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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表情

脱贫故事

陈崇的办公室里，醒目处悬挂着他和
当年资助他的那个老总的合影。两边挂着
几条“最美长垣人”的绶带，一旁还放着一
卷字画——这是几年前他特意为那个老总
准备的，但一直没有送出去。

从2010年至今，陈崇每年都要资助几
名贫困学子。陈崇说，他最初只是想到了
会有人像他一样因为上不起学而困顿，才
萌生了把爱心传递下去的念头。最近几
年，他摸索出了一个新的资助模式：“借船
过河”——把“输血”改为“造血”。在贫困
学子入学困难时，借给一定额度学费（一般
每人每年3000元），完成学业后三年内，有
一定经济能力时就把钱归还。

“说是借，但我不会逼他们还，不会附加
任何其他条件。我只是希望能通过资金回
收，能帮助到更多的人。”陈崇说，目前每年
他都会不断注入新的资金，更期待借出去的
钱能够还回来，让更多贫困学子受益。

近三年，陈崇每年资助的贫困学子都
保持在四名。每年寒暑假，他还会在公司
为他们提供勤工俭学机会，甚至为他们的
家人提供岗位。

曾在北京某大学读书的小贾，是2013
年第一批与陈崇签订“还款承诺书”的贫困
大学生。父亲病故、母亲改嫁的她，几乎每

个假期都会在陈崇的公司里打工。这期
间，她曾另外借过陈崇的钱，也曾把自己的
家人介绍到陈崇的公司打工。前不久，她
在北京找到工作后，第一时间给陈崇发来
了短信：感谢您陈叔！我在这边安顿好后，
会尽快把我这些年借的钱还回去。因为我
知道，您比我更需要钱。

这样一条短信，让陈崇差一点落下泪
来。他说：“我资助贫困学子更多是因为有
一种情结。我让他们签合同、打欠条，主要
是想培养一种契约精神，同时也给予被资
助者充分的尊重和动力。”

“自助才能天助。”陈崇这句话经常说
给学子们，也提醒着他自己。

赠人玫瑰，手留余香。从受人帮助到帮
助他人，陈崇也影响着身边的人。今年夏天，
南方一家供货商来长垣考察市场时，听说了
陈崇资助贫困学子的故事而深受感染，当场
拿出15000元要求一次性捐助5名贫困学
子。而当陈崇把这件事讲给几个朋友时，他
们也当场决定要资助5名贫困学子……

“现在的生意不好做，我也怕我哪天会
坚持不下去。好在不断有新的朋友加入到
我的‘造船’厂，我相信借出去的‘船’一定
会慢慢回来的。有可能的话，我希望能帮
助到更多需要帮助的人。”陈崇说。1

□李艳

冬日午后，阳光暖融融。
老朱赶着羊群从山坡上走了下来。在柏油

村道上站定后，老朱开始招呼羊群集合，只见他
手握鞭子并不甩动，喉咙里发出类似清嗓子的

“吭吭”声，大羊小羊便乖巧地围拢到他身边。
站在羊群中，皮肤黝黑、身材瘦小的老朱一

脸阳光，边指挥羊群，边跟来人打招呼。
老朱名书记，今年66岁，是栾川县黄柏村一

个普通羊倌儿。最近一段儿，他家里喜事连连：
卖了21只羊，赚了15000多元；母羊陆续产崽，
羊圈里新添了十来只精神抖擞的小羊羔……

老朱的快乐，是从去年重新当上羊倌儿开
始的。虽然父母给他起了个常被人误解的名
字，但没上过几天学的他几乎连自己的名字都
不会写。

去年，老朱被认定为建档立卡的贫困户，享受
了国家扶贫政策的支持，村干部和帮扶人员几次
登门帮他谋划时，老朱也想把几十年的穷日子翻
个个儿，他说：“我年轻时给队里放过羊，有经验！”

“扶贫羊”还没送到，老朱就迫不及待自己
盖好了羊圈，还跑到附近各村打听谁家羊养得
好，四处“讨方子”。“扶贫羊”送到那天，老朱高

兴坏了，四只母羊、两只羊羔挨个抱了个遍，夜
里恨不得睡到羊圈里去。

养了些日子后，老朱又有了新想法。他狠
下心借钱又去赊买了12只羊。村干部、扶贫干
部都替他捏了把汗，但老朱倔，想早点儿发家致
富让人瞧得起。

老朱的倔，其实是脱贫致富的决心和信
心。一年后，老朱不负众望，羊群由最初的6只
变成了前些日子的 60多只，只只膘肥体壮，附
近各村养羊的，就数他养得好。

老朱养羊有诀窍吗？“没诀窍、没诀窍……
就是每天带着羊往山里跑两茬，羊的肚子就比
跑一茬吃得圆。”老朱说，大多数人放羊都是每
天一次，而他是两次。不管刮风下雨，只要人出
得了门，早上天蒙蒙亮，老朱就赶着羊上山，来
回一趟五六公里。等中午吃罢饭，他又上山放
羊……天气好，家里没啥事时，他干脆带上干
粮，中午也不回来了。

在老伴眼里，老朱养羊的诀窍是：“对羊亲，
比对俺还亲。”

母羊产羔，是老朱最快乐的时候，也是他最
累的时候。天天跟羊群在一起，约摸着哪只母
羊要生产了，就会嘱咐老伴儿多做碗饭给母羊
留着。母羊产羔常赶在夜里，老朱整晚都不睡

觉，隔一会就往羊圈跑一趟，老伴儿说他“比老
婆生娃都紧张”。母羊产羔后奶水不足，老朱就
让儿媳从镇里捎回整箱的纯牛奶，在火上温温，
用奶瓶喂羊崽喝……

其实，说没诀窍，老朱的诀窍多着呢：他在
羊圈旁的自留地里种了黑豆，盐水煮黑豆，那可
是母羊下奶的好东西；收了黑豆，他又种小麦，
这小麦，可是专门为小羊崽种的，“冬天没啥好
草，又青又嫩的麦苗小羊保准爱吃。”老朱说。

老朱养羊脱贫的事儿还惊动了县委书记。
“他两次来看我，还到羊圈里看我的羊。”老朱
说，县委书记看了他的羊特别高兴，认为他养羊
的诀窍就是“勤”，还说他是勤劳致富的模范。

“国家给的羊，咱不得下劲儿养好嘛！”老朱
对最初送来的6只“扶贫羊”念念不忘，还常说起
帮扶干部帮他养羊的一些事情：今年2月，他的
羊陆续得了口疮，并蔓延成唇肿，这可把他急坏
了。是扶帮干部给他请来畜牧局的专家治好了
羊的病，还送来好几箱消毒药水。从那以后，羊
再出啥毛病，老朱心里就有底了。

“卖了羊，买羊的钱能还上，前些年家里欠
的外账也能还得差不多。往后再卖羊，挣的钱
就全是俺的了！”老朱咧着嘴笑了起来，言语中
满是对幸福生活的向往。8

老朱脱贫记

□陈炜

“请问，WiFi密码是啥？”

——作为一个普通消费者，我经常听到这

样的问询。无论是在大酒店还是电影院，是在

咖啡屋还是快餐店，被问者不管是坐镇的老板

还是穿梭的服务员，他们一定会把字母、数字组

成的那串密钥爽快地给你。或者，你掏出手机

一抬头的当儿，已经在显眼的地方发现了你想

要的东西。那就更简单了，输入口令，点“连

接”，你就可以尽情地“网上冲浪”了。流量的

事，不用你操心啦。

在这个移动互联的时代，免费 WiFi 和支付

二维码一样，已经成为商家或服务机构的标

配。缺少了这些条件，就像一家馄饨摊旁没放

凳子，理发店里不能吹风一样，味道再好，技艺

再精，总有点拒人千里之外的感觉。

我前几天十分仔细地研究了那个由三道弧

线和一个圆点组成、被称作 WiFi 的东西。发现

这个扇形图案，其实代表了一种技术，它允许电

子设备接入一个无线局域网（WLAN）。英国纽

卡斯尔大学的一个叫路易斯的博士生曾经绘制

出一张展现人类周围无形网络 WiFi 连接信号

图。那图就像一个毛线团，细密缠绕，荧光闪

烁，如幽灵出没，驱不散，理还乱。在应用层面

上，WiFi 就是一个端口，一旦开启了这扇门户，

我们就进入了庞大无垠的互联世界。随便畅游

吧，免费的！

科技的每一次进步，都是对人类束缚的一

次解放。真要感谢这个小扇面，它让我们的便

携式电脑扔掉了那一截灰不溜秋的网线，让我

们掌上的智能手机变得更加便捷、聪明。

8年前的那个秋天，我和同事远赴非洲大陆

采访。一天傍晚，我们在刚果（金）首都金沙萨

的一家中国公司的公寓往远隔万里的家里发

稿。那年头，中国的互联网还不发达，非洲的互

联网更让人头疼。那里的网络气若游丝，有一

搭没一搭地支应着我们的请求，敷衍着我们的

渴望。我们屡战屡败，屡败屡战，从午夜作业到

黎明，眼看着那代表着传递成功的线段一点一

点延长，我们即将欢呼雀跃庆祝胜利的瞬间，线

又断了！

一切又回到了原点，一夜的工夫白瞎了。

我们无比沮丧地奔赴恩吉利国际机场，准

备转飞坦桑尼亚继续采访。等候飞机的那段时

间，我们就坐在机场大厅的水泥地上，靠着一面

黄色的墙壁，兴味索然。忽听旁边同事王大哥

一声欢呼，说不愧为国际机场，一拍笔记本电脑

回车键，照片竟然全发走了！

原来，他的电脑智能连接了机场的无线网

络，信号强大，一举成功。

现在想来，他连上的，正是 WiFi。虽然我们

那时还不知道这种叫 WiFi的东西是一种什么样

的技术。不连不知道，一连吓一跳；不连不知

道，一连忘不掉。有 WiFi，那是真好啊！

如今，WiFi 这东西不再稀奇，转眼抬头间，

就能看见墙上热情的广告：本店 WiFi 免费使

用。后面还不忘留下登录密码，真是体贴入微，

让人感动。走进这样的店里，在寒气逼人的严

冬突然就有了温暖的感觉，坐下来，掏出手机，

连上那啥，世界豁然开朗，心情顿时舒畅。不管

是海碗锅盔羊肉汤还是香槟美酒俄罗斯红肠，

加上这款扇形的催化剂，粗犷者更粗犷，优雅者

更优雅，口腹之欲与精神之需双重满足，买一送

一，一举两得。于是就觉得这餐饭吃得值，花钱

不多，流量没少赚。

便有坏人打起了 WiFi 的歪主意，他们利用

一些人占小便宜爱“蹭网”的习惯，用开放的

WiFi“钓鱼”上钩，将别人手机里的信息、网银、

秘密等一网打尽，坐收渔人之利。可怜那些蹭

网而被“网”住的人，捡了芝麻丢了西瓜。

更有那手机不争气的时候。它也不问主人

同意不同意，精神涣散意识滑坡，将责任和安全

抛在脑后，眨眼就和街上的“野”WiFi 一拍即

合。弄不好就会闹出乱子捅出篓子被坏人利

用。主人发现，竟惊出一身冷汗，于是矫枉过

正，索性把整个 WLAN关闭了事。

凡有类似事件发生时，我便不由得思绪翻

飞起来：就在不久前，围棋机器人阿尔法狗已经

完胜人类棋手，把一切被视为人类骄傲、充满艺

术与智慧的宇宙流、自然流、中国流等等打法与

流派击败于无形；写稿机器人敲了记者的饭碗：

8月 8日 21时 19分，四川九寨沟发生 7.0级地震，

21 时 37 分 15 秒，中国地震台网机器人自动上

位，仅用 25 秒就写成了一则 540 字、堪称完备的

消息，并配发了 4 张图片；某媒体的写稿机器人

“小南”用不到一秒的时间，推出一篇 300余字的

春运报道，还写出了“车次主要是 K 字头和普

列，基本都是无座票，一站到底，路途会比较辛

苦”这样充满人情味的文字……

当人工智能发展到一定阶段，它们会不会

像美国电影里的“终结者”，一夜之间反目倒戈，

“碾压”人类？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于是专家

们站出来指出：人工智能的发展前景确实不可

限量，但所有科学技术包括人工智能，其发展都

是非线性的，不会沿着一条直线永远快速向

前。也就是说，人工智能离赶超人脑还有非常

漫长的距离——目前人工智能的发展阶段，只

相当于当年蒸汽火车每小时跑 5 公里的阶段。

好像早就有智者对人们的这种担心做了解析：

人类对未知世界的陌生导致了恐惧的发生。而

这种恐惧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科学的进步。人

类，要对未来充满自信。

这下我们就放心了！便又解了 WLAN 的禁

闭，让那小扇面重新闪烁起来。

一个周末的黄昏，几个朋友在一家路边面

馆里摆开阵势，红辣椒，黑啤酒，灯红酒绿，高声

喧哗，时不时掏出手机看看微信接接电话，那叫

一个不闲。吃到热闹处，大伙便叫了扯面、揪

面、炸酱面、刀削面、刀拨面，面面俱到，面面对

了胃口。正要下筷挑面，猛然看到对面墙上的

一张对开大纸的告示：本店没有 WiFi。在这行

粗黑的字体旁边，是两句温馨的提醒，大意是：

人生匆匆，生活美好，何必只盯着冰冷的屏幕，

还是和朋友聊聊天吧！

我相信，在看到那个告示的时候，我一准是

举箸不下了，因为我接着看到了伙伴们疑惑的

眼神。下面的情形是，大家的目光都被那些字

吸引了。

那一晚，我们吃面的动作温柔了许多。8

没有 又如何

请让我来帮助你

请让我来帮助你，就像帮助我自己；请
让我去关心你，就像关心我们自己。
这世界，会变得更美丽。”

——《熊猫咪咪》

□本报记者 刘向东 本报通讯员 王晨光 谢向亚

长垣县城一个新开业的大型商场里，有家不
大的商铺。忙碌的商铺主人陈崇35岁，人称陈

老板。
谈起往事，多年前一笔 2000元借

款让他牵肠挂肚……

承 诺
“毕业后三年内，我一定会把钱还回

来。”2002年秋，接过一家企业老总捐助的
2000元钱时，陈崇郑重地打了张欠条。

父母多病，姐弟三人都在读书；地少屋
破，父母农闲时到集镇卖豆腐贴补生活。
这是陈崇当年的家境。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高中的寒暑假，
陈崇几乎全在打零工自挣学费，但考上大
学时，仍有一半学费没着落。

学，陈崇想上，学费又让他一筹莫展。
他曾打过工的一家企业多年来一直在资助
寒门学子，这让陈崇看到了希望，也让他忐
忑：他考上的不是名校，不符合被资助条件。

一连几天傍晚，陈崇拎着几斤父亲做
的豆腐皮等候在那家企业的写字楼下，直

到有一天看到老总办公室里的灯光，他说
服保安，找到老总诉说了自己的窘境。陈
崇至今清楚地记得他们简单的对话：

“还差多少？”“两千就够了。”“中，你回
去吧。”

翘首期盼数日，陈崇等来了老总的电
话。在老总的办公室，2000元无偿资助金
到了他的手里。陈崇忽然提了个要求：打
张欠条。“我至今忘不了他看我打欠条时的
惊讶表情。”陈崇说。

欠条上，陈崇承诺：毕业后三年内还钱。
然而毕业三年后，陈崇并没能把这笔

钱还上。这三年里，他当过推销员、业务
员，辛苦打拼。钱挣得不多，但兑现承诺并
不是难事儿。那么，是他忘了，还是……

感 恩
凑足学费的陈崇在上大学的第一年，

家庭突遇变故：母亲罹患重症，需要一万多
元救命钱。当时，若不是师生们发起募捐，
他差一点辍学。至今，他还记得他写在募
捐箱上的小诗：

母患重病儿伤心，恨己不能孝娘亲；千

思万想无他法，娘亲生死全在君。
短短两天，涌动着师生爱心的近万元

捐款到了陈崇手上。手术成功，母亲的生
命得以挽救。

“我得到了太多的爱，我必须感恩。”陈
崇说他记住了所有能记住的捐赠者，希望
有一天能还上这一份份“人情”。随后的日
子，他几乎每天都是第一个离开又最后一
个回到宿舍，在课余做义工、打零工，无论
看到哪个同学有困难，他都会主动把自己
辛苦挣得的钱递过去。“这是我最初的报恩
模式。”他说。

当年那笔无偿资助，毕业后的陈崇更
是念念不忘。曾经数次，他去了那家企业，
但都没能见到忙碌的老总。终于在毕业后
的第五年，他见到了这个资助他的老总，可
当他双手把钱递过去时，老总久久想不起
这件事。对陈崇的采访中，记者试图和这

位资助过上千名贫困学子的企业老总取得
联系，他的助手告诉记者：“关于资助寒门
学子的事，他从不接受采访。”

钱，最终没能还回去。这一夜，失眠的
陈崇躺在床上翻来覆去，他对妻子说：“这
笔钱不属于咱，咱不能要。”

“借来的钱”还不回去，留着又心有不
安，怎么办？

“谁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我觉得在
我困难时有人肯帮我，我就要永远记着人家
的好。”陈崇说。那一段日子，他天天惦着这
件事儿。随后，刚开始组建自己的公司、资
金紧张的他却郑重决定：资助寒门学子。

2010年秋天，两名贫困学子的资料到
了陈崇手上。实地了解了他们的家庭状
况，在决定给每人资助 3000元的同时，陈
崇特意把两个孩子叫到一起。推心置腹一
番交流，两个孩子知道了陈崇的故事，也深
深懂得了“感恩”两个字的分量。

陈崇说：“那些日子我明白了一个道
理，感恩并不是别人给我多少钱我就还多
少，更多的是要传承一种精神，主动承担一
份力所能及的社会责任，尽力去帮助更多
需要帮助的人。”

回 报

陈崇（右三）等人和暑假打工的学生

陈更生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