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3年8月，曹礼勇从川大化学工程学院毕业，
就读研究生前，他想“做件有意义的事”。打定主意
后，他通过层层选拔，加入了四川大学第十五届研究
生支教团，和17名同学一起，前往凉山彝族自治州支
教，为期一年。这是曹礼勇第一次走进大凉山深处。

从成都到昭觉县路途遥远，就算不堵车，也需花
上一天时间。在彝语里，昭觉意为山鹰的坝子。这里
离西昌100公里，是国家级贫困县。

曹礼勇支教的树坪乡中心校离昭觉县城约10公
里。一条拉哈日呷河，将学校和部分村子隔开。他发

现这里除了学校和村庄，四周都被光秃秃的群山笼罩。
树坪乡中心校有6个年级，每个年级1个班。曹

礼勇是5年级的数学老师，班里16个孩子，年龄从12
岁到16岁不等。

随着支教老师到来，原本单一的课程逐渐丰富起
来。除了教数学，曹礼勇还开设了音乐、体育和科学等
课程。他利用公益机构捐助的多媒体建起“梦想教
室”，并从县城下载和制作上课所需的图片、视频资料。

当影像通过屏幕播放时，曹礼勇总会看见孩子们
眼中闪烁着渴望的光。

观 芸 芸 众 生 察 纷 扰 世 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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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教老师
搭起三座助学桥
曾在凉山支教的川大研究生说,“想做件有意义的事”

曹礼勇通过众筹资金建起的第一座桥——涵管混凝土桥。 曹礼勇牵头维修一新的大坝乡瓦布村的红旗吊桥。

阿都日呷，16岁，
男孩，有点调皮却又
懂事。

阿呷比者，12岁，
男孩，成绩最好，特别
机灵。

拉马叶作，14岁，
女孩，长得漂亮，但成
绩一般。

……

两年过去了，已
是四川大学化学工
程学院研三的曹礼
勇，仍记得在大凉山
支教时班里学生的
模样。现在偶然听
到彝族歌曲，他还会
在梦中回到那片开
满索玛花的大山深
处，和曾经的学生们
一起歌唱。

“ 那 种 感 觉 真
好。”10月 10日，坐
在四川大学望江校
区的实验室里，曹礼
勇回忆起他的支教
生活。尽管已是繁
忙的研三，但 3个月
前，他仍回到昭觉
县，在解放乡火普村
拉青河边，参加了新
建成的钢板吊桥落
成仪式。

照片中的曹礼
勇衣着简单，笑容灿
烂。为了促成这座
吊桥的建成，还是学
生的他奔波近一年，
募 集 善 款 26 万 余
元。

这，也是他在大
凉山发起建成的第
三座助学桥梁。

支教需要持之以恒
将来有能力时间还会做

2014年初夏，一年支教期满，曹礼勇将要离开。
没有常见的离别愁绪、痛哭流涕，曹礼勇淡定地

告诉学生，“老师要回去读书了，你们好好学习，我会
回来看你们的。”

和一般支教老师不同，曹礼勇的感情一直比较
克制、冷静，这个90后男生身上，有着比同龄人更多
的成熟理智。

他不喜欢家访，因为热情的彝族同胞总会悄悄
杀鸡宰猪招待他；他最怕孩子说出类似“老师你走了
我们怎么办？”的话，因为在他看来，“这会让后面支
教的老师难以融入”；他对学生很严格，因为“既然支
教，就要好好教书。”

曹礼勇很自豪，当五年级数学老师一年后，他们班
的数学平均分提高了25分，“这简直就是质的飞跃。”

但是，也有让他无奈的事情。第二学期开学第
一天，他发现班里成绩最好的小女孩被父母带出去
打工了，“心里很不是滋味，惋惜，更无奈！”

谈起支教一年的感受，曹礼勇只有简单的一句
话，“教育很重要，钱也很重要。”在他眼中，支教是用
一年的时间去开启一件一辈子都觉得有意义的事
情，然后持之以恒地做下去。

在他看来，无论自己未来在什么工作岗位上，只要
有能力和时间，还是会去做这些事情，因为它们值得。

坚持每年两次回访
今年7月重建起第三座桥

持之以恒——简单的四个字，坚持却不易。
每年两次回访，曹礼勇一直坚持着。2015年的

一次回访中，他发现在昭觉县火普村，拉青河上的吊
桥废弃多年，学生不得不每天绕行5公里，靠两根水
泥电线搭成的简易桥过河。

为了修好这座桥，已经不再是支教老师的曹礼
勇得到了母校四川大学的帮助，通过众多爱心人士
和慈善机构募捐到所有款项。火普村吊桥重建工程
于今年5月启动，7月底顺利建成。在当地政府的努
力和规划下，今后两年内，100多套具有彝族特色的
民居将新建在拉青河两岸，而新落成的吊桥，将成为
当地村民往来的重要通道。

一个支教老师让三座桥拔地而起，曹礼勇的故
事被当地人津津乐道，彝族老乡甚至还给他取了个
彝文名字——“的日木牛”。很多人或许不清楚曹礼
勇是谁，但都知道有个为学生修桥的“的日木牛”老
师。

谈起自己的彝文名字，曹礼勇说，“的日”是当地
的一个大姓，而“木牛”是家中排行老三的意思，“我
就是家中三兄弟中最小的那个孩子。”

很多时候，看到那些脸上红扑扑的孩子，曹礼勇
会想起儿时的自己。“就是想做一些事情，帮助他们
读书，让他们走出大山，开启不同于父辈的人生。”

他还记得，在支教的时候，有次和同伴前往一所
悬崖边的小学交流，教孩子们唱歌，“他们学得很快，
唱得特别开心。”

临走前，孩子们一个劲地对老师说谢谢，在路口
分别时，十多个孩子甩着书包，唱着“太阳当空照，花
儿对我笑，小鸟说早早早，你为什么背上小书包”，欢
呼雀跃。

阳光打在孩子们身上，看着他们被拉长的背影，
曹礼勇的同伴中，有女生红了眼眶，“那一刻，我们都
被触动了，感受到了大山深处的希望。”

华西都市报记者 杜江茜 殷航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随着瓦布谷立村到学校的混凝土桥竣工，曹礼勇
渐渐适应了支教生活。他每天早上7点起床，在昭觉
县城坐上小“面的”，赶往十公里外的树坪乡中心校。

曹礼勇记得，桥修好不久，村主任就扛着一箱啤
酒找上门来。这个脸庞黝黑、人高马大的彝族汉子，
搓着手笑呵呵地感谢小曹老师后，又认真地说：“曹老
师，我‘要求’你再修一座桥。”

“我当时就愣住了，怎么能说’要求’别人做什么
事呢？”曹礼勇后来才明白，“村主任口中的‘要求’，其
实就是‘恳求’的意思。”

事实上，语言是曹礼勇这个福建娃融入大山的

“第一关”。尽管在四川读了多年大学，但在支教前，
他还不怎么会说四川话，“以前觉得没必要，在学校，
老师同学说的都是普通话。”

很快，“没必要”就变成了“必须”。在昭觉，曹礼
勇用普通话和学生交流，但和当地人交谈只有用四川
话。于是，这位严谨的理科生，把《山城棒棒军》等方
言电视剧下载到电脑上，开始跟着自学。

“只用了一个月，就差不多学会了。”说到这里，曹
礼勇摸摸鼻子，不好意思地告诉记者，虽然学的方言
剧是重庆的，但是主要在昭觉使用，所以他总觉得自
己的四川话透着一股浓郁的当地味道。

“就是想做
一些事情，
帮助孩子们
读书，让他
们 走 出 大
山，开启不
同于父辈的
人生。”

支教是用一
年的时间去
开启一件一
辈子都觉得
有意义的事
情，然后持
之以恒地做
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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凉山的雨季从每年5月持续到11月。下大雨时，
上游发洪水，会阻碍孩子们的上学路。河对岸有50
多个孩子，他们每天要走近1个小时的山路，跨过拉哈
日呷河上的吊桥，再踩着石头涉过支流才能到校。

每当山洪来临，拉哈日呷河的河水会倒灌进小
河，淹没河床，导致水位猛涨，最深时能达到1.3米。

曹礼勇还记得，9月底的一天，下着大雨。到校
后，他发现少了4位同学。校长说，可能是因为山洪，
孩子无法过河，所以没能来上课。

第二天，几个缺课的学生来到了学校。他们告诉
老师，前一天洪水太大无法过河，“今天是被班上另两
名同学背过来的。”

曹礼勇把两个助人为乐的学生带到办公室，让他
们用炭火把湿衣服烤干。就在那一瞬间，他想，为什
么不能在小溪上修一座简易的桥呢？

下课后，他前往河边走访，在认为计划可行后，曹
礼勇开始行动起来。“可以在河道里并排放三根涵管，
再用混凝土浇筑，所需资金在1万元左右。”

搭建简易桥梁的想法，得到了川大建筑系同学的
支持，他们绘制出施工图纸。随后，曹礼勇找到村民
协商，得知是为孩子上学而修桥，村民都愿意义务出
工。

对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来说，1万元的材料费并
非小数目。如何凑到这笔钱，成了最大的难题。

为了省钱，曹礼勇跑遍了当地建材市场，并将预
算表在内的所有信息都发到了网上。很快，1万元就
通过众筹的方式募集成功。有钱有人工有材料，不到
1个月，一座长8米、宽2米的涵管混凝土桥就建成了。

看着孩子们不用再蹚水上学，曹礼勇内心涌起一
阵暖意。

荒凉的大山里 孩子们眼中有渴望的光

雨季洪水来临 学生需要蹚水过河上学

“昭觉县大坝乡瓦布村红旗吊桥维修工程昨日正
式动工。一个月后，一座长75米、宽1.3米的铁板吊桥
将与大家见面。那时，村民和孩子将彻底告别摇晃不
堪、随时有可能坠落的危桥。”2014年4月11日，曹礼
勇写下了这段文字。照片中，一座简易的木板桥因年
久失修，桥面的木板已现破损松动。

“那就是之前村主任提到的桥，也是到学校的路，
每天差不多有50名学生要经过。破损的桥面暗藏危
险，曾经还发生过孩子从桥上落下的险情。”在走访中，
曹礼勇发现，对比之前修的第一座桥，这座桥的要求更
高，需要专业路桥公司施工，仅初步预算就要13万元。

“这座桥能修好，绝对是靠更多人的帮助。”彼时，

为修桥筹款四处奔波的曹礼勇，接到深圳一位企业家
的电话，“他在微信群里一说，很多人都愿意提供帮助。”

随后，曹礼勇将设计图纸、工程预算等整理好发
到微信群，令他感动的是，不到半天就筹齐了所需款
项。“你一万、我七千、他两万，就是这些点点滴滴的善
意，搭建起了一座新桥。”他将预算公开，每个步骤、进
程都实事求是地告知了捐资人。

2014年5月26日，大坝乡瓦布村的红旗吊桥维
修工程顺利完工，河道两边的桥墩被加固，河中央还
竖起了一座新桥墩，原先的木板也被带有防滑花纹的
钢板取代。

从此，村民和孩子们过桥不再担惊受怕。

维修75米长危桥 点滴爱心凑齐资金

福建娃学四川话 专门下载《山城棒棒军》

在社会各界关心和众多爱心人士帮助下，昭觉县火普村吊桥重建工程顺利
完成，这也是曹礼勇张罗建起的第三座桥。

第三座桥修好后，曹礼勇（后排左二）回到昭觉参加竣工典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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