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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根农村

芬芳美丽山乡

武陵山脉中南一隅， 流淌着一条河，

弯弯曲曲的河水悠悠向东流去， 千百年

来生生不息， 这条河名叫清江， 被誉为

“土家族的母亲河”。

清江两侧是一座座大山， 高耸入云。

这里是山的世界 ， 放眼望去 ， 除了

大山还是大山。

不久前， “英子姐姐 ” 和助学团队

成员又一次踏上了山路， 他们要到都正

湾镇高桥村走访和回访贫困学生家庭 。

这次， “英子姐姐” 要把刚收到的

3

万元

助学款送到

21

位贫困生手中。

这条助学之路， 她已经走了多年。

1991

年

7

月， 刘发英从当时的枝城师

范毕业。 在填报分配志愿表时， 她在志

愿栏里写道： “到长阳最边远、 最贫困

的黄柏山去！”

刘发英说， 这样选择是受父亲的影

响。

刘发英的父亲上世纪

60

年代毕业于武

汉大学， 这样的人才在农村可是 “鸡窝里

飞出的金凤凰”。 父亲毕业时， 完全可以

留在武汉， 但他却坚定不移地回到了家乡

长阳， 教小学， 教初中， 一直教到高中和

县党校。

他常对孩子们说 ： “如果每个山里

的孩子都一心想着离开农村， 那农村永

远不可能富裕， 农民只能世代贫穷。” 父

亲的话在刘发英的心里烙下了印。

多年后， 刘发英同父亲一样 ， 作出

了进山的选择。

1991

年

9

月， 刘发英来到距离县城

200

多公里、 最偏僻、 最穷困的长阳县黄柏

山陈家坪小学工作。 学校临时用两条长

板凳、 几块木板为她搭了个窝。

从此， 一箱书 、 两床棉絮 、 一间小

屋， 成为了刘发英生活的全部。 她在黄

柏山扎下了根， 一呆就是

18

年。 在这

18

年里 ， 她日日与大山里的孩子们为伴 ，

与贫穷和寂寞为伴 。 刘发英说 ， 那时

候， 最怕的就是漆黑的夜晚和打雷的雨

夜。

不过， 山区人民的朴实也让她感到

温暖 。 在那里 ， 老师要自己上山种菜 ，

自己生炉子做饭。 最初， 刘发英种不好

蔬菜， 山上又买不到米和肉， 只能靠土

豆、 面条充饥。 学生家长得知后， 每次

给孩子带菜 ， 总会给刘老师多带一点 。

刘发英说： “很多学生买不起饭， 可他

们却把仅有的新鲜蔬菜分给我……”

更加触动刘发英的是 ， 山里孩子对

读书是那么渴望， 但贫穷和失学却毫不

留情地吞噬了许多山里娃的希望， 这深

深刺痛了她的心。

于是， 除了认真教课 ， 刘发英经常

给家庭困难的孩子买学习用具 、 衣服 ，

垫付药费。 那时， 她的月工资仅

98

元

5

角。

“明天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她总是这

样安慰孩子们。 但是，她同样也明白，依靠

她个人的工资无法解决这些问题，她开始

将目光投向外面的世界，寻求帮助。

轻点鼠标

叩开爱心世界

转机发生在

2005

年

9

月。 安静的校园

里来了两名风尘仆仆的青年 ， 他们是

“心之旅” 助学网站志愿者、 武汉大学青

年教师李勤和周锋顾。 “刘老师， 我们

是 ‘心之旅’ 助学网站的志愿者， 想在

这里资助贫困学生。”

刘发英很是惊喜，她顶着烈日 ，陪同

两名志愿者翻山越岭，走访了几户贫困学

生家。 李勤和周锋顾对贫困生小伟和小向

的故事印象深刻，将两个孩子的情况发布

在了“心之旅”网页上。

一周后 ，

800

元爱心助学款就寄达学

校。 又过了一周，该网站发起人杨女士也

来到资丘走访， 现场落实

2000

元助学款，

5

名学生获助。

“网盲” 刘发英感到很神奇： “网络

还真管用！” 于是， 她开始学习上网， 先

在 “心之旅 ” 网站注册了 “英子姐姐 ”

的网名， 又笨拙地将几名贫困学生的资

料发布在网上。

操作成功的那一刻，刘发英欣喜若狂，

一个全新的想法诞生了———“网络助学”！

2006

年

6

月

12

日，刘发英收到了宜昌地

矿所喻望寄来的

600

元爱心款，用于资助两

名贫困学生。 这是她参与网络助学后，直

接收到的第一张爱心汇款单。 这坚定了她

开展“网络助学”的信心。

很快，她迎来了“拓展业务”的机会。

2006

年

8

月的一天晚上，刘发英打开电

脑，一条要求加她为好友的信息让她眼前

一亮。 对方在留言中说：“我是北京‘大耳

朵英语网站’的负责人，网名‘大耳朵’，希

望在长阳资助一些贫困生。 ”原来，“大耳

朵”是北京“大耳朵”英语网站站长韩柏东

先生， 他听说长阳县是国家级贫困县，于

是联系该县教育局，教育局又向他推荐了

“英子姐姐”作为联系人。

“大耳朵”最初资助了

3

名学生。 每当

钱款汇来，“英子姐姐”便第一时间发放给

学生，并将孩子们写的收据拍成照片上传

给 “大耳朵”。 几名受助的孩子也多次给

“大耳朵”写信、打电话，汇报学习情况，向

他表示感谢。 “山里的孩子真纯朴！ ”被山

村孩子感动的“大耳朵”又增加了

2

个资助

名额，资助款至今已达近

3

万元。

与此同时，“大耳朵”韩柏东还在自己

的网站上专门开设了 “英子姐姐助学”专

题，发布长阳县贫困学生信息，并邀请刘

发英担任版主。 因该网站的网友中有许多

海外人士，“英子姐姐”和她的网络助学故

事走向了世界各地。

随后 ，湖北的 “情暖荆楚 ”和日本的

“

IT

民工棚”网站也开设了助学板块。 通过

这些渠道，“英子姐姐” 的视野不断开扩，

先后结识了国内外

600

多个助学网友。

2008

年春，“英子姐姐” 又结识了新加

坡籍华人杨柳。 杨柳被她的精神打动，寄

来

1000

元人民币。 这是她争取到的第一笔

国外网友的资助。

就这样，刘发英结识了越来越多的网

络助学者，最初的愿望实现了。

2009

年

,

“英子姐姐” 调到县城花坪小

学任副校长，但她没有忘记资丘镇的贫困

生

,

不仅继续资助资丘镇的孩子们， 还把

“网络助学” 的范围扩展到整个长阳县及

周边地区。

网聚真情

成立助学团队

在坚持助学的路上，“英子姐姐” 也曾遭

遇质疑，有人说她不务正业，有人说她多管闲

事，有人说她为自己捞钱，但更多的人给予了

她支持与鼓励。刘发英说：“如果没有亲人、同

事、朋友的鼓励和帮助，我很难坚持下来。 ”

去年

11

月 ， 刘发英 建起 了 自己的网

站———“英子姐姐”助学网，并成立了一个助

学团队。 她的爱心助学团队也发展到有

21

名

固定成员，其中既有普通教师、偏远山区的学

校负责人，也有退休干部、知名作家、省级劳

模等，大家都是无偿服务。

白沙坪小学的田太合老师，就是“英子姐

姐”网络助学团队走访组的成员之一。他说，走

访时，因为途经的都是山路，只能靠步行，遇到

下雨天，容易摔跤，甚至有时会从山上滚下来。

刘发英说，身边人的坚持总是让她很感动。

团队的力量也让“英子姐姐”助学网得以

壮大。

网站刚建成时，一些人想资助，但是有点

怀疑。为了筹集更多的助学款，刘发英有时候

要和“准资助人”磨一晚上的嘴皮子，对方才

相信她。

为了赢得持久的公信力， 她带领志愿者

团队倾注了大量心血。

例如， 通过摸底走访核实过的信息，“英

子姐姐” 会亲自通过

后台管理软件发布到

网上“待资助信息”板

块， 网友只要点击这

个板块， 就能了解孩

子的基本情况， 选择

自己的资助对象。 资

助人钱一到账，“英子

姐姐”首先就会把“待

资助”学生转到“已资

助信息”板块，公布该

学生资助人的网名 、

资助金额等。 随后“英

子姐姐” 团队会把钱

送到受助学生家里 ，

学生或学生家长必须

亲自签收， 学校老师

等代收的，必须留下代领人电话。送款时，“英

子姐姐” 团队会给受助学生抄下资助人的电

话、地址，要求学生期中期末、过年过节必须

与资助人联系。而团队中的法律顾问、湖北仁

辉律师事务所律师则负责电话回访， 抽查资

助款是否真正到位。

在刘发英家里， 记者看到了

12

大本厚厚

的“爱心账本”———分学期建立的助学登记册

里，详细记录着每一笔捐款的来源、捐款人地

址、电话号码、

QQ

号、金额、受捐学生姓名、

学校、年级等重要信息。全部汇款还有复印件

存档。刘发英说：“我这

6

年资助的所有学生都

有独一无二的编号，不会弄错或重复资助。 ”

家人的支持也使刘发英获得了坚持的动

力。

“英子姐姐”的丈夫叫覃守龙，是一名中

学教师。起初，他对妻子的网络助学并不太理

解。 覃守龙说：“毕竟她因为做这个事情对家

庭的照顾少了一些， 我一度不太支持。 有时

候，我还劝她干脆暂停下来或放弃。 ”

可是，当妻子遇到困难时，覃守龙还是会

挺身而出。

2006

年秋季起，“英子姐姐” 收到的爱心

汇款越来越多，这些钱需要尽快交给学生。当

时她在白沙坪小学当校长，还分管附近

5

所学

校，工作十分繁忙，于是取款任务落到了覃守

龙肩头。 从学校到镇上有好几里路， 多的时

候，他一天要跑四五趟。

2008

年春季开学时，一位老人领着

8

岁的

孙子，带着

20

个土鸡蛋，赶了几十里山路，特

意到“英子姐姐”家表示感谢。 夫妻俩十分感

动，塞给孩子

50

元钱，还找出一包儿子的衣服

给祖孙俩带回去。

这件事对覃守龙触动很大， 他深深感到

妻子做的事情很有意义。从此，他心甘情愿地

当起了“义务取款员”，风雨不误。 至今，覃守

龙已经为此骑坏了两辆摩托车。

谈到儿子谭时，刘发英觉得愧疚。 目前，

谭时在长阳县一中读高三， 虽然父母都是教

师， 他却很少得到父母的辅导， 成绩只是中

等。刘发英说，有一次，儿子的衣服扣掉了，他

不是找妈妈给他缝补，而是很自然地找爸爸，

丈夫覃守龙似乎也已习惯了又当爹又当妈。

刘发英也有过想放弃的时候 ， 那是在

2007

年至

2008

年上半年间。

2007

年，刘发英的父亲中风偏瘫，哥哥因

车祸高位截瘫，公公被查出患有癌症。当年秋

天，丈夫也从资丘调到县城一所中学，夫妻俩

相隔数十公里，来回一趟需要一天时间。每到

放假，刘发英不得不在

4

个亲人之间奔波。 那

时，她的网络助学事业进入拓展期，资助人数

不断上升，需要投入更多精力。 她身心俱疲，

情绪低落，动了放弃的念头。这种情绪被与他

一起捐资助学的志愿者们发现了， 大家轮流

劝她， 并发动了更多身边的人来支持助学，

“英子姐姐”终于在众人的帮助下挺了过来。

此后，刘发英得到的帮助并没有停止。就

在今年

2

月

12

日，在韩国国立昌原大学就读的

博士生冯冠军来到长阳， 看望刘发英及他资

助的学生。冯冠军说，他希望成为该助学团队

在韩国的义务联络点， 发动身边的朋友们也

都来支持“英子姐姐”的事业。

传递爱心

托起山村希望

谈起山里的孩子们， 刘发英有说不完的

故事。

晓涛只有

8

岁，却是家里的顶梁柱。

他住在长阳县资丘镇凉水寺村一座高山

的山顶，奶奶和父母都是残疾人。田家是村里

最穷的，全家的大事小事都指望着晓涛。

“英子姐姐” 网络助学团队发现了他，并

将他的情况发布到了网上。 去年

10

月

9

日，晓

涛得到了山东省和辽宁省两位素不相识的好

心人的帮助，收到了

1500

元助学款。

10

岁小女孩阿钰是长阳县两河口小学四

年级学生，个子不高，面容清秀，说话时声音

不大，偶而笑一笑，很甜。

2008

年，阿钰的爸爸在外地打工时，从三

楼摔下，右手臂断裂，治病花了

9

万元。 从此，

一家人深陷困境，生活无着，孩子上学也成了

问题。

阿钰知道自己能够上学， 是因为得到了

一位好心的日本阿姨资助。两年来，这位日本

阿姨共资助了

2000

元。

“日本的好心阿姨在哪？ ”记者问。 “在天

边，好远好远。 ”她手指向远处的大山说。 “日

本在哪？” “不知道。” “你会不会看地图？”

“我不会 。 ” “你知道她长得什么样吗 ？ ”

“我不知道……不， 我知道。 我梦见过她，梦

见她在天边有一个漂亮的影子。 ”

与阿钰一样， 刚刚从深圳打工回家的阿

钰妈妈， 也在脑海中描绘着恩人的样子。 她

想， 这个日本女子一定长得很漂亮， 身材也

很好。

纯朴的山里人表达感恩不仅仅停留在口

头上。

2001

年

3

月

1

日， 是长阳县津洋口镇三鱼

冲村的

3

岁女孩小洁最悲伤的一天。 那天，

她的父亲因车祸身亡。 从此， 陈母与两个女

儿相依为命， 以种地为生。 家里没有男劳

力， 一家人守着山里贫瘠的土地， 难有足以

糊口的收成。

一年后，妈妈带上小洁姐妹离开故土，迁

至长阳县城，租了个

17

平方米的小屋，做了一

个擦鞋的木盒子，开始为女儿上学挣学费。

擦一双鞋挣

2

元，但在小县城里擦鞋的人

并不多，就是春节生意最好的时候，陈母在大

街守一天，也挣不到

20

元。 最好的一天，只挣

了

16

元。 挣钱这么难，但她的希望没有破灭，

“再苦再难，都要供女儿上学”。大山的女人有

颗坚强的心。

2009

年

9

月，刘发英给陈母打电话，要她

领捐助款。 “那时正是我最难的时候。 ”陈母

说，“到学校后，刘老师递给我

400

块钱。 接过

来的时候， 我心头一热， 泪水一下子滚了出

来。 ”

刘发英说，捐钱的人叫小惠，是韩国人。

从此，小洁和妈妈就记住了小惠和刘发英，一

天到晚想着能为帮助她们的人做点什么。

一天， 刘发英途经龙舟大道到花坪小学

上班，不经意间被陈母发现。陈母终于找到了

报答的机会，一把拉住刘发英，一定要给她免

费擦鞋。 刘发英反复推辞之后，只得“就范”。

此后每次见到刘发英， 陈母都要为刘免

费擦鞋，还说：“把您家的鞋子都拿来，我没别

的本事，只能擦鞋报恩。”打那后，刘发英每次

上班时，都要绕道而行，以免麻烦陈母。

“是爱心人士的资助，彻底改变了我的人

生。 ”湖北大学一年级学生阿玲动情地说。

阿玲两岁时， 父母因一次意外同时离开

人世。 东家一碗米，西家一盆菜，在乡邻的接

济中，爷爷奶奶艰难地将她抚养成人。

2009

年夏天，阿玲高考考了

525

分，刚好

上了一本线， 但没有达到她填报的中国海洋

大学的录取线， 她落榜了。

“像天塌了一样。” 阿玲说， “当时非常

绝望， 想外出打工， 但舍不得年迈的爷爷奶

奶； 想复读， 却没有足够的钱， 好长一段时

间里晚上睡不着觉。”

秋天快开学时， 阿玲突然接到 “英子姐

姐” 的电话， 说北京一个叫宋燕的好心人资

助了她

1500

元 。 她这才知道 ， 是 “英子姐

姐” 将她的情况发到网上求助。 接着， 她又

先后接到了美国的杨光、 安徽的李成忠、 山

东的王蒙、 四川的肖莎、 山西的任静等人资

助的

9500

多元现金。 复读一年后， 她终于考

上了湖北大学。

“从大山走进省城， 从贫困生成了大学

生， 我怀着一颗感恩的心， 在寻找报答的机

会。” 阿玲说。

“我还是一名学生， 我能回报社会什么

呢？” 阿玲经常问自己这个问题。 一天， 阿

玲得知学校有个社团叫做 “新长城自强社”，

加入后能有机会做好事， 就赶紧报了名， 争

取到了在各宿舍收集废纸、 废瓶子的机会。

“收集了这些东西， 拿出去卖钱资助山里孩

子。” 阿玲说。

今年

2

月

15

日， 阿玲给刘发英写了一封

信， 向刘老师汇报了她在学校里的学习和生

活情况。 信中， 她特别提到她参加了学校组

织的青年志愿者活动。 那是在去年

10

月， 她

偶然听说武汉一个幼儿园里有患自闭症的孩

子， 便去服务， 现在， 一到休息时间， 她就

到那里与孩子们互动， 教他们吃饭、 走路、

说话。

她对 “英子姐姐” 说： “我受到了像您

这样的好心人的资助， 无以回报， 除了好好

学习， 我想以这样一种方

式来回报社会也应该是不

错的选择吧！”

“网络是虚拟的 ， 但

网民的力量却是真实的 。

期待更多的爱心网民参与

进来， 帮助更多需要帮助

的人 。 ” 刘发英还希望 ，

“把助学与感恩教育融为

一体， 鼓励孩子们学业有

成、 自食其力之后， 自愿

成为 ‘英子姐姐’ 基金的

资助人 ， 把爱心传递下

去。”

（文中受助学生均为

化名）

■

本报记者 程墨 实习生 徐世兵

有人用网络恶搞， 有人靠网络扬名， 她则用网络积聚四海真情， 以真诚在虚拟世界中建立

信任， 以爱心托起山村孩子的梦想与希望。

“英子姐姐”：网聚爱心的助学传奇

一则则求助网帖， 一个持久的爱心账户。 当素不相识的陌生人在

爱的感召下轻点鼠标， 将带着温度的善款传递给大山里的孩子时， 世

界似乎变得很小很小， 仅在一颗心到另一颗心之间。

“英子姐姐” ———受助的山村孩子们呼喊的这个名字， 是这份爱

心的 “感召者” 和 “中转站”。

“英子姐姐” 本名刘发英， 是湖北省宜昌市长阳县一名小学教师，

今年

42

岁。

6

年来， 她坚持通过互联网为贫困学生募集爱心助学款。

在此过程中， 她结识了来自

1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700

多位网络助学爱

心人士， 组建成遍布世界各地的 “英子姐姐” 网络助学团队， 搭起一

条虚拟网络世界通往现实世界的爱心桥梁。

从

2005

年

12

月至

2011

年

12

月， 长阳及周边县市已有

998

名大 、

中、 小学生得到了 “英子姐姐” 的资助， “英子姐姐助学网” 及 “湖

北希望工程英子姐姐助学基金” 募集助学款共计

272

万元。

山里孩子的梦想， 因为 “英子姐姐” 和一个个好心人的爱， 在山

路蔓延……

汤一介在思考 《儒藏》

我为什么这样选择

■

刘发英

很多人问我， 为什么选择这样的

生活？ 是啊， 我也曾经这样问自己。

我在边远山区生活了

18

年 ， 还记

得从县城坐车到黄柏山教育组报到那

天， 我真没想到路有那么远， 路况又

那么差， 全是土路， 坑坑洼洼， 非常

颠簸， 四五个小时才到资丘镇

,

我在车

上吐得晕头转向。

此后的多少个夜里， 我曾经悄悄

流泪， 工作压力不说， 就连基本生活

都得不到保障。 跟我一起到黄柏山的

几位青年教师都想办法调走了， 我也

曾想到离开， 但是我最终没有这样做。

因为生活感动了我， 孩子们和家长感

动了我。

那时， 学生们知道我这个新老师

爱哭、 胆子小， 就回去告诉爸爸妈妈。

于是， 不少家长在给孩子们送小菜时，

总会给我带上一点新鲜蔬菜； 每天晚

上女孩子们还轮流给我作伴； 每次放

假， 孩子们都把我接到他们家玩， 这

都让我很是感激。

我清楚地记得， 我到一个女生家

里走访， 她父亲跟我讲， 他一字不识，

有一次， 在广东打工的亲戚寄给他一

封信， 为了知道信上的内容并写封回

信， 他找人 “换工”， 辛辛苦苦地帮人

家挖了

３

天坚硬的板田。 他说： “刘老

师啊， 没有文化的苦头我们这辈子算

是吃够了， 就算是砸锅卖铁， 我也要

让孩子多读书！”

面对这样的家长， 我的心唯有震

撼 。 我知道 ， 山里孩子太需要老师 。

所以， 我最终选择了留下。

在搞网络助学的

６

年中， 我也遇到

过许多困难， 其中最大的困难就是网

友们的不信任、 同事和亲人的不理解。

网络是虚拟的， 要想在网络上获

取信任， 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上网

之初， 我就碰到过这样一件事： 一位

网友以想资助学生为由与我视频， 当

我好意与对方接通了聊天视频时， 对

方却说： “你就长这么个样儿， 还想

骗钱 ？ 不要拿助学当幌子来骗我们 ，

你要是差钱就说， 我们给你捐。” 这对

我来说简直是奇耻大辱， 我当时气得

哭了一场。

有时候， 我也在想， 我有一份工

资， 生活可以维持， 还从事着喜爱的

教育工作， 我凭什么要让别人怀疑我

是骗子？ 我曾经动摇过， 想到过放弃

助学， 但在最边远、 最贫困的山区工

作

18

年的经历， 使我亲眼目睹了山里

孩子读书的艰辛， 我的心真的没办法

放下他们。

于是， 我在网上留下自己的真实

信息 ， 包括姓名 、 工作单位 、 职务 、

生活照、 电话号和

QQ

号等。 在与网友

的交流中， 我亮真心、 讲实话、 吐真

言， 终于赢得了他们的信任。

现代人经常会感到焦虑 ， 有人问

我， 你在那么偏远的地方， 在那么艰

苦的环境里 ， 为什么能够安心工作 ，

还取得了那么好的成绩？

我觉得， 我并不是傻到不知道休

息 ， 不知道健康 ， 不知道多做家务 、

多照管孩子是我的本分， 也不是不愿

意当贤妻良母， 而是我在所处的环境

中， 遇到了这份人生考验———你是否

忍心看到山里的孩子们无法读书， 你

是否忍心辜负原本互不相识的网友们

给予的信任———要经得住这份考验 ，

我的人生才更有意义。

延 伸 阅 读

·自述

“英子姐姐” 与受助家庭 （本版图片由刘发英提供）

刘发英在浏览助学网站

“英子姐姐” 叮嘱受助学生努力学习

刘发英在走访贫困学生途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