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的
穷山村，如今仰仗山清水秀吃上了

“旅游饭”……山东省济宁市泗水县
圣水峪镇东仲都村，“单拐书记”李
保玉用17年的时间带领当地群众走
上致富路，让昔日偏僻破旧的村庄
变得远近闻名。

东仲都村过去是贫穷库区移民
村，人均耕地面积不到半亩。2004
年，时任泗水县圣水峪镇人大常委
会主任兼管区书记范宝贵找到李保
玉，动员他回村当书记。

当时，李保玉和妻子在泗水县
城摸爬滚打十多年，开了 4家工艺
美术店，生意红火，早已置业安
家。其间，他还承包果园，参与残
疾人帮扶事业……在范宝贵眼里，
这个拄着单拐的年轻人“身残志
坚”、本事大。

可回村的事，母亲不愿意。她
劝李保玉不要像自己的父亲一样，
当村干部“得罪人”。抛下生意，舍
下两个孩子，妻子自然也不愿意。

可李保玉心意已决，反过来做工
作：“我一直忘不了小时候，兄弟姐
妹 6个。能像别人一样撒点盐、泡
个煎饼吃就很不错了。我在村里吃
百家饭长大，我回去是报恩。”

一边刚做好家人的工作，另一
边质疑的声音跟着来了：“身体不济
能干好工作吗？”听到这些话，李保
玉不争辩。

每天早晨 5点半，只要不去镇
上开会，风雨无阻，李保玉准时进
村。他顺手买了早饭，带到村干部
家里。吃完开始安排工作，等 8点
半上班的时候，大伙儿手里工作差
不多都解决完了。慢慢地，村民知
道这位拄着单拐的年轻人肯吃苦、
耐得烦，碰到困难总爱找他唠唠。

“路宽心宽，路直人直。”李保
玉上任第一件事——修路。村级道
路2000多米，他自掏资金6万元完
成硬化。之后争取贷款 6万元，打
水井解决农田灌溉问题，带领村民
整理土地 300亩，积极发展核桃和

樱桃种植。
转年村“两委”换届中，李保

玉全票当选村支部书记、村主任。
“老百姓提了问题，村干部要重视，
尽量当场解决，不隔夜。老年人不
管身边有没有孩子，干部要常去家
里坐坐，看看情况。”日复一日，李
保玉从不把村民琐事当小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从
2017 年起，根据当地生态环境特
点，李保玉带领村民转思路、搞产
业、拉项目。3年后，伴随“阅湖
尚儒研学游”正式投入运营，一个
集观光度假、农事体验、文化传
承、民宿美食于一体的旅游目的地
在东仲都村亮相。第一年接待游客
5万余人次，带动收入500余万元。

17年往返于县城和村里，李保
玉骑坏了 4 辆三轮车，摔过七八
次，长期拄拐的身体添了新伤。但
看到村里道路美了，乡亲们腰包鼓
了、脸上笑容多了，这个山东汉子
欣慰地笑了。

2021 年，东仲都村入选文旅部、
国家发改委公布的“全国乡村旅游重
点村”名单。干了 17 年的村支书李
保玉面临卸任，村民们不愿意，要挽
留这个好书记。

“应该把接力棒交给年轻人。”李
保玉说，东仲都村正是爬坡上坎的时
候，总得培养年轻干部来“接茬”，这
两年自己还能提供一些帮助。接下
来，他要发挥光和热，为困难群体作
贡献。

眼下，申请筹办“儒源爱心公益
协会”是李保玉心里的头等大事。协
会旨在为老年人、残障人士提供旅游
观光、疗养、创业培训等公益服务。
未来，他想在东仲都村发展这项“感
恩”的事业，为残障人士提供就业机
会和产业分红。

昔日穷山村昔日穷山村 而今换新颜而今换新颜
——“单拐书记”李宝玉助农走上致富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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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出生即失去左臂，却托起了400多个残障孩子的艺术梦；她是奔赴山区

支教的年轻老师，她助力返乡残疾青年实现创业梦想……她是吉林省超凡梦想

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张超凡，以“超凡”书写青春芳华、唱响新时代青春之歌。

本报讯（记者 舒迪）记者从
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
金会（简称中国绿发会）获悉，7
月5日，位于河北省唐山市的中国
绿发会丰年虫保护地在积极沟通当
地政府部门后，把此前救助的一批
绿海龟放归大海。

绿海龟属于濒危物种，也是中
国《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
中所列的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其成
熟个体野外寿命记录可达 90年。

据介绍，此次放生的绿海龟一共 5
只，2021年由当地公安部门在执法
检查时查获，由唐山市野生动物救助
站收容。2021年11月份，收容救助
站因为条件限制，转场至绿发会丰年
虫保护地所在地，借助专业能力和优
良的收容条件予以收容救治。

经过半年多的收容救治，绿海龟
已达到放生条件，经中国绿发会与多
方商讨，决定让绿海龟回归大自然，
进一步保护野生动物多样性。

中国绿发会放归珍稀绿海龟

奋斗的路每一步都算数

“超凡脱俗”，虽然张超凡天生
左臂缺失，从名字中就可看出父母
对她的美好祝愿与期盼。

小时候，张超凡特别羡慕动画
片里那些拥有“超能力”的人。今
年夏天，她终于练就了“超能力”：

“双手”配合拧开瓶盖、骑自行车、
烘焙蛋糕……尽管早就做到了单手
生活无障碍，这一全新体验还是让
她兴奋不已。

为了让残疾朋友更好地实现无
障碍生活，年初时，张超凡受邀作
为科学体验官，配合一群青年科学
家测试新近研发的康复辅具——智
能仿生手。它通过采集、处理人体
肌肉运动产生的肌电神经电信号来
实现智能义肢的动作控制，从而实
现“手随心动”。

在装配中心，张超凡对这次适
配充满期待。然而，开局就是一个

“坎儿”。
“左臂残肢太短，加之是自幼缺

失，系统几乎采集不到肌电信号。”
张超凡告诉记者，尽管测试了很多
次，可她对智能仿生手的手指控制
始终没有感觉。

眼见不顺利，但张超凡不想更
不愿放弃，她希望通过自己的努
力，让更多有需要的人享受高科技
带来的红利。

拿起，“啪”掉下，再捡起……
为了增强肌电信号，一个简单的抓
握动作一天要练习无数遍，直到第
11天，又一个被抓烂的苹果没有像
往常一样“自由落体”，这意味着仿
生手识别到了屈伸信号，并第一时
间作出反应。张超凡为此兴奋得跳
了起来，她回忆说：“那一瞬间我仿
佛抓住了新生命的脉搏。”

接下来的38天里，不光手臂练
瘦了很多，张超凡更是真切感受到
了“手臂重新生长”，这让她可以解
锁用左手写字、放风筝、玩魔方
……在看到张超凡挑战仿生手成功
的视频后，一位妈妈留言说：“我的
孩子同样缺失左小臂，你的成功让
我看到了照进孩子生命里的光。”

张超凡高兴地在朋友圈写下：
“这世上没有‘躺赢’的捷径，奋斗
的路，每一步都算数！”她坚信奋斗
是青春的密码，也是通往幸福的必
经之路，“期待用双手帮助更多青少
年不负时代、不负青春。”

这位“90后”姑娘，至今在奋
斗路上已获得多项殊荣，中国青年

五四奖章获得者、全国三八红旗
手、全国道德模范……对她来说，
这些嘉许是鼓励、是关爱，更加坚
定了她在奋斗路上逐梦飞扬的信
念，让她相信实现梦想的前景无限
光明。

张超凡记得，幼年时自己无法
接受左臂袖管空空的现实，奶奶曾
告诉她：“只要心中有阳光，只要肯
坚持、肯付出努力，你就能拥有全
天下最有力量的左臂。”也正是这句
话，让她有了直面生活的勇气，“尽
管缺失了一只手臂，但这不能阻挡
我乐观、坚强地成为一个有价值的
人。我会一直坚持下去，点亮更多
人的梦想。”

“把教育公益梦进行到底”

世界对张超凡关上了一扇门，
但也打开了一扇窗。而正是这扇
窗，让更多孩子感受到世界的多
彩、拥有了生命中更多可能。

“游乐场、动物园、菜市场……
只要去过一遍，我就能凭记忆活灵
活现地画出来。”张超凡告诉记者，
家人发现幼年的她有画画的天赋，
风雨无阻地接送她到离家很远的文
化宫学习绘画和书法。

正是得益于这份坚持，2011
年，张超凡以全国美术特长生总分
第一名的成绩，如愿以偿地来到北
京读大学。听说山区的孩子没上过
美术课、书法课，大学期间，她自
告奋勇地报名去支教。

大二暑假时，在房山区支教学
校的课堂上，张超凡和孩子们一起
谈人生、谈理想，手执画笔描绘多

彩世界；晚上和同学们一起挤在10
人大通铺上分享执教的喜悦。那段
经历虽然短暂，却在她心中埋下一
颗种子——教育兴国，她希望帮助
更多特困、残障的孩子们实现艺术
梦想。

毕业前夕，获得国家奖学金、
北京市三好学生的张超凡得到本校
保研的资格，并通过了南方某大企
业的招聘考试，可心里始终挂念的
却是她的家乡长春。

“那段日子，时常想起支教时遇
到的孩子们，想到从前在文化宫学
画画的自己，想到给予过我帮助的
老师们。”张超凡告诉记者，思虑再
三后，她决定回到长春创办艺术教
育培训学校，成就更多孩子的梦想。

创业起步期，设计图纸、招聘
教师、组建团队、筹集资金……张
超凡忙得脚打后脑勺儿，有时饭都
顾不上吃。培训学校办起来后，不
仅满腔热忱被质疑的声音“泼冷
水”，早上一睁眼，等着她的就是房
租水电费、人员开支和银行贷款。

直到一节公益课上、一个小男
孩的出现，让所有压力变成了一种
动力。

“那天他坐在最前排，不仅听得
认真，而且积极和我互动。没想到
下课铃声一响，孩子却委屈地哭着
跑出了教室。”张超凡后来得知，小
男孩名叫李硕，从小喜欢美术，但
家里无力支付学习费用。他求着妈
妈，坐了两个多小时的车才赶上那
节公益课。课程结束后，他拿起画
笔的梦想也许只能埋在心底。

泪水划过稚嫩的脸庞，滴在了
张超凡心里。2015年冬天，她用参

加益智类答题比赛 《一站到底》 获得
的 奖 金 ， 创 办 “ 超 凡 梦 想 公 益 课
堂”，并设立每年30万元的“超凡公
益梦想助学金”，帮助像李硕一样的
孩子圆梦。

渐渐地，越来越多需要帮助的小
朋友出现在课堂上。至今，“超凡公益
梦想课堂”帮助超过 400 名家庭特
困、肢体残疾、孤独症儿童免费学习
艺术课程。

张超凡说，她为孩子们绘制的是
一个小梦，当无数个孩子的梦汇聚在
一起，就变成了一个社会的梦、一个
教育的梦，“未来可期，秉承初心，我
将把教育公益梦进行到底”。

传递向上、向善、向美的力量

在梦想盛开的道路上，张超凡越
走越远，公益之心也越来越炙热。

2019年，张超凡与长春市绿园区
委、区政府联合打造“梦想小镇”公
益项目，作为长春市无障碍爱国主义
教育基地和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已
招募1.2万名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
重点创立了新时代筑梦展厅、公益梦
想课堂、青少年双创基地、残疾人创
业孵化基地，受益人数达5.68万人次。

在公益路上，每个人就像萤火
虫，无数萤火虫的微光汇聚在一起，
就能够照亮更远的地方。2019年，张
超凡联合多家知名企业发起成立吉林
省超凡梦想公益基金会，并成为首任
理事长。

去年 7 月河南暴雨洪灾发生后，
基金会第一时间联合数十位爱心企业
家，在短短36小时内采购了冲锋舟、
生活必需品等价值50余万元物资，驰
援灾区。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张超凡
及基金会理事会成员共同组织开展

“抗击疫情，益路有你”系列公益活
动，至今已累计募集爱心善款及物资
总价值超过1000万元。

“作为一名青年党员、一名残疾人
志愿者，公益带给我的是一种生命价
值、一种精神状态。”坚定执着的张超
凡，传递给社会一种向上、向善、向
美的力量，彰显了青春朝气与当代青
年的品格与担当。

“向上向善的心灵之美，忘我奉献
的品质之美，行而不辍的践行之美，
我也希望成为追随美、创造美的奋斗
者。”张超凡说，接下来的路，她也要
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帮助更多孩子和
残障青年实现他们的梦想，“这样才能
不输给时间，不输给命运，不输给胸
怀远大梦想的自己。”

逐梦韶华的“超凡”人生
——记全国道德模范、吉林省超凡梦想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张超凡

本报记者 赵莹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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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辽宁省大连市普兰店区，有
一个广为流传的感人故事——26
个孩子一个“妈”。故事的主人公
是当地土生土长的民营企业家林
忠凤。这位“资深”政协人，履历表
上有着连续三届大连市政协委员、
连续五届普兰店区（市）政协委员的
经历。

街坊们眼里，林忠凤从小就心
地善良、乐于助人，长大成人后更是
如此，谁家有难事，她都会尽力去
帮，特别是对困难家庭尤为上心。

时光回到1995年年初，林忠凤
从政府工作人员那里听说了一件让
她牵肠挂肚的事儿：本地15岁中学
生宋某家中突遭不幸，父母在一场
车祸中双双罹难，年迈的爷爷也因
悲伤过度撒手人寰，撇下她独自一
人辍学在家。

这个命运多舛的孩子，让林忠
凤的心狠狠地揪了起来。她很快找
上门，只见空荡荡的房间里，只有宋
某孤零零一个人。听林忠凤说明来
意后，她仰起头抽泣着说：“林阿姨
帮帮我吧，我要读书。”“走，跟阿姨
走！”林忠凤马上领着孩子到学校交
齐学杂费，办理了新学期入学手续，
并为她购买了学习用品和四季衣
被。之后，林忠凤三天两头给宋某
送去吃的、用的，用温暖的话语鼓励
她安下心来好好学习。

这件事安顿好之后，林忠凤的
心久久难以平静。义务教育阶段没
什么费用，遇上这样的事，低收入家
庭还勉强应付得了，那些考上大学的
孩子又如何解决高额的费用？于是，
林忠凤和丈夫何新军共同商定：要想
办法帮助那些上不起大学的孩子。

那年高考刚一结束，林忠凤便
与丈夫到当地教育部门了解情况。
果不其然，当年共有15名特困学生
参加高考，其中10人考试成绩达到

重点大学录取分数线，但因家庭经济
困难，都打算舍弃重点大学改报普通大
学，还有5名学生可以上普通大学，也因
家里拿不出学费准备弃学打工。

获悉这一情况后，林忠凤夫妇和
教育部门负责人一同就近走访了几名
低收入家庭的孩子。每到一家，林忠
凤都是一阵心酸。眼前所见，或家有
卧床不起的病人，或遭遇不测一贫如
洗……见此情景，她当场表态，全程资
助这几名学生上大学所需的费用，直
到他们完成学业。

自打许下承诺，林忠凤除了向当
地慈善机构捐款100多万元，又陆续
出资200余万元，相继资助26名困难
学生顺利完成学业，他们中有的还获
得了博士学位。对每一名受助学生，
林忠凤不仅经济上予以资助，还经常
打电话询问他们的学习、生活和身体
情况，每逢到外地出差，凡是有受助学
生在此地读书，她都要到学校去看望。

人是有感情的，林忠凤无微不至
的关爱，换来了受助学生对她的尊敬、
爱戴和信赖。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
对林忠凤的称呼从“林经理”“林阿
姨”，再到“林妈妈”……

叫声“妈妈”不容易。从林忠凤资
助第一批困难大学生开始，这些孩子
就把林忠凤的家当成了自己的家，把
林忠凤视为亲妈，不仅有什么烦心事
都会对“林妈妈”说，面临人生重大抉
择也要找“林妈妈”当参谋。

如今，每逢春节，远在祖国各地的
“儿女”都会回到普兰店，来到“林妈
妈”身边，给“林妈妈”拜年送祝福。

“大爱无限不言谢，永志不忘林妈妈。”
这是孩子们一致的心声。

最让“林妈妈”高兴的，是这些懂
得感恩的孩子不仅没有忘记她，更将
她的殷殷爱心永续传递，开始资助一
些有需要的人。“这一点，让我感到所
做的一切，都很值！”林忠凤说。

林忠凤：给26个孩子当“妈妈”
陈艳芳 本报记者 吕东浩

“在政协关爱基金资助下，我开
启了大学生涯……4年来，政协委
员都是我前行的榜样，委员们的大
爱一直给予我力量，我也想成为像
你们那样有责任、有担当、有能力的
人。为此，我发愤图强，考入中国农
业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所生物化学
与分子生物学专业攻读研究生，但学
费再一次让我倍感压力……”6月28
日，一封学生来信寄到重庆永川区政
协学习和联络委员会主任张义骞手
上。读着信，他不禁湿了眼眶。

写信的学生小张，是2018年区
政协关爱基金资助的100名困难大
学新生之一，家中母亲因精神残疾
无法独立生活，父亲打零工为生、身
体不好需经常吃药，年迈的奶奶腿
脚不便、生活不能自理。可喜的是，
小张是个懂事上进、吃苦耐劳的孩
子。如今更是考上了研究生，实属
不易。

信中提到，研究生一年学费
8000元，小张及其家庭一时难以承
受，且因课题需要7月就动身前往
学校报到。按照相关规定，政协关
爱基金每年8月才会集中发放。时

间这么紧，小张的情况又比较特殊，该
怎么办？

当天上午，张义骞正在参加永川
区政协妇联界别委员开展的巡河活
动，他立刻将这一情况告知委员们。

“ 我 个 人 先 定 向 资 助 3000 元
……”区政协妇联界别第一召集人、区
女企业家协会会长代素秀当即响应。
很快，关爱基金管委会也开始行动，电
话报告、线上开会、专人收集整理资料
……第二天，小张获得区政协关爱基
金1万元定向资助款，与爱心委员们
见了面。

“考虑到除了学费，孩子还需要基
本的生活费，我和翟林群委员共筹集
了1万元汇入政协关爱基金。”代素秀
叮嘱小张：“有困难不要怕！加微信，
以后有需要就找我。”

永川区政协关爱基金自2010年
建立以来，已历时三届，政协委员12
年接力，4102人次慷慨解囊，筹集善
款1000余万元，共有1291人次困难
学子获得资助……今年的政协关爱基
金助学工作现已启动，将于8月中下
旬继续助力120名家庭经济困难学子
圆梦。

“政协委员是我前行的榜样……”
——重庆永川政协助困难学子圆梦小记

刘静嘉怡 本报记者 凌云

本报讯 为了助力家乡乡村建
设和文化事业的繁荣发展，文化学
者朱鹤亭近日向山东省昌邑市卜庄
镇马疃村捐赠50万元。朱鹤亭表
示，虽然离乡多年，但家乡依旧是他

心头一直的牵挂，此次捐赠正是为了
助力家乡的乡村文化等建设，今后他
还会继续关注家乡的发展与建设，进
一步尽己所能贡献力量。

（贺慈）

文化学者捐资助桑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