全下岗
了。

记得那天下着滂沱大雨， 我经
营的小店关门了， 这是我作为一个
下岗职工自主创业后的再次下岗。
我一个人在雨中走了很久， 也想了
很久。 我将要成为一个时间的抛弃
者，不必每天定点起床，做饭，按时
去开店门， 我的生活节奏将重新调
整。从每天做习惯了的相同的事情，
突然间变成一个“自由人”，我非常
茫然无措。当我不甘心，不愿屈服于
命运。我便与女儿订了一个约定：五
年后大女儿将要面临高考， 我也想
捡起荒废了多年的烂笔头， 跟她一
起跑———她为五年后的高考冲锋陷
阵，我为自己的梦想重新上路。

我们约定之后， 看到女儿一路
狂奔，成绩稳升，考入重点班，进入
了高中三年的紧张学习， 我心里十
分欣慰！

谁知，天有不测风云，也许人生
的征途注定要给人许多磨难。 女儿
读高二时， 我爱人在执行公务时负
伤， 接着发现心脏有问题， 面临手
术。几个月里辗转住院，让我们家无
论经济上还是精神上都进入低谷。
爱人出院回来， 难以接受自己从一
个飞行员般的体质到一个需要每天
坚持服药的病人的心理转变。 记得
在最艰难的日子里， 当我和女儿背
着几十斤重的粮油重物一级一级地
爬楼梯回家，气喘吁吁，汗透衣背。
女儿抱怨着，我心里也很难受，但我
告诉她：“在现实面前我们都要学会
面对。为了不耽误你的学习，你妹那
么小， 从你爸生病后她就开始自己
挤公交去上学，上超市买菜做饭，帮
我打理家务。你爸住院后，我给她买
你们喜欢吃的麻辣串， 她都不像以
往那样欢呼雀跃了，她对我说，妈，
以后不要再给我买吃的了， 我吃饱
饭就行，要存钱给爸爸治病。我当时

都怔住了，她才8岁呀，你妹真的是
一夜之间就长大了！ 这突来的打击
给我们全家经历了一次生活风暴，
我们每个人都得站起来， 用微笑去
面对，挑起各自的责任，在这场风暴
的洗礼中成长和变得坚强。 ”

所幸的是，这一切都已经过去。
真的是要感恩文学！ 感谢所有关心
帮扶我们这个家庭的老师和亲友
们！ 现在，女儿考上了大学，爱人开
始阳光起来， 我也在文学创作的道
路上成长着；更幸运的是，在湖南散
文学会和许多老师的关怀下， 我这
个社会底层的下岗职工又重新上岗
了， 走上了自己最热爱的文字工作
岗位！

这五年，我们家的变化和提升，
不仅仅是物质生活上的， 更是精神
生活上的。这五年，是我和女儿微笑
着追梦、实现自己梦想的五年。

在新的工作岗位上，我深刻体会
到了信息化时代的节奏和进步。记得
以前我每次去领稿费，都要拿着稿费
单去专门的窗口排队，一等就是老半
天，费时耗力。而现在，稿费可以直接
打到自己的银行卡上，也可微信转账
支付，方便快捷，安全，省时省力。 连
小女儿去超市买菜都会用微信二维
码支付了。 听说从今年秋季开始，许
多学校开始普及微信缴费支付平台，
各种生活、交通费用都可以使用微信
转账，出门基本上不用带现金。 我们
的各级文学期刊都也开通了微信公
众平台，一部手机就可以阅尽天下文
章！ 这几年，随着互联网云时代的到
来，我们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
化，微信功能的开发利用正在引领着
时代的潮流， 而让人荣幸和骄傲的
是， 微信的发明者正是我们洞口人。
女儿在大学读的专业是“信息安全”，
真希望女儿也能学以致用，融入这个
信息时代，紧跟时代的步伐，用自己
的智慧去发明尖端和创造时代的奇
迹。

其实， 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都住
着一颗梦想的种子， 给它浇水、施
肥、除草，梦想就会开花！ 无论我们
要面对什么，无论风雨坎坷、鲜花掌
声，都要用微笑去面对。人生只有一
次，生命也只有一次，让我们紧扣时
间的命门，对生活微笑。

肖功勋

窗外，草木一片葳蕤之势。阳光
温柔地照进书房，我靠在藤椅上，手
捧一杯毛尖， 望着书柜上一排排整
齐的书籍，感到欣慰，不禁想起了关
于书房的种种酸甜苦辣……

鄙人生性愚钝， 业余时间既不
喜欢打牌，也不好侃大山，唯从少年
时代起便染下一痼疾：读书。读书看
报多了，还爱上了写作，自然产生了
“书房梦”。我心目中的书房是：一间
十余平方米的房子，放几个书柜，一
张书桌，墙壁上挂几幅字画……

2012年10月，我从邵阳调往长
沙，买了一套90平方米的二手房，两
卧一厅一卫一厨。 侄儿转来长沙读
书，寄宿在我家，书房只好挤到我的
卧室里，把大床换成小床靠墙，腾出
另一面墙做了一排柜子直达室顶，
上面两层放书，下面两层装衣服、被
褥。书越来越多，只好把阳台上不大
的壁柜也作了书柜，再放不下时，就
把书装在纸箱里，往床下一塞。查书
时往往要蜷缩着爬到床底下去翻
找，常常弄得灰头土脸。

近年来， 长沙市一幢幢高楼大
厦仿佛雨后春笋拔地而起。 新建的
小区，房型越来越新，配套设施越来
越全，环境越来越好。我开始不满自
己的房子：七楼，没有电梯，离菜场、
超市远， 没有管道液化气……特别
是自己没有一间书房， 就像灵魂没
有归宿。 于是买房的欲望和书房梦
便在心里蠢蠢欲动。和妻子一商量，
我们召开家庭会议共商买房大计。
会议气氛愉悦且热烈， 妻子和儿子

意见一致：“地理位置和环境要好，
购物、出行要方便。 ”我说：“最好有
个大书房， 让我藏在纸箱里的书都
能见天日。 ” 我定下了一个初步方
案，到售楼公司一家家走访、权衡比
较，经过两个月的奔忙，终于选中一
套三室二厅 、150平方米的房子 。
2013年秋，当我拿到新房钥匙时，心
情就像得到了开启幸福之门的密码
一样激动……

2016年10月， 我搬进了新房，
特意布置了一间书房，购置了书架、
书桌，请一位书法名家写了一幅“宁
静致远”的横幅，用以明志；过去长
期被我堆放在床下、 墙角的名家大
作， 此时也堂而皇之地被请上了书
架。工作之余，我在自己构筑的宁静
港湾里静读、苦思、勤耕，穿越浩瀚
的历史长河， 与先哲大师们倾心相
谈，在书香中沉醉，在书香中守望着
自己的精神家园，润泽疲惫的灵魂，
那种温馨，那种潇洒，令我陶醉。

“贫者以有书为富，富者以有书
为贵。 ”我的同村作家曾维浩在一篇
文章里设想，“若干年后， 富足或中
产，不是看开着宝马或奔驰、喝着茅
台或拉菲，而是看有没有一个藏书丰
富的书房。 穷者在电脑或手机上浏
览；中产以上的人则在书房里捧着一
本纸质书阅读。 ”目前，我的藏书已达
1000余册，当可忝列“中产”之列了。

我家这5年来， 房子越来越大
了，居住环境越来越好了，从没有书
房到终于有了我梦想的书房， 这变
化与我们国家和社会的提升、 发展
同步。从搬进新居开始，我常常勉励
自己：好好读书，好好写这个时代！

湖南日报记者 杨丹

当大家知道陈昱璇8月底就要离
开村子 ，前去牛津大学深造时 ，静寂
的扪岱村沸腾了。

住户隆长富爷爷几个晚上没睡
着，隆奶奶抓住她的手直掉泪。 告别
宴吃了一家又一家，欢送鞭炮放了一
次又一次。 虽然万般不舍，但淳朴的
苗家人还是用自己的方式感谢昱璇，
祝福昱璇。

2016年9月， 黑土麦田公益派驻
包括陈昱璇在内的15名扶贫专员 (俗
称“创客”)奔赴国家级贫困县———湘
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花垣县， 在5个
乡镇的7个贫困村成立了6家农民专
业合作社。

这是一群意气风发、有想法敢行
动的大学生 ，他们学业优秀 ，出身名
校，来自五湖四海，大多成长于城市。
他们为什么会选择这条“泥泞之路”？
他们给边远的苗乡土寨带去了什么？
走近他们，或许能找到答案……

创客三人行：
卖包谷酸，教孩子们打棒球

2016年9月初，15名扶贫专员在北京经过
短期培训后，来到了花垣县不同的村子。 陶品
儒、曾晓、张雪婷3人分在一块，服务于边城镇
磨老村和长老坟村。

陶品儒是一个长沙伢子，2016年7月毕业
于澳洲国立大学环境学专业。 他深受湖湘文化
影响，有想法，吃得苦，霸得蛮，敢为人先。

“农村问题是中国的根本问题，农村的发
展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所在。‘侠之大
者，为国为民’，我希望有这么一个机会去以心
中的一腔热血，为农村的发展和祖国的强盛尽
绵薄之力。 虽然条件艰苦，但在逆境中不懈努
力并最终取得成功的这份成就感，是我所追逐
的。 ”有人惊讶他从“海归”到扶贫专员的跨度
之大，陶品儒却觉得水到渠成。

刚下村时，他唯一不习惯的是语言，但一
个月的入户调研后，这个问题解决了，现在还
能说上几句苗话。 为节约建厂房的资金，他甚
至学会了开挖土机。

磨老村是个纯苗族村落， 也是个典型的
“空心村”，村里年轻人大多外出打工，留下的
多为妇女、老人和小孩。 针对当地情况，陶品儒
他们带领建档立卡的贫困户成立了磨老人家
种养专业合作社，主要开发湘西特色美食包谷
酸（当地称玉米为“包谷”），设计了外包装，制
作了产品食用手册，并将原本生食的包谷酸加
工成熟食，方便顾客直接食用。 销售方式也多
元化，线上线下都有售卖。

张雪婷在大学时是校棒球队队长，她组织
村里的孩子们学打棒球：“这是城市孩子玩的
运动，希望乡下小朋友也能体验。 ”

曾晓个性开朗， 充满活力。 她开心地说：
“合作社的阿姨们找到了事做， 精气神都变好
了。 6月，县政府支持的包谷酸加工厂在村里建
起来了， 合作社从原来的16人增加到了43人。
前景越来越光明。 ”

他们下一步计划在这里开发旅游资源，发
展露营和民宿。

陈昱璇：
一个深夜电话改变了人生轨迹

细长的丹凤眼，高挑清秀，说话轻言细语，
扑面一股中国风。 吉林姑娘陈昱璇很打眼。

两年前，22岁的陈昱璇刚从清华大学毕
业，她不急于读研或就业，而是选择给自己一
个间隔年（gap� year）。 一年里，她尝试了很多
社会实践，如去米兰世博会做志愿者，在联合
国做实习生， 去孟加拉考察草根公益创新，等
等。 同时，她成功申请了国外高校的研究生，准
备出国深造。 然而，顺理成章的人生轨迹却被
一个深夜电话改变了方向。

2016年5月23日深夜11时多， 睡眼惺忪的
她接到一个电话，这个电话打了1个多小时。 来
电者是秦玥飞———黑土麦田公益的创始人。

“那天晚上，我几乎没睡着，琢磨明白了一
件事：我不想出国念书了，我要到农村去。 这就
是我一直想做却没机会做的事。 ”

“当然还有另一种可能，就是这个半夜打
电话让人睡不好觉的人，是个大忽悠。 ”

陈爸爸就是这么想的。
第二天上午， 当女儿跟他说这个事时，他

头都没抬：“别胡思乱想。 ”他坚信在农村除了
体验艰苦生活，没什么女儿能做的事，女儿也
改变不了什么。 然而3个月后，陈昱璇说服了父
母，来到了花垣县雅酉镇扪岱村。

扪岱村是个有上千年历史的石头苗寨，位
于武陵山区腊尔山台地。 陈昱璇和伙伴邓超超
一道建立了石头寨种养农民专业合作社。 她们

众筹卖过野生猕猴桃，卖过腊肉，还和社员合
作开发了湘西特产包谷烧。 用户反馈不错，给
社员带来了几万元钱的收益。

隆九斤是从城里返乡创业的扪岱村青年，
合作社的第一批社员，也是海客计划的第一个
报名者。

在扶贫过程中， 陈昱璇和伙伴们认识到，
一个地方要真正摆脱贫困，永远不是靠外界的
帮助， 而应该依靠当地青年作为有生力量，发
掘内生动力，这是促进乡村可持续发展，实现
从“输血”式扶贫到“造血”式扶贫转变的关键。
于是就有了由15位扶贫专员共同发起的乡村
创业青年培养计划———“海客计划”（HIKER�
PROJECT）。 他们办讲座，邀请当地优秀创业
青年代表分享人生故事，并进行有针对性的技
能培训和实践指导，成功带动了更多的青年。

来扪岱村之前，陈昱璇曾对自己说：“我不
相信，我最想做的事情，只有别人能做，而我不
能做！ ”如今，她和同伴们也想让隆九斤，想让
更多充满潜力的同龄人相信：在追求梦想的路
上，是可以超越自我，拥抱无限可能的。

去年11月，陈昱璇当选为2016年度中国罗
德学者。 这是一个巨大的荣誉。 在温暖贫困群
众的同时，她也成就了自己的光芒。

陈旖雪：
一个70分的行动

永远好于100分的设想

作为一个城市女孩， 22岁的陈旖雪在从
复旦大学毕业选择当一名乡村创客时，遇到了
和陈昱璇相同的问题：家人不支持，朋友不理
解。 听从自己追逐理想的心灵召唤，外表文静
秀气的她坚持了自己的选择，来到了花垣县补
抽乡水桶村（合并后叫“合兴村”）。 她说：“我想
重新认识脚下的土地。 ”

意料中的困难如期而至。
住在村里，没空调，没热水。 这还能忍受，

可以用风扇，可以烧水。 但一天只吃两顿饭，尤
其是每顿离不开辣椒，对于天津长大的她就比
较难适应。 最具有挑战性的，则是上厕所———
那是最原始的茅厕。

当然，更有满满的收获和感动。“这段生活
将成为我生命的底色。我很庆幸自己的选择。 ”

苗族村寨人情淳朴。“随便就可以走进别
人家里烤火、吃饭，奶奶和阿姨们会真诚地说：

‘我心里很喜欢你们，但不知道该怎么说。 ’一
听说我们没菜了，就立刻去自家地里拔菜给我
们。 ”

“一个70分的行动永远好于一个100分的
设想。 ”这是陈旖雪认同的观点。乡村创客强调

“创” 的能力， 需要创客打开自己的视野去了
解，打开自己的头脑去创想。“但更重要的是，
能把想法变成现实， 能快速行动快速调整，能
调动各种资源，达成真实的效果。 这应该是作
为一名合格的乡村创客必须具备的素质。 ”

陈旖雪为村里的规划是发展苗绣，希望可
以帮助留守妇女增收。 她需要写策划，找资源，
搞培训。 闲暇时，她会领着阿姨们一起跳广场
舞，和小朋友们爬山唱歌。

张元昌：
想得最多的就是鸡

在广州中山大学，张元昌修的是社会学专
业，可从去年9月入村至今，他想得最多的就是
鸡。 微信头像换了几次，全是鸡。

“已经开了6个小时的车。 ”张元昌默默算
着时间，他和同事尹昆露正在去怀化的高速公
路上。 这是今年3月初的一天，早上8时从村里
出发，大半天时间里，他俩已经去了重庆和吉
首两个地方。

在此之前，他们还去了贵州。 如果不是最
后在怀化一家育鸡场找到了理想中的“雪峰乌
骨鸡”，他们可能还会去更远的地方。

张元昌和尹昆露想要找的，是鸡，土鸡。
他们的项目地在花垣县的洞冲村，村子不

大，没什么年轻劳动力，耕地面积也有限，唯一
值得说道的，是村里有几个养鸡大户。 下村后，
他们先做了一个月的入户调研，发现土鸡很有
市场，但大家都没什么经验。

“有一个村民家的鸡死了一只，就地埋了，
结果引发鸡瘟传染了一两百只。 他们不给鸡打
疫苗，平常也不会管理鸡舍环境，没有温度控
制、饮食控制。 ”于是，张元昌和尹昆露带着24
个村民成立了合作社，主要业务是：养血脉保
存最为完好的湘西土鸡，并把它们养到最好。

什么品种的土鸡最好呢？“雪峰乌骨鸡是
湖南唯一、 国内珍贵的肉蛋兼用型乌骨鸡品
种，已被列入国家畜禽遗传资源名录。 ”说起自
家宝贝，张元昌的眼都亮了，因为“很牛”。

养鸡就要建鸡舍。 当时合作社账户里只有
1万元钱， 是所有社员的出资额， 要尽量省着
用。 运物料、搭铁架、铺锯木灰、拉水泵等，都是
他俩和村民们一点一点做的。 鸡舍12天就建好
了，设备一应俱全，有水有电，有温度计和电
炉，预算也没有超。 如今，鸡场里每个月都有鸡
卖，最壮观的时候有4000只鸡。

一批大鸡走了，一批小鸡又来了。 小鸡们
正在这里慢慢长大，成为大家的希望。

【链接】
黑土麦田 (Serve For Chi鄄

na)是在国家民政部备案的人才培养
与精准扶贫公益项目，由2016感动中
国人物、央视最美村官秦玥飞与耶鲁
大学优秀中国毕业生于2014年联合
发起。 2016年4月， 黑土麦田成立
乡村创客计划，旨在通过持续输送杰
出青年人才到贫困乡扶贫。

黑土麦田公益扶贫专员服务期
一般为两年。 2016年，黑土麦田选拔
第一届扶贫专员30人，其中一半选派
到湖南花垣。 2017年，黑土麦田共收
到来自全球的3000余份申请 ，47名
青年脱颖而出 ， 成为第二届扶贫专
员，其中39人选派到花垣。 目前，第一
届扶贫专员将有4人离开， 第二届扶
贫专员刚刚到位，花垣共有50名扶贫
专员。

母女微笑追梦记

泥泞中追梦的青春
———黑土麦田公益“创客”花垣扶贫故事

2017年5月，秦 飞（左七）与扶贫专员们在合兴村拍的全家福。王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