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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听教育故事 品味智慧人生

乡村振兴的雪域
“尖兵”
——记成都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学生高弘生

我是
幕后“导演”

■ 廖红燕（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高弘生依旧还清晰记得，一年前在送草料路上的惊险一幕。
“当时我带队，拉着一大卡车的草料去那曲，漫天大雪加

■ 郭天红

伴着斜阳，目送着最后一个孩子走
出校园，我坐在办公室里安心改起了作
业。

上高海拔地区长时间的颠簸，
一不留神，
我差点将车子直接开向悬崖……”

忙碌、热闹了一天的校园渐渐沉寂

“好险！现在想来都还后怕，不过，对于创业这件事，我从不后悔。”未入学先入伍，毕业前创业，成都工业职业技术学

了下来，夕阳西下，留恋地看着这个人
间。伴着夕阳的余晖，我独自一人沉浸在

院学生高弘生的人生道路与众不同。

孩子们的日记里……
我总是把日记留到现在这个时刻
看。在这暮色四起的校园里，静谧无声的

参军两年

时刻，轻轻翻开孩子们的日记，就好比是

把
“为人民服务”刻在心上

捧一杯茶，静静地和孩子们对坐交心，看
他们在笔尖流淌出的喜怒哀乐，听他们

2016 年暑假，高弘生收到了成都工业职

学生向军人转变。

里，牧民只能依靠饲料喂养牦牛和山羊，以致

低牛羊饲养成本，让藏区的牛羊饲养产业兴

在纸页上吐露心事。偶尔，读到他们的烦

牛羊饲养成本增高，
加重牧民的经济负担。

旺起来，就是乡村振兴！降低了饲养成本，帮

心，我就以笔为舌，给他们留言；听他们

助牧民增加收入，就是为牧民服务，为人民服

诉说矛盾，我会以字为媒，悄悄地帮助他

务！”
高弘生创业的想法由此萌生。

们开解……

业技术学院录取通知书。但出于从小对军营

“雪域的霜，
磨炼了我手中的剑。
时刻提醒

生活的向往，他毅然决定保留学籍、参军入

着我不忘党和前辈的嘱托，保家卫国，捍卫疆

如何帮助牧民降低牛羊喂养成本？能不

伍，投身国防建设，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西藏

土，
为人民服务。
”
从军两年的高弘生，
把
“为人

能开发出一种品质好、成本低的饲料？成了一

某部队的一名新兵。

民服务”
这句话深深烙进了自己的骨血里。

直萦绕在高弘生心里的事。

但当高弘生将自己的想法激动地告诉战

刚入伍的高弘生，就被雪域高原的恶劣

回到学校的高弘生，常常想起雅鲁藏布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农业农村农民问

气候来了一个下马威。
“ 昼夜温差太大了，第

江水的甘甜和初见布达拉宫时的震撼，想起

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必须始终

“你要去哪里寻找这种饲料，你有这个技

一次站岗，我的军服上就结了一层冰。晚上巡

在雪域军营和战友一起训练的日子，想念拉

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

术？”
“ 你知道投入有多大么，搞不好血本无

逻，穿再厚身上也会冻出一层薄霜。”高弘生

萨同胞家中的酥油茶和牛羊肉。牛羊肉香，但

重，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产业兴，百业兴，产

归！”
“脑子发热了！拉萨那么冷的风都没把你

讲。除了恶劣的气候条件，军营生活，一切还

牦牛和山羊却不好养。在拉萨当了两年兵的

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基础。”在学校思政课

吹醒？”……

得从零开始，一样的代号，一样的标准，日复

高弘生，对雪域高原恶劣的自然环境深有体

上，第一次听到老师讲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的

一日的训练与学习，磨砺了高弘生不怕困难、

会，海拔高、气温低、环境复杂、昼夜温差大，

时候，高弘生就琢磨了起来。

敢于斗争的坚韧性格，也让他逐渐从一个大

导致牧草生长季节性强，在牧草短缺的季节

“开发出一种品质好、成本低的饲料，降

友、同学后，却被大家一致否定。

“英语老师已经放弃了我们！”饱含
着怒气的文字忽然闯入眼中，我很惊讶，
赶紧往下看，
“发讲义只随意地发了几
份，
成绩好的同学都有，
却不给我们！
”
是小曦在日记里质疑英语老师的不
公平对待。她一向温婉少言，这次却在日

亲友们的担心不无道理。但当过兵的高

记中直白地宣泄自己的不满，一定极生

弘生，骨子里已经积攒了一股不放弃、不服输

气、极委屈。我细细推演了前因后果，然

的劲儿，
心想：
这事我干定了！

后提笔在日记里留言：
“一定是有什么误
会！老师一定不会放弃学生，先别轻易下

自主创业

结论，让老师来了解一下，
好吗？
”

变身乡村振兴的
“尖兵”

第二天早晨，一进教室就看到小曦
在座位上低头默默地背书。我把她带到

了解到高弘生想法的辅导员于翔告诉

“他们家饲料品质好、便宜，我们的羊用

教室外面，想先了解一下情况，她的嘴巴

他，国家鼓励退役军人自主创业，
“ 对自谋职

了这个饲料，平均每头羊可增重到 45 公斤，卖

紧紧抿着，头却高高地仰起，眼神直接回

业的退役士兵：从事开发荒山、荒地、荒滩、荒

到 1500-1600 块钱，能多卖 300-400 快。”牧民

应着我的疑问……这个孩子依然满肚子

水的从有收入年度开始，3 年内免征农业税。

扎西开心地说。

的怨气。

对从事农业机耕、排灌、病虫害防治、植保、农

“我们公司生产的饲料，相较于其他公司

“认识你两年多了，最佩服你的除了

牧保险和相关技术培训业务以及家禽、牧畜、

品质好，口碑也好，不仅把咱们农牧民家的牛

体育，还有你的坚持。
”我没有开门见山

水生动物的繁殖和疾病防治业务的，按现行

羊养得更肥、更壮，也增加了他们的经济收

地询问日记里的事，反而聊起从前，
“虽

营业税规定免征营业税。”这无疑是一剂强

入，我大概算了一下，牧民人均每年能增收

然你的成绩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但是

心针，让高弘生的创业决心更加坚定。

8000-15000 元左右。”
高弘生如是说。

你的永不言败让我心生敬意。
”

高弘生说服家人，并在家人的支持下创

对于未来，高弘生信心满满，立志要继续

办农牧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开展饲料加工销

拜访雪域高原的牧民同胞，针对性地为牧民

我开始进入正题：
“昨天的日记我看

售和农牧产品收购销售业务。公司虽然成立

提供所需产品。带动牧民致富，共奔美好未

了，所以想和你聊聊。你能说说当时什么

了，但毫无经验的高弘生却是两眼一摸黑，完

来。

情况吗？
”

全不知从何入手。什么样的饲料真正适合藏
区牲畜的需要？如何才能找到潜在合作企业？

高弘生（左一）走访牧民了解需求

该联系谁？怎样才能获得对方的信任？签署合
作协议有哪些注意事项？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高弘生一头扑进牧
区，走访牧民了解需求，咨询专业人士恶补牧

“昨天英语老师到教室里发讲义，但

数，所以我很幸运。是军营生活磨炼了我的心

是只给了几个人，我们这些成绩差些的

性、强健了我的体魄、锻造了我的意志，助我

都没给。
”小曦有些委屈地说。

饲料生产线 1 条。同时，公司还依托西部地区

在创业路上披荆斩棘、乘风破浪。更加幸运的

“是吗？全校每次印试卷都是固定数

天气，在高原开车容易熄火，还特别危险。”高

优质牧草资源，通过订单种植、保护价收购等

是，我能坚守‘为人民服务’的初心，变身乡村

目，绝对只多不少，不可能单单不发给你

弘生说。

合作方式，进一步扩大生产规模。目前，公司

振兴的‘尖兵’
，带领牧民共同致富。
”

们。是不是前面的同学没有往后传，或者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努力，公司与一家

“那段时间，我基本每天都在车上度过，
常常一开车就是七八个小时，累了饿了就停

“回看来时路，创业成功的例子只是少

下来吃个饼喝口水。但最怕的还是遇到大雪

草和饲料加工知识，在 3 个月的时间里拜访
了上百家公司、企业，寻求业务合作。

她点了点头，
算是认可我的话。

已在那曲、林芝、班戈、岗巴成立四个分公司，

从铁血军营、青春校园到雪域牧场，从人

还有其他原因？”我向小曦提出了疑问，

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确定合作关

拥有优质苜蓿种植基地 35000 亩，羊草(碱草)

民子弟兵、大学生到牧民致富带头人，高弘生

“你跟英语老师可能是有误会，你可以去

系，共同出资建起 10 万吨纯植物蛋白饲料加

种植基地 40000 亩，高寒甜燕麦草种植基地

带领藏区牧民在共同致富、乡村振兴的道路

找英语老师问问情况。如果有误会就该

工厂，新建纯植物蛋白饲料生产线 2 条、生物

25000 亩。

上越走越顺，用铿锵行动演绎最美军魂。

解除，不要让这误会加深，伤害了彼此。
”
她点点头，
若有所思。
等小曦走进教室，我就到办公室找
英语老师问明情况。几句话就弄明白了，
原来英语老师上公开课时印了一些讲
义，就将多余的几份随手给了班里的部

诗人余光中曾说：
“人的一生有一个半童

他还有天马行空的想象力：遥远的森林里住着

分同学，
“不算是作业，也不是重要的知

年。一个童年在自己小时候，而半个童年在自

天使与精灵，卫生间的木门能带他去彩虹的国

识点，只是把多余的讲义给了几个英语

度冒险，任意门打开后身披铠甲的勇士就会逆

好些的同学，算是拓宽知识面。
”英语老

光而来……手中的画笔成就着他无边无际的

师抱歉地跟我解释。

半个童年

己孩子的小时候。
”
我早已过完了自己的童年，有了孩子后，
我又重新获得半个童年。陪伴孩子成长的过程

想象世界。成年人用物欲堆砌出来的浪漫可没

■ 朱雅芳

中，他让我重返童年的时光，令我慢下脚步，回
望光阴里的故事，那些被我不慎遗落在时光深

颗甜美的糖果，一句长辈的夸奖，路边的野花，

处的纯真与无邪，
再次与我一一会面。

河里的鱼儿，蓝天白云，飞禽走兽，在他眼里无

遇见童心。你要是问我的孩子 1 加 1 等于

不趣味盎然！

有这么有趣。

对方送你什么礼物呀？”他理所当然地答复：

我给英语老师说了小曦的心事，并
且告诉她：
“如果是多余的讲义，可以提

每个人都曾是纯真的孩童，
“可慨年既长，

前给孩子们说清楚，可以让大家传着看，

“他不需要送我什么礼物啊！”是了，孩童之间

物欲蔽天真。
”成人的世界里，得失需计较，名

还有对讲义感兴趣的同学可以找老师来

的你来我往，从不讲求“等价交换”。他们对物

利要争取，财富总想多多益善，爱憎在心里偷

复印，不患寡而患不均，必须让每一个学

质不甚在意，尽管任性作为，物质永远排在快

偷打了结，思想固化限制了想象，浪漫在柴米

生感受到平等和公平。
”

乐的后头！

油盐中渐渐乏善可陈，至于童真，似乎早已难

几？他会认真地扳着手指，然后回答你是 2。他

遇见慷慨。孩子可不会计较利益得失。看

的世界纯真善良，清澈透明，1 加 1 只等于 2。你

到好玩的东西要买上几份，送给幼儿园的“哥

要是问他的梦想是什么？他的梦想有许许多

们”，吵了架转头一笑泯“恩仇”，烦恼常常像一

遇见浪漫。我家孩子一年当中有几件“大

多：天冷了梦想种个太阳来取暖；地球住倦了，

阵轻烟一吹即散，吃到好吃的食物就想第一时

事”：家人的生日，各类的节日，夏天的海边，冬

庆幸，孩子让我们找回半个童年，找回少

的讲义复印的，你找个合适的理由发给

可以到外太空去逛逛；当个消防员去救火，当

间与朋友分享，将自己新买的玩具易了对方的

天的雪地。一年中那些特别的时节他都寄托了

年心性。儿童节不只是儿童的节日，成年人也

他们，也不要跟小曦说起我找过你，和你

个警察去救人……总之不畏风雨，不惧险恶。

旧物也再平常不过。有次，他拿了最喜爱的两

厚重的情感，仪式感是一定要有的。春花秋月，

可以过一过儿童节，让心底留一份未泯的童

说了她日记里的心事，可以吗？
”

他的快乐呢？令他快乐的筹码简单又丰富，一

册绘本送给新来的同学，我随口问他：
“你希望

四时而往，我诧异，孩童的浪漫真是与生俱来！

心。

觅了踪影。

我拿出刚刚复印好的讲义递给英语
老师，接着跟她说：
“这是我借其他学生

英语老师爽快地答应了我，然后拿
着讲义走进了教室。
一上午的时间就在忙碌中溜走了。
中午时候，我看见小曦从英语教师办公

周末收拾地下室，翻出了女儿

地下室
的石头
■ 高会

一次提着走到半路，塑料袋破了，石

明，于是这些沙堆成了孩子们的乐

幼儿园时候的照片，镶嵌在一个挂

头散落到地上。自行车载着也不行，

园。我和她爸爸每天早晨便会去捡。

后来女儿上了初中，成了住宿

着温度计的小摆件上。女儿咧着小

因为修路，自行车没法通行。就这样

“这个方正，可以当个小橱子。
”
“这

石头失去了应有的作用。可她每次

嘴笑着，眼角微微上翘，调皮地注视

抱着运了好几趟，每次路上都要歇

个细长可以做老虎腿。
”
“那个尖尖

回家还是要去看望一下，抚摸抚摸

说：
“刚刚小曦主动来找我，还说对不起，

着我。棉袄外套着红色罩衣，袄领子

好几回。

的可以粘成兔耳朵。
”我们一边捡一

它们。再后来，她上了高中、升入大

误会我了。这件事最该感谢的是你，不然

边讨论着。

学、读研究生，学业愈发紧张，在家

我都不知道这一个不经意的举动给他们

时间更少了，这些石头逐渐被冷落。

造成了这么大的心理冲击。
”此刻英语老

生，学业紧了，业余时间少了，这些

室走了出来，脸上满是释然和感动，我知
道矛盾已经化解。
果然，英语老师在教室门口拉住我

一边在外衣里藏着，一边跑出来竖

女儿从小喜欢画画，并且喜欢

着，跟人一样活泼好动。我把照片擦

在石头上作画，还会把小石子儿用

那是个夏天，天气很热，我们跟

了擦，继续收拾。她小时候的东西一

胶水粘成不同的形象。学校每次举

捡到宝一样，一趟一趟往家运。邻居

如今，女儿在外地，回家的次数更少

师的眼里有不安和愧疚，也有喜悦和感

件件冒了出来：一打旧报纸，一盒羽

办手工作品展，她的石头都会获奖，

看到我们很奇怪：
“你们两口子弄这

了。我明白女儿羽翼丰满，到了为国

动，我想这件事一定也会给她留下深刻

毛球，两盒水粉颜料，三个调色盘，

比如“钓鱼的娃娃”
“横行的大螃蟹”

么多石头干啥？汗流浃背的。
”老公

家效力的时候。即使飞回来，也是稍

的印记，以后再处理类似问题的时候，她
一定会更加慎重。

一张未完成的水墨画……搬开一个

“三个和尚”等。既然她这么喜欢石

笑笑：
“哄孩子玩。
”女儿非常喜欢，

作停留，特别是疫情之下，新冠肺炎

放奖品的柜子，一堆石头露了出来，

头，于是，我们看到好看的石头都会

每天写完作业，就会鼓捣这些石头。

病毒猖獗，她既要做好本职工作，更

大的、小的、圆的、方的，整理后装满

给她捡回来。

春天来了，她会涂上五彩缤纷的颜

要做好疫情防控工作。我不会怪她，

们不会知道是我在幕后“导演”着这一

我想石头也不会怪她。

切，可是若干年后，当他们回忆自己的青

两个大箱子。

又是一场风波烟消云散，虽然孩子

之所以能捡回这么多，缘于附

料，绘出花儿朵朵；秋天到了，她会

这些石头是我和她爸爸捡的，

近修筑旅游路，路边放着一堆堆的

用圆圆的小石子粘出一串串的葡

我摸着这些孤独的石头，想到

用塑料袋一小袋一小袋抱回来的。

沙子。沙子不纯净，掺杂着形状各异

萄；夏天的雨滴、冬天的雪花都能在

女儿当初看到石头的惊喜，鼻子有

那么，我这个美好的缔造者，当是快慰

因为石头太重，塑料袋承受不住，有

的石头，或圆润、或扁平、或棱角分

她的石头中飘洒。

些发酸，
但心里仍旧是暖暖的。

的。

春岁月，记忆里留下的都是美好和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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