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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藏族孩子命运的“最美支边人”
本报记者段芝璞 、
张京品 、
张宸

尽管已经离开西藏一个多月，回到内地的
段玉平还是会忍不住想起在阿里地区改则县的
点点滴滴。
作为第八批援藏大军中的一员，段玉平在
平均海拔超过 4700 米的改则县坚守三年，
因地
制宜发展小产业帮助群众增收脱贫，发动后方
力量点对点助学改变藏族孩子命运，以身作则
结对帮扶藏族群众，谱写了一曲动人的援藏赞
歌。

“阵
入伍：画笔握手中 ，
地”在心里

坚守“生命禁区”有作为
“风吹石头跑，
天上无飞鸟。
氧气吃不饱，
夏天
穿棉袄。
”
这首在当地流传的顺口溜生动地说出了
改则的恶劣气候：
县里平均海拔超过 4700 米，
年平
均降雨量不足 200 毫米，
每年七级以上大风天气
超过 200 天，
至今没有成活超过三年的树 。
2016 年 7 月，
作为中国移动选派的援藏干
部，段玉平到改则县任县委常委、副县长。刚到
时，
因为强烈的高原反应，
段玉平整夜睡不着，
脑
袋疼得想撞墙，
上楼时每爬一层都要停下来大口
有人劝他，
援藏同志把资金带来
喘气歇几分钟 。
就行了，
你可以多回内地招商引资，
不用待在这
儿遭罪。
“援藏是上级安排的光荣任务，
也是我们
的责任。
既然来了，
我绝不当逃兵。
”
段玉平说。
稍稍适应了恶劣的气候，段玉平就开始走
在调研中，
他发现有些群众竟
村入户了解情况。
然舍不得吃青菜。
“当地吃的蔬菜基本是从别的
省份运过来的，菜价很高。”
段玉平说，
“尤其是
冬天，
县里只有土豆等根茎类蔬菜，有些基层干
部根本吃不上叶子菜。
”
在详细调研的基础上，
段玉平争取上级支持，
两个月后就种
投入援藏资金建成 9 个蔬菜大棚，
出了芹菜、
西葫芦、
西红柿等蔬菜。
“干部群众都能
吃上新鲜蔬菜，
生活明显改善。
”
改则县干部曹枝清
说，
“蔬菜不仅比原来新鲜，
价格也便宜不少。
”
改则县是纯牧业县，
地里不长青稞，过去群
众吃的糌粑只能靠从外地运。段玉平牵头投入
援藏资金在县里建成糌粑加工厂，将青稞运到
县里后加工成糌粑售卖，使当地糌粑的售价从
“这既降低
每斤 5 元降到了现在的每斤 3 . 8 元。
了群众的生活成本，又方便了群众生活。”
改则
镇扶贫专干仓巴次仁说，
“糌粑加工厂还帮助十
几名建档立卡贫困群众脱贫，大家都说段县长
干事既有思路又有办法。
”

心系藏族学子善作为
段玉平不分管教育，却是当地教育界的“名
人”
。记者与他在改则县城一同走访调研时，刚
好遇到县完全小学放学。一些来接学生的藏族
家长看见段玉平，
赶忙摘下帽子，弯腰抬起右手
( 藏族群众表示对人尊重的礼节 ) 跟他打招呼。
还有胆子较大的学生响亮地喊道：
“段叔叔好！”
“段县长是我们学校的恩人，全校 25 个班级的
”
县完全小学校长
贫困学生都得到过他的帮助 。
次仁卓嘎说，
“因为来学校次数多，大部分老师

▲段玉平（左一）在给学生发放爱心物资 。

都认识他。
”
在下乡过程中，
段玉平发现牧区有些适龄
孩子不愿意上学。
为此，
他联系内地爱心企业，
在县中学、
完全小学分别设立“杰瑞”
“育蕾”
励
志奖学金，每年都对品学兼优的孩子进行奖
励。
遇到成绩不错但家里有困难的学生，
段玉
平就给他们买些教辅书籍和学习用具，
勉励他
们好好学习。
了解到先遣乡小学有学生因贫困
萌生退学念头后，
段玉平号召中国移动南京分
公司的青年团员，
筹集资金一对一帮扶 12 个
家庭特别贫困的孩子，
帮助他们继续求学。
深感一个人能力有限，段玉平还将贫困
学生情况发到微信朋友圈，号召“微友”
们爱
心帮扶。在他带动下，累计有内地 1 0 省区
158 名爱心人士结对帮扶贫困学生 408 人
次，
帮扶金额超过 48 万元。
每次捐赠 ，
段玉平都把钱当面转交给学
生，
再拍照片在微信上传给朋友说明善款去
出于对他的信任，一些爱心人士与孩子们
向。
建立了长期联系。
“周妈妈(内地爱心人士)加
了我微信，
给我买衣服还给我生活费，每周都
跟我视频聊天，叮嘱我好好学习。”
县完全小
学贫困学生尼玛旺姆说，
“我跟周妈妈约定，
要考到她所在的城市上大学。”

受访者供图

牢记为民使命敢作为
刚到改则时，
段玉平的一些思路并不被认
可。
甚至有人嘲讽他是不顾高海拔地区实际情
况，
在为自己援藏“贴金”
谋政绩。
“既然来援藏，
就要把内地先进的经验带到西藏。既然来了，
再苦再难也要给群众做些实事。
”
段玉平说。
县政府支持下，
段玉平牵头成立
在县委、
县旅游公司，
集中收购麻米乡手工作坊里的藏
香，
注册商标后对外销售，
销售额一年就有十
万元；
整合资金建成特色产品商店，将当地羊
毛加工制成羊毛衫、
围巾等商品，旅游旺季时
“以前手工作
一个月营业额就有三十多万元。
坊的产品，
没包装没品牌也没有销售渠道。
”
县
“段县长手把手教我们管
旅发委副主任普珍说，
理企业 、
注册品牌和开发旅游产品，
县里旅游产
”
业这几年发展很快。
进藏前，四十出头的段玉平已经是中国
移动连云港分公司副总经理，工作体面生活
优越。进藏后，
有时吃饭都要靠自己做。一次，
宿舍防水层被冻坏，冰雪融水漫过两三米宽
的墙面流到房间，
为避免水漫宿舍，他只能拿
几条毛巾铺在瓷砖地板上，不停地吸水再拧

干。有自驾游的朋友从县里路过，看到他宿舍
“知道西藏条件艰苦 ，
的条件后，感慨道：
但没
”
想到那么艰苦 。
条件艰苦不仅没让段玉平得过且过，反
而让他产生了“在藏不易，更要抓紧时间干
事”
的紧迫感。除了上级交办的任务，他还利
用一切机会主动为群众分忧解难。一次上街，
段玉平看到身着校服的其美卓玛在捡垃圾，
了解情况后主动与她家结成扶贫亲戚。在他
的帮助下，过去自卑爱流泪的其美卓玛变得
开朗自信。其美卓玛说：
“段爸爸让我看到了
希望和光明，我很感激他。”
因为敢拼敢干，段玉平受到改则干部群
众的一致认可，他本人也荣获最美移动人、中
央企业优秀共产党员、最美支边人物、全国脱
贫攻坚贡献奖等一系列荣誉称号。
如今，
回到内地的段玉平还在力所能及地
为改则提供帮助：
协调共青团南京移动公司委
员会继续对口支援先遣乡小学，
协调内地爱心
个人继续结对帮
人士继续结对资助贫困学生，
扶其美卓玛直至大学毕业成家立业，
个人每年
帮助销售改则县土特产不少于两万元……
“虽然已经离开改则，离开西藏，但我的
心永远和西藏人民在一起。”
段玉平说。

无臂“最强老爸”：阳光乐观是这样炼成的
本报记者孙仁斌

立秋刚过，天仍有些溽热。32 岁的王刚在
辽宁铁岭昌图县两家子镇河西村自家的炕头
上，陪伴不到一岁的儿子肉肉(乳名)玩耍。因为
没有双臂，
他用双脚和身体保护着孩子，比正常
人要付出更多的努力，汗水打湿了他的前胸和
后背，一件灰色的背心湿哒哒地贴在身上。
肉肉很乖，玩到高兴时，他会爬向爸爸，怕
他跌倒，王刚就躺在炕上，双腿蜷缩着向上擎
头尽力向前探，
把自己弯成一张弓，这样，肉
起，
肉就可以安心地扑倒在爸爸的肚子上，像躺倒
在一个快乐的小窝里。
这似乎还不能让他满足，
他慢慢爬向王刚的
头部，
用肉嘟嘟的小嘴巴，
亲亲爸爸的脸和脖颈。
“我最大的心愿是抱抱他，像别的爸爸一
样，把他抱在怀里，亲亲他。”
王刚笑着对记者
说，眼睛里，
却噙满泪花。
13 岁的时候，
王刚和小伙伴们跑到家附近的
招苏台河河堤上去玩，误触高压电箱被电击晕了
过去。
家人和邻居闻讯赶到，
把他送到医院抢救。
醒来后，
王刚发现，
自己的双臂已经被截去。
“听家里人说，双臂已经血肉模糊，医生说
必须截掉。一开始没感觉怎样，等出院了，才觉
得天塌了。
”
王刚回忆说。
小学还没上完，他就退学了。
“不想再上学
了，在同学眼里，
我就是个怪物。”
如厕，都需要
躺在炕上两年多，
吃饭、洗澡、
父母照顾。原本开朗活泼的他，话越来越少，不
愿出门、不想见人，甚至想到轻生。
一次趁母亲到厨房去，他用嘴咬住一把水
果刀，刺向自己右小腿的动脉……母亲回到屋
里，见满炕鲜血，一把将水果刀夺下，抱着王刚，
母子俩抱头痛哭。
从那以后，父母轮流看护，寸步不离他左
右，害怕他再想不开。
就这样又过了两年，母亲突发脑溢血病倒
了。母亲的突然发病，让王刚陷入了沉思：
“父母
只有我一个儿子，
我要继续自暴自弃，
我失去的
是双手，
他们丢掉的却是余生全部的希望。”
从那以后，
王刚开始调适自己的心态，一点
点重拾对生活的信心。
“没有双手，我还有双脚。”
他开始练习用脚
趾 夹 着 汤 勺 吃 饭 ，一 次 、两 次 、数 十 次 、上 百
次……他没有放弃，也不能放弃，
要想好好地活
下去，他已没有退路。

在八旬退伍老兵韩丹家的二层小
阁楼上，有间蒙了薄尘的柜子，柜子里
珍藏着一张泛黄发旧、但仍保存平整
完好的毕业证，上面用繁体字写着：与
工农兵结合，为工农兵服务。韩丹同
志，于本团第六队学习。现经鉴核，准
予毕业。一九五零年十一月二日。
“与工农兵结合，为工农兵服务”
十二个大字印在证书上，也从此印在
了韩丹心里。家住宁夏银川市南华社
区的这位老兵漫画半生，始终不忘“文
艺为工农兵服务”
的红色初心和使命，
严守“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
化、展形象”
的宣传阵地。

▲ 8 月 8 日，
王刚与儿子肉肉在家中玩耍 。

渐渐地，他能用脚吃饭，用脚扫地，用双
脚给母亲洗衣服，
甚至用脚做饭。
“我妈瘫痪那几年，裤子、床单尿了，我随
时给她洗。我干不了别的活，
不能给妈妈买什
么，只能用这种方式来尽孝。
”
王刚说。
照顾瘫痪的母亲直到她去世，这段时间
里，
虽然辛苦，
却也让 王刚重拾了对生活的信
心：失去双臂没什么 ，
可怕的是失去活下去的
勇气。
2015 年，母亲去世不久，父亲又罹患癌
症。父亲最放心不下的是他走后留下王刚孤
零零一个人，
谁来照料他生活？
“爸，
你放心吧，
我能照顾好自己。
”
照顾父
背地里，
他
亲时，王刚脸上总带着阳光的微笑。
却担心父亲的身体，
还要四处去筹措医药费。
“每一笔账我都记下来，虽然现在穷，但
我一分钱也不会欠别人的。”
王刚说。除了政
府给办理的低保，他还有几亩地由亲属帮忙
耕种，这是他全部的生活来源。
学会用手机上网的王刚，在网络上认识
了黑龙江女孩何晓曼。
当时，
在昌图打工的何
晓曼离家不久，
独自面对生活，也有很多的不

本报记者潘昱龙摄

如意。
“当时不知道他没有胳膊，只是感觉他很
乐观。
我跟他说些工作上不开心的事，他总是
很阳光地开导我，要坚强面对生活。”
何晓曼
说，聊到后来，她才知道王刚的遭遇，对他既
同情又敬佩。
得知王刚的父亲去世前最大的心愿是看
到儿子成家，何晓曼做出一个大胆的决定：嫁
给王刚 。
“当时我就想，我嫁给他，可以帮他圆老
人一个梦想，我也可以照顾他。”
不顾家人的
反对，何晓曼嫁给了家徒四壁的王刚。
王刚家里卧室墙上，挂着两张二人结婚
时的婚纱照，照片里，王刚穿着西装，
“双手”
有些不自然地搂着身穿白色婚纱的何晓曼。
“这两张婚纱照是在镇上的照相馆照的。
照相师帮我找了两个假肢装在身上，说拍出
照片好看些。”
王刚有些羞赧地笑。
在村里举办了有些简陋的婚礼，乡亲们
都来参加，
很多人现场都落泪了，为这不幸的
一家人难过，为王刚找到自己的另一半欣喜。
婚后的生活有苦有甜，
甜的是，王刚性格

坚强乐观，对妻子关爱备至，夫妻俩从未吵过
一次架、红过一次脸；苦的是，虽然政府给王
刚办了低保，加上何晓曼打工的微薄收入，二
人生活清苦。
2018 年，
何晓曼怀孕了。听到这个消息，
夫妻俩喜忧参半。生命有了延续固然可喜，但
夫妻俩本就生活艰难，该怎样给孩子一个温
暖的家？
虽然如此，夫妻俩还是决定把孩子生下
来。2018 年底，孩子的降生，给这个困难重重
的家庭，带来了许多欢笑和新的希望。
“孩子生下来时胖胖的，我们就给他起名
叫‘
肉肉’
。生活是苦了一点，但一家人在一起，
再难的日子也能一起面对。”
王刚笑着说。
照顾妻子，给孩子冲奶粉、洗衣服、蒸鸡
蛋羹……早就在生活中百炼成钢的他做起这
些事来驾轻就熟。
不久前，一个偶然的机会，爱心志愿者知
道了王刚的故事，带着沈阳一家媒体的记者
来到王刚家里采访，当时，妻子刚好外出，王
陪他玩耍，他的
刚一个人在家里给儿子洗澡、
事迹被报道出去 ，
感动了万千网友。
人们纷纷给他留言，
夸他是最坚强的爸爸，
也有人感谢王刚，
为他们的生活增添了动力。
”
“因为有爱 ，
一位
所以不凡 ！
最强老爸 。
网友在留言中这样写道。
面对突如其来的“走红”
，王刚有些手足
无措：
“从来没想过要当什么‘
网络红人’
，但大
家给我的留言，给我很多鼓励。”
王刚说，最近
几天来，有不少好心人到家里来看望他，给夫
妻俩送钱送物、给肉肉送来奶粉、玩具和食
品。当地政府也正在为肉肉办理低保。
随着肉肉一天天长大，
借助爱心人士改造
的“婴儿凳”
——
— 一种像背心一样穿在身上、
把
孩子固定在胸前的辅助装备，
王刚可以带着孩
子四处走走看看，看门前的大河、绿油油的庄
稼、
路旁的羊群……生活清苦，
但其乐融融。
夫妻俩对未来的生活有着自己的规划。
何晓曼说，等孩子再大一些，她就出去打工，
攒些钱，把王刚父母患病期间欠下的债还清，
再攒点钱，两个人开一家便利店。
“等肉肉上学后，我想到他学校旁边开一
个小便利店，别人一天开 10 个小时，我要开
15 个小时，
多做一点，多赚一些，每天能看着
孩子上学放学，陪他一起长大，是我最大的心
愿。”
王刚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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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于战乱，入伍似乎是命运使然。
1932 年农历三月，
韩丹在山西运
城郊外的一户农家出生。那一年，继东
北、青岛沦陷后，日军再次在上海发动
挑衅，一二八抗战由此爆发。五岁时，
太原失守，他随父母逃至甘肃天水地
界。
1949 年 10 月，新中国成立，17
岁的韩丹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七军
教导团，进修一年后拿到了人生的第
一张证书。随着次年抗美援朝运动拉
开序幕，他凭借初中学历和这张毕业
证，在当时文化程度普遍较低的士兵
中脱颖而出，作为一名宣传干事来到
位于宁夏平罗县的西北军区补训第七
团——
— 后方援朝部队驻扎地。
为给战士们做战前动员，统一思
想，鼓舞士气，他的任务就是在土墙
上、木板上刷标语、画简笔画，讴歌先
进事迹、传达斗争形势……“那时候照
相机也是个稀罕，我平时还试着给战士们画像，画他们擦
枪、拉练、扔手榴弹的场景。”
韩丹说。由此，他与漫画结缘。
1958 年，
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此时已有一年党龄的
韩丹留任宁夏军区，继续扛起凝心聚力的大旗，坚守在宣传
中央政策、记录部队生活的宣传阵地上。
“文艺要为工农兵
服务。部队生活枯燥 ，
我就把战士们画到黑板报 、
报纸上逗
”
他们开心 ，
看他们咧着嘴笑 ，
我就觉得高兴 。
画笔握手中，阵地在心里。
1974 年，
韩丹转业至中石油宁夏销售公司青铜峡石油
批发站任工会主席。他的阵地由此转移，开展漫画俱乐部丰
富员工业余生活，手绘黑板报为员工加油鼓劲。

退休：退休不褪本色 ，
离岗不离初心
1992 年，
韩丹正式退休。离开了部队和工作岗位，他手
中的画笔依然紧握。
“共产党员要亮牌子，没有牌子亮精
神。”
韩丹说。
无疑，这位退伍老兵的牌子在漫画里。早在他刚开始退
居二线，为提升理论修养和绘画技能，韩丹就把更多时间和
精力放在看书、读报上。也正是通过报纸，他“偶遇”
了漫画
领域的良师益友。
“……你可以从真人练习，
‘
一回生二回熟’
……”
这句话摘自 1991 年 10 月 1 日的一封来信，曾任原北
京军区政治部战友报社美术编辑的郑化改在收到韩丹寄去
的肖像画和困惑时，在回信中鼓励和建议道。
这只是老人厚厚一摞“求师学艺”
信件资料中的一封。
“六十岁闯加拿大，全靠漫画”
的雷瑞之、水墨肖像漫画家张
汉忠等 近 20 位中国著名漫画大师都是老人的知音 、
伯乐 。
几十年来，他们往来的数十封信件都被老人编号后小心翼
翼地装订起来。
“有的老师还把自己的漫画作品寄给我，我都剪下来，
贴到学习笔记上。他们的评语和建议我也专门做了注释。”
韩丹说，自己珍藏的几大本漫画学习笔记就是这样来的。
这些年，他已习惯了定期查看院门栅栏上的绿皮邮箱。
邮箱突兀地贴着一张 A4 纸，虽晒得发白，但“邮递员同志：
您辛苦啦，谢谢您！谢谢您！”
的字样仍清晰可见，仔细分辨，
还能看出左下角和右下角用心添上去的小红花和大拇指。
“邮递员每天风里雨里的也辛苦，我想给他点正能量。”
看记者盯着邮箱看，
老人有点不好意思地解释道。
向社会传递正能量 ，
劝世人远离不文明是韩丹不变的
初心 ，
为此他创作了千余幅主题漫画 。
在讽刺权钱交易、官商勾结的《热线》中，画有铜钱、印
章的两只话筒在窃窃私语，令人见之反感；在呼吁市民爱护
环境而创作的《为何不美？》
中，一个漂亮小女孩因乱丢垃圾
而遭“不美”
的评价，让人看之顿悟……“别看漫画线条简
单，小方寸间有大道理，”
韩丹说，退休了更要守住初心，用
轻松幽默的漫画继续守好“思想阵地”
。

“上岗”：发挥余热 ，
红在夕阳
人生的价值在于奉献，奉献的人生才有价值。
“与工农
兵结合，为工农兵服务”
的信念让韩丹在退休生活中找到了
对等概念：奉献。
“尊敬的银川晚报社领导，您好！从报上获悉，将举办
外来创业者节日大欢聚’
活动……想
‘2006 年银川市农民工、
外来创业者对宁夏建设和银川
表达一个 75 岁老人对农民工、
市建设做出很大贡献的感谢和敬佩心情，
我特来自荐。
可否在
大欢聚中的某个环节为我安排一个现场为农民工、
外来创业
者画‘
漫画像’
的活动，
为这次大欢聚活动助兴添乐……”
2006 年至今，
虚岁已有 75 的韩丹写过很多自荐信，这
只是其中一封。为给更多人画漫画像、送欢乐，同年，他注册
加入银川市青年志愿者协会。2012 年，年过八旬的他又成
为“宁夏义工联合会”
的一员。
“漫画人永远年轻。
我的偶像很多，
以前是雷锋、
张思德，
今年还多了个张富清，
我买了新华社出版的那本书。
”
韩丹说。
韩丹有一本
《纪念日·节日宝典》
，
上面详尽记录着宁夏、
中国乃至世界的重大节日。翻开首页，密密麻麻的钢笔字补
和“中国医师节”
。
充了 2018 年新增的“中国农民丰收节”
这是韩丹的“学雷锋”
日程表。每逢银川市或社区节庆
活动，他都带着纸笔去赶场，并立上一块自制牌子：为您画
像，
逗您开心 ！
“以前我画兵 ，
现在环卫工人 、
保安 、
消防官兵等社会各
”
韩丹
行各业 、
男女老少想要漫画像的都是我的服务对象 。
说。据不完全统计，韩丹已为上万人画过像。
“漫画像能直接服务大众。
看着他们排长队，
有的还从人
群中给我递饮料，
我很感动，
觉得更要坚持下去。
”
韩丹说。
为减轻社区年轻父母的负担，他自 2008 年起在社区居
委会帮助下办起了免费的暑期漫画培训班，取名“夕阳晨
辉”
，至今已指导过近 300 个孩子。如今，韩丹已成了社区名
人，熟悉他的人都亲切地称他“漫画爷爷”
。
“我是夕阳，这些娃娃是朝阳，我通过培养他们也能散
发出晨辉，晨辉也有余热。”
韩丹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