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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快，刷新生命的律动

辍学后，年仅7岁的母亲俨然成
了家里的小保姆，白天晚上都要照
顾年幼的弟弟妹妹。12岁时母亲得
了伤寒病，头发都掉光了，差点死
掉。结婚后，母亲更是担起大姐的
责任，供弟弟妹妹们上学，为他们做
衣服，为娘家分忧解愁。

婚后的母亲越发勤快，越发能
干，越发有责任心。母亲种了好多
菜，西头的地边上长满了金银花，房
屋的后墙上爬满了深绿色的南瓜
藤，挂满了大大小小的南瓜。前院
粗粗细细的架子上缀满了长豆角和
黄瓜，还种了西红柿和茄子。家里
有吃不完的柴鸡蛋，有时候连门口
的地里也能发现一窝鸡蛋。

母亲经常说：“求人不如求己，
人勤地不懒，自力更生，丰衣足食。”
为了抚养我们4个孩子，不论严寒酷
暑，母亲每天早上天不亮就起来为
我们做饭，炸油饼、蒸红薯、擀豆面
条、摊煎饼、蒸焖子⋯⋯换着花样为
我们改善生活。看着我们大口大口
地吃着香喷喷的早饭，母亲总是露
出幸福的笑容。

童年时饭菜的香味，吃饭时饭
桌的热闹，伴着母亲忙碌的身影，这
幅有声有色的画面我至今无法忘
记。冬天，母亲双手皴裂；夏天，母
亲在火炉边挥汗拉风箱。这些劳碌
伴随着岁月的年轮，刻在母亲的脸
上，化为越来越深的褶皱。

善良，发自内心的挚爱

上世纪 80 年代，父亲是全村第
一个发家致富的。他为村里修路、
架电话线，借钱给村里人买拖拉机、
大卡车运货，帮助全村人致富。逢
年过节时，母亲总会主动给家里困

难的村里人送去几百元钱，父亲总
会摆上几大桌菜，买来几箱好酒，请
村里的人来家里吃饭。那时母亲和
奶奶、婶婶是厨师，我和姐姐就成了
服务员，忙得团团转。

母亲对人非常慷慨大方。村里
有个婶婶叫爱菊，有年冬天她的女儿
得了重病，天天发烧，丈夫又在外地
干活。有天晚上爱菊抱着孩子来到
我家，说：“嫂子，让我在你家住几天
吧，我家里太冷了，我和孩子快冻死
了。”母亲赶紧把我的床铺好，让她和
孩子先住下。第二天，母亲给爱菊婶
婶准备了两条厚被褥，用床单兜好，
把她送回了家。这样帮街坊四邻的
事情母亲常做，平时如果有要饭的来
到家门口，母亲也会搬上一把椅子，
让他坐下来喝口水，用大黄瓷碗为他
盛上满满的一碗米饭和熬菜。

一到夏天，父亲就从外面拉一
大车西瓜回来，母亲则站在家门口，
只要有邻居路过，就给大家分几个。

在我的印象里，母亲总是这样
善待别人、帮助别人。这么多年过
去了，每当想起我的父亲母亲，就觉
得他们是我心中的一束光，照亮着
我的世界。

坚强，一种坚定的力量

母亲从不亏欠别人。她欠别人
哪怕一分钱都清楚地记着还，别人
即使欠她几万元，如果实在艰难，她
就说不要了。

我们兄妹4个逐渐长大成人后，
母亲本该轻松，却更加忙碌，任劳任
怨、无怨无悔地照顾孙辈。七八个小
孩陆续出生，母亲为每个孩子赶制褥
子、尿布、棉衣和大红色的猫头鞋。
一针一线，缝进去的是无尽的爱；一
点一滴，融进去的是心血和深情。

长期的操心劳累使母亲得了心

脏病，可是母亲到哪儿都闲不住，到
哪家都做饭，帮助照看孩子。去年，
69岁的母亲在重症监护室里躺了两
个月，昏迷不醒、说胡话，后来肺部
也感染了，高烧不退。我们都以为
母亲活不成了，可她竟奇迹般地好
了起来。等各项指标稳定后，医生
为她成功地做了心脏瓣膜手术。大
家都说，真是好人有好报。

母亲常说：“只要我能动、能干
活，就不让你们伺候。”多年来，母亲
就像太阳一样带给别人光和热，默
默地付出，从不给别人添麻烦。

细心，温暖人心的阳光

母亲不管到哪里都特别受欢
迎，我女儿经常说：“姥姥是我最喜
欢的老人，因为她特别和善温柔。”

女儿不到两岁，母亲就开始教
她画蝴蝶、画小鸟、剪大公鸡，还读
书给女儿听。女儿后来特别喜欢画
画，想象力丰富，作文写得生动形

象，都跟母亲的启蒙教育分不开。
女儿喜欢小动物，母亲为她养过小
狗、小猫、松鼠、金鱼和蜥蜴。母亲
经常说：“孩子应该多接触大自然，
多到外面去转转，这样才会快乐，也
会变得有爱心。”女儿养的小狗后来
死了，母亲一提起来就非常难过。
她说：“猫狗也是家里的一口人啊！”

虽然只上了两年学，母亲却能
够读书看报。我近几年买了许多育
儿方面的书，母亲每次来到我家，忙
完家务就坐在书桌旁，戴上老花镜，
认真地读、仔细地记，还时不时地和
我交流一下。

我有时会为了孩子们的学习焦
虑不安，母亲常常劝我：“目光要转
向，放下心里的重担，相信孩子会越
来越好。”母亲还说：“你不要把所有
的时间都给孩子，你要活好自己，照
顾好自己，开心起来。”

每次见到小孩，母亲嘴里说出来
的全是表扬与鼓励的话语。母亲常

说：“温良的舌是生命树，美好的语言
和善良的心能造就一个人，也能改变
一个人。人的能力有大小，只要有一
颗善良的心，比什么都强。”

母亲还把从书上学到的教育知
识用在邻居身上。村里有个孩子爱
偷东西，每次他父亲都把他吊起来
打。母亲主动到他家跟孩子的父母
沟通：“孩子犯错了，不能打，越
打越叛逆，越打越不听话，你要给
他足够的宽容与爱，不要用恶毒的
语言去伤害他，要相信他能改好。”

只要来到我家，母亲就忙着帮
我做饭。现在我轻易不让母亲做饭
了，只想让她做我的老师，指导我
怎么做饭。我也想像母亲那样每天
为孩子们做可口养生的饭菜，做一
个好妈妈。我也想像母亲那样给孩
子力量和信心，给孩子宁静和善
良，成为孩子一生的骄傲和满足。

（作者单位：黄河科技学院外国
语学院）

母亲是我生命里的一束光
刘喜琴

海德学校创建于 1966 年，是全美唯一给家
长也颁发荣誉毕业证的学校。这所高中注重学生
的品格教育，不那么看重分数和成绩，却将98%
的大学录取率保持了 50 多年。他们的秘诀是为
孩子塑造能够成就自我的品格，相信孩子一切的
成功都应基于他们自身的品格。

海德学校的家长培养品格的10个重点是——
真实比和谐更重要。父母自己要面对真实，

而不单单是要求孩子诚实。
原则比规则更重要。重视教孩子尊重规则背

后的原则。如果一个家庭是以诚实为原则，那全
家人就要朝着这一原则各自努力进步。

态度比天分更重要。父母要把自己面对人生
的态度作为最重要的东西教给孩子，有天分而不
知努力的孩子不可能发挥自己最大的潜能。

设立更高的期望，放手接纳结果。父母控制
不了事情的结局，必须要有接纳结果、看淡结果
的勇气。

成功失败都有价值。给孩子机会去品味困
难、经历失败，从而收获成长。别担心孩子一次
跌倒就可能一辈子掉队。

让障碍变成机遇。别急着帮孩子解决问题，
后退一步，冷静想想，相信障碍也是让孩子成长
的机会。

抓住与放手。学会什么时候该把孩子往前推
一把，什么时候又该往后退一步，让孩子自己处理
事情。

在家里创造以品格为主的文化。如果希望孩
子具备勤奋、善良、诚实、负责任等品格，日常
生活里就不要被“成功文化”牵着走，忙于追求
大房、好车、高薪、社会地位等。

谦卑地寻求和接受他人的帮助。自信满满不
意味着遇到困难不求人帮忙，让孩子看到父母也
有需要帮助的时候，他们会更加理解自己的挣扎，
会把困难和挣扎看作生活正常的一部分，而不是
要掩藏起来的东西。

激励孩子是父母首要的工作。孩子最在乎的
不是父母挣多少钱、是否有名，他们最渴望的是
父母能给予他们生活的灵感。

具体来说，父母要真实地跟孩子分享生活中
的挫折，要走出舒适区去尝试新事物，让孩子看
到父母在努力成长。“从你每天清晨醒来开始，
以品格为中心，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为孩子做榜
样。要知道，孩子在看着我们。”

（摘编自海德学校校长在“青豆书坊第二届
中美高端论坛”上的发言）

最艰巨的工作
是培养孩子的品格

母亲在家排行老大，6岁就开始帮姥爷割草喂马，帮衬家
里干活。因为家里穷，为了帮助姥姥照顾5个弟弟妹妹，母亲
只上到小学二年级就辍学回家，老师到家里劝说了好几次都
没有用。

姥爷的叹息，姥姥的眼泪，成为挂在母亲肩上无声的音
符。母亲的勤快、善良、坚强和细心，成为支撑她生命的力量。

王琳茜 （北京市二十一世纪国际学校六年级四班） 绘

凡人家话凡人家话

微言微言

面源污染，导致水体富营养
化，影响库区水体水质，必须科
学治理

谢德体教授在三峡库区调研发现，
农村小规模养殖业产生的粪污直接排
放到长江沿岸的湾沟里；农村生活垃圾
随意扔在江边坡地，随雨水进入长江；

库区周边农田土壤中氮、磷等营养元素
通过水土流失进入长江，导致了水体污
染。“与点源污染不同，这些污染源没有
固定的排放点，因此称为面源污染。”谢德
体教授说，“由于三峡工程的重要性和特
殊性，三峡库区面源污染若不及时治理，
将影响库区水体的水质，后患无穷。”

基于此，6 年前，谢教授申请国

家水体污染控制与治理科技重大专项
“三峡库区及上游流域农村面源污染控

制技术与工程示范”课题并获准立项。

研发4项关键技术，破解三峡
库区农村面源污染难题

谢德体教授介绍，课题组聚焦三
峡库区及上游流域农村面源污染防控
问题，经过 6 年不懈努力，已研发集
成了三峡库区及上游流域轮作农田

（地） 及柑橘园面源污染防控技术、小
流域农村面源污染防控技术、生态养
殖 （养猪） 种养循环技术与模式、山
地丘陵耕作田块修筑技术等 4 项关键
技术，并进行了工程示范。

其中的三峡库区及上游流域轮作
农田 （地） 及柑橘园面源污染防控技

术，针对三峡库区及上游流域轮作农
田 （地） 及柑橘园氮、磷流失特征，
研发集成三峡库区粮菜轮作旱坡地面
源污染防控技术、稻菜轮作水田面源
污染防控技术等 7 项核心技术，为三
峡库区及上游流域轮作农田 （地）、柑
橘园面源污染防控提供了技术支撑。

谢德体教授介绍，生态养殖 （养
猪） 种养循环技术与模式则是以“适度
规模—种养结合—土地消纳—粪污资源
化利用”为核心，形成了三峡库区规模
化以下移动式生态养殖（养猪）技术与
模式、三峡库区规模化以上生态养殖

（养猪） 种养循环技术与模式、库区上
游流域生猪养殖粪污低污染排放及资源
化利用技术与模式等3套生态养殖 （养
猪）种养循环技术与模式。

三峡库区及上游小流域农村面源污
染防控技术以“景观优化配置—污染物
低能耗处理—多级拦截消纳”为核心，
针对三峡库区及其上游小流域氮、磷排
放特征，研发集成三峡库区小流域水田
生态系统恢复与重建技术、可净化面源
污染的消落带梯级人工湿地构建技术等
6项核心技术，为三峡库区及上游小流
域农村面源污染防控提供技术支撑。

示范区 4 年减少化肥 1 万吨，
节约肥料投入 6000 万元，氮磷减
排3000多吨

同时，课题研发集成的库周丘陵农
业区农村面源污染立体防控综合技术
体系，通过示范、应用与推广，核心示范
区 累 计 2359 公 顷 ，技术示范区累计

18870 公顷，技术辐射区累计 45280 公
顷，3区累计66509公顷；示范区4年累计
减少化学氮肥（纯氮）使用 10373.86 吨、
化学磷肥（五氧化二磷）使用4121.54吨，
节约肥料投入6003.40万元，化肥利用率
提高了 5.6 个百分点；消纳作物秸秆
33705吨，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达
到84%；示范区氮磷减排分别为3073.92
吨和 83.70 吨（以纯氮和五氧化二磷
计），全面支撑了“入库污染负荷减量
和改善库区水质”目标的实现。

“农村面源污染治理问题不仅仅是
技术问题，还是观念问题，强化和提
高农民的环保意识也刻不容缓，是解
决农村面源污染问题的重要手段。”谢
德体教授强调说。

（关 耳 昌龙然）

用科技保一江碧水两岸青山
国家水体污染控制与治理科技重大专项“三峡库区及上游流域农村面源污染控制技术与工

程示范”——课题负责人西南大学谢德体教授6年攻克三峡库区农村面源污染防控难题——

“保护一江碧水两岸青山，是我们资源环境学者的时代使命啊！”长期
关注三峡库区环境问题的西南大学谢德体教授深有感触地说。2012年1
月，谢德体教授主持的“三峡库区及上游流域农村面源污染控制技术与工
程示范”获得国家水体污染控制与治理科技重大专项立项支持，6年来，
谢德体教授带领团队协同攻关，研发多项面源污染防控技术体系，并在库
区广泛示范、运用和推广，课题取得了丰硕成果，为长江流域特别是三峡
库区生态保育、农业生产等作出了积极贡献。

重沟通，协作更畅通

“西部教育的振兴发展离不开国家
的支持帮助，但精神上的自强自立不
可或缺。”长江师范学院党委书记彭寿
清直言，“作为受援方，应树立主体责
任意识，主动沟通、主动谋划、主动
推进，方能不辜负总书记的关怀、时

代的机遇和山东科大的倾力帮扶。”
长江师范学院积极促成两校主要

领导、分管领导及业务部门开展多轮
务实交流，让山东科技大学充分理解
长江师范学院的办学愿景、特别是对
新工科建设的迫切需求，借助山东科
大在治理体系、教学管理、工科发
展、学科建设等方面的优势和特色，
作为扶贫协作、对口支援的优选方向。

2017 年 12 月 1 日，双方签订了扶
贫协作对口支援协议，搭建起合作的
框架。

双方将扶贫协作纳入“一把手”
工程，组建了由两校党委书记任组长
的领导小组，下设干部队伍建设、教
师队伍建设、科研与学科建设、“卓越
工程师”培养等多个对口协作小组，
聘请山东省教育部门、重庆市教育部

门相关领导担任顾问全程进行指导。
双 方 还 制 定 了 扶 贫 协 作 3 年 规

划、工作推进方案以及信息交流、工
作协调、联席会议、考核评价等运行
制度，将协作项目纳入年度目标任
务，加大扶贫协作的工作力度。

重精准，协作更高效

一年来，双方迅速就学科建设与
科学研究、教师队伍建设、“卓越工程
师”培养、干部交流等迈出了实质性
合作步伐。

人才培养方面，两校签订了 《联
合培养“卓越工程师”项目协议书》，
施行“1+2+1”人才培养模式——长江
师院遴选大一的优秀学生到山东科大交
流学习两年。目前，长师的机械设计制

造及其自动化、工业设计、计算机科学
与技术、物联网工程等10个本科专业首
批58 名学生已进入山东科大学习。

学科建设方面，山东科大协助长
江师院申报“硕士学位授权单位”，
2018 年 5 月，通过公开遴选，长江师
院 36 位教师成功增列为山东科大硕士
生导师，并于 9 月起以主导师、第二
导师等身份招收硕士研究生。此外，
两校还借力山东科技大学在大数据、
人工智能等方面的雄厚实力，共建

“机器人工程学院”，共谋新工科发展。
干部交流方面，为了更好地“学

理念、学经验、学方法”，长江师院先
后 选 派 8 名 干 部 到 山 东 科 大 挂 职 锻
炼，耳濡目染高水平大学在教学管
理、实验室建设、新工科建设等方面
的先进经验和成功案例。

重长效 未来更可期

“对口支援，重在精准，难在长效。”
山东科大党委副书记李道刚在长师考察时
坦陈：“再难也要走下去，这是政治责
任，也是东西部协作的意义所在。”

为此，双方经过多次商讨，着力激
发内生动力和活力，围绕未来3年协作
蓝图、年度协作项目和工作实施方案，
持续推进“卓越工程师”培养项目，积
极探索联合培养本科生工作机制，创新

“卓越工程师”培养模式，长师派出骨
干辅导员驻山东科大挂职锻炼，双方教
务处跟进对接人才培养方案，目前，联
合培养工作得到各方认同。

为了更好地将山东科大办学治校
经验“本地化”，长师第二批派出 4 名
干部到山东科大挂职，积极邀请山东

科大教师来校开方把脉、传经送宝。
未来，两校还将秉持“平等互利、

优势互补、资源共享”的理念，在科研
领域进一步展开合作，推进联合培养硕
士研究生落地；加强高层次人才互动交
流；组建协同创新团队，联合申报重大
科研项目和重大工程建设。

值得一提的是，两校共建的“机
器人工程学院”，立足建设特色鲜明的
新型二级学院，更好地服务“中国
制·重庆造”。

“江”“山”同心，东西相依。长
江师院和山东科大把党中央东西部扶
贫协作对口支援的战略决策写在鲁渝
大地上，协作打造渝东南地区高层次
人才培养基地、高水平科研基地和科
技成果应用转化基地的目标指日可
待。 （王丽英）

山东科技大学—长江师范学院“鲁渝扶贫协作”项目

决胜重在合力 协作拉近东西
2017 年 12 月 1 日，在山东

省、重庆市教育行政和扶贫开发部
门支持下，长江师范学院—山东科
技大学签署对口支援协议，鲁渝扶
贫协作“1+8”框架下的首个本科
教育项目落地。一年来，双方务实
推进一系列合作项目，为东西部教
育协作树立了典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