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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状元”立像：

C

把患有偏瘫的 妻 子接 过去 一
起生活。
来凤高级中学分管招生工
作的副校长薛 德 球第 一次 见
到杨元正是在这里。 他记得，
当时中考已经结束，杨元还在
铺满了数学练习 册的 床上 做
题。
“
我保证你的孩子能够考上
清华！ ”教了 30 年书的薛德球对
杨顺武说。 当时，杨元的叔叔甚
清华大学是什么大
至还不知道
“
学”。
那是 2009 年，这所民办高
中刚刚以招商 引资 的 方式 被
引入来凤。 此前，整个县城只
有一所高中 ， 在 每年 毕业 的
3000 多名初中生中，只有不到
1000 个人能够继续读书，这意
味着不少学生面 临就 业的 问
题。 甚至，土家话出现了一个
词专门用来形 容这 些 以打 工
为出路的孩子，叫做“甩货”。

中国教育以分数选才， 只有高考能
让他们走出大山

“从一开始我就锁定了杨
元，我就是要造一个神。 ”校长
周曼表示。
这个在汽车和办公室里都
摆着毛泽东雕塑的湖南男人将
教育视为“带兵打仗”：校园橱
窗里对任课教师的简介被称为
“拜将台”； 管理模式是半军事
化的全封闭式管理， 学生一个
月只有 3 天时间可以出校门；
学生宿舍每层楼梯口都装有一
个大铁门，天黑就上锁；高三的
学生， 都要搬到一座名为腾飞
楼的教学楼中， 这座楼的外墙
面印满了大字标语，如“如果人
生如茶， 煎熬就是一种成全”，
“除非每天完成一项不可能，否
则休想走得更远”。
在这样的校园文化里，树
立一个“鼓动大家勤奋学习的

典范” 成为周曼教育计划中的
重要一环。
为了提高杨元的心理素
质，他亲自到杨元的考场监考；
学校带杨元到北京参观清华、
北大；临近高考时，杨元离开了
8 人宿舍， 搬进一个为让他安
心复习而准备的单间； 班主任
陈满花专门为杨元做早饭，煮
豆浆， 并按照营养手册上的提
示添加不同的维生素。 这场造
神 运动 的最 后 一步 正是 立 雕
像。
周曼坦言， 自己就不是典
型意义上的好学生， 也很明白
成就大小与成绩高低并不一定
成正比，但“中国教育就是以分
数来选拔人才， 只有高考才能
让他们走出大山，在这个时代，
我没得选择”。

2012 年，一个名叫杨元的男生以
当地理科“状元”的身份考入清华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 一年后的 4 月 2
日， 以他为模型的雕像在这座位于国
家重点贫困县的民办中学立了起来。
“我就是要塑造一个神话。 ”校长
周曼解释，“就像毛泽东时代需要雷
锋，我们学校也需要一个精神偶像。 ”
如今，这尊价值七八万元的雕像，
被锁在学校车库的一角。 4 月 30 日，
“为考上清华的学生立塑像”的消息被
网民曝光。 5 月 2 日，迫于舆论压力，
来凤县教育局将塑像拆除。
处于风口浪尖的杨元一直保持沉
默，他关掉了自己的手机，甚至注销了
人人网账号。 但在雕像被拆除的当天
晚上， 他接受了中国青年报记者的采
访。 坐在清华大学操场的长凳上，他低
头抠手， 略显紧张地对记者说：“你在
QQ 上提到了来凤教育的现状， 所以
我想来听听你怎么说。 ”

作者及作品简介：
刘秀品，四川开江人，高级记者、作家、杂文家。
6·26“国际禁毒日”前夕，本栏目特别推出刘秀品所作中篇报
告文学《白色恶魔》。 本文讲述了一个“白粉女”深陷“毒海”难以自
拔的经历，刻画了众多“瘾君子”既令人同情更令人鄙视的灰暗生
活，全方位地揭示了毒品对人类的毒害。
（一）
她终于被父母送进了这座由
公安机关主办的强制戒毒所。
从她第一次吸毒到她走进这
座建筑物， 经过了长达四年的时
间，其中的磨难、曲折，既令人啼笑
皆非，更让人唏嘘不已。
她 就 是 本 文 的 主 人 公——
—李
玉琼。
她不但年轻，而且漂亮。 圆圆
的脸蛋， 配上两个圆圆的酒窝：弯
弯的柳叶眉下，长着一双又大又黑
的眼睛；薄薄的嘴唇，洁白整齐的
牙齿，皮肤白里透红，一米六三的

教育的贫困不是一个状元能改变的

虽然在 5 月 2 日，这尊汉
白玉雕像被一辆叉车拆除，但
杨元还是被人牢牢记住了。
“原来在这座大山里，没
有想过还能有机会考上清华，
现在觉得有点希望了。 ”一个
名叫黄睿群的高一女生说。
闲聊中，几个年轻人的眼
神总会在某些时刻暗淡下来。
一个高二女生有点失落地说：
“这里太闭塞了， 其实我们不
知道外面的教育是怎么样的，
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有多差”。
“来凤就是中国中西部贫
困地区教育的一个缩影，这不
是一个状元能够改变的。 ”50
岁的黄万国说。 这个教育局局
长清楚地记得， 上世纪 80 年
代来凤教育也很风光。 那时，

被锁在车库里的雕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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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子， 加上那柔软纤细的腰身，十
足的一个东方美人。
她开着一辆红色捷达轿车，车
盖上的顶灯标有“出租”二字。 父母
和长辈溺称她叫琼琼；同行都叫她
“琼妹”；长期租用她车子的顾主又
叫她“的妹”。
“的妹”不但年轻、漂亮、身体健
康，而且富有──不富有能买得上
价值 20 余万元的捷达出租车吗？
何况她还有值 30 多万元的私人住
宅，20 来万元的银行存款。
一个年纪轻轻的姑娘，拥有漂
亮的脸蛋、健康的身体，已经很幸

D

来凤一中是省级示范高中，有
好几位全国特级教师，也创造
过一年两位学生同时考上清
华大学的佳绩。
“后来，乡里的老师 去县
里，县里的老师去州里，教育
资源一层层被往上抽，最后剩
下的就是贫瘠的农村。 ”黄万
国说。
马太 效应 的一 端 是脆 弱
的山区基础教育， 另一端是
“超级中学”的不断涌现。 坐在
偌大的清华园，杨元没有一个
校友。 他发现，全班 20 多名同
学里，农村籍的学生只有几个
人， 而大部分的同学都来自
“很牛的学校”。
有时候也会感到孤独，这
个男生坦言。

我相信读书改变命运， 但我更相信
命运改变命运

“立像”事件在网络上发
酵的时候，李岩给杨元去了个
电话，“你要火了！ ”当时杨元
只是笑了笑，什么都没说。
如果不是这件事的影响，
这个素来沉默寡言的男孩生
活中的最大变化或许只是从
同学那里借了一本《余秋雨文
集》。 谈到教育公平的问题时，
他只吐出几个字，“也想过，但
没往深里想”。
反倒是李岩给 记 者发 来
短信说：“我们不是大城市里
的孩子，见识等各方面都很有
限，甚至我都不知道读书怎么
改变我的命运，因为我们的视
野还不足以看到这些……通
过您的报道希望能唤起有关
方面对于教育资源分配的思
考，可能我享受不到，但我却
深刻地了解那种落后的感受，
所以我希望我的家乡同胞们
能受益。 ”
这个男孩如今 在 河南 一

运，再加上还是一个小“富妹”，那
就不是一般的幸运了。
不过遗憾的是，这个“的妹”已
不是今天生活中的李玉琼。 那是
“的妹”四年前拍的一张照片。
照片是凝固的历史。 它浓缩了
“的妹”四年前那段生活中的辉煌。
但岁月匆匆， 流年似水，“的妹”四
年前的那段辉煌早已不再。
她那价值 20 多万的出租车早
已 卖掉 ，20 来 万 元 的 银 行 存 款 早
已 花掉 ，30 多 万 元 的 私 人 住 宅 也
早已易主。 这个曾让不少人眼红
的“小富妹”已经成了身无分文的
穷光蛋。
然而， 她不仅仅失去的 是财
富。 她那漂亮的圆脸蛋成了尖嘴猴
腮，浅浅的两个酒窝没有了，代之
两个高耸的颧骨，原来那白里透红
的皮肤如今黄得像一张蜡纸。
李玉琼失去了财富，失去了美
丽，更失去了健康的身体。 她身患

所二本学校读书。 他不久前加
入了辩论队， 拿到这样一个
“人生中奋斗更重要还是机遇
更重要”的辩题，“有时候我会
想起来凤，当山里孩子的机遇
少到连奋斗的机会都没有时，
我们又该怎么做呢？ ”
5 月 5 日晚上 9 点多，中
国青年报记者拨通了杨元父
亲杨顺武的电话，他还在建筑
工地上干活。“你问我相信读
书改变命运吗？ 我也相信，但
我更相信命运改变命运。 ”
来凤高级中学 渐 渐恢 复
了平静。 距离那尊雕像不远处
的 教 学 楼 前 ，“距 离 高 考 33
天”的提示牌清晰可见。 如今，
老师们嘴边挂着一个叫做张
伟的同学。“搞不好又是一个
状元。 ”周曼向中国青年报记
者说，“到时候我还是想搞一
个雕像，连杨元的像我也要立
回去！ ”
据《中国青年报》，有删节。

肝炎、肾炎、淋病、高血压，肺部还
有结核开放期病灶； 她背佝偻着，
咳嗽不止， 连牙齿都已落了四枚。
她太虚弱，虚弱得一阵风就可能被
掀翻在地！
李玉琼已病入膏肓!
如今的李玉琼同昔日照片上
的那个李玉琼进行“比对”，哪怕是
公安部门专搞影像鉴定的侦察技
术人员，恐怕也很难把两个李玉琼
联系在一起。
昔日的潇洒“的妹”今天如何
变得这般模样？
是谁害了李玉琼？
是毒品！ 是海洛因这个罄竹难
书的魔鬼！
说起海洛因， 李玉琼咬 牙切
齿，是又恨它，又难以离开它。
在没有“结识”海洛因以前，李
玉琼是天使；在“结识”了海洛因之
后， 李玉琼不得不将自己的灵魂、
人格和健康出卖给恶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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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从 4 月 20 日 9：40 起到 4 月 24 日 20:15，除了往返芦山和德阳的
13 个小时，《德阳晚报》记者董焦、张炜、毛健一直扑在震区最前沿宝兴县灵关
镇采访。 5 天 4 夜，获得感动无数，勾起回忆无数，留下遗憾也无数。
然而成绩也是有的，4·20 强震中，全国首个通过微博对成雅高速严重拥堵
辟谣的，是他们，时间是 4 月 20 日 12:46；首个报道雅安市天全县受灾情况较为严重的，是他们，时间是
4 月 20 日 17:41；首批徒步 25 公里跨越塌方段前往重灾区宝兴县灵关镇，全国独家直播矿山救援队徒
步救援情况的，也是他们，时间是 4 月 20 日 22:37；首批成功到达宝兴县灵关镇，并全国首家对外通报和
直播灵关镇灾情和救援情况的，还是他们，时间是 4 月 21 日 00:38。

一个贫困县的教育悲情

有一个词专门形容以打工为出路的
孩子：“甩货”

现在， 那尊雕像只剩下了
黑色大理石的基座， 孤零零地
立在校门入口处。 基座上用烫
金的大字介绍杨元是“来凤近
几十年来第一个全 州理 科 状
元”，也是“
2012 年恩施州唯一
硬上线考入清华大学的学生”。
从湖 北恩 施 土 家 族 苗 族
自治州出发，大巴开上如刻刀
般割进武陵山区的 209 国道，
大概 3 个小时后抵达来凤。 这
个古代被称为“小南京”的商
贸集散地，如今成了国家重点
贫困县，人均纯收入只有全国
平均水平的一半。
杨元来自革勒车乡， 在土
家话里是“穷山恶水”的意思。
在位于半山腰的破旧房屋里，
住着将近 70 岁的爷爷和奶奶，
他们要照顾种着 玉米 和红 薯
的农田以及两头猪。 44 岁的父
亲杨顺武常年在 长沙 的建 筑
工地上打工，直到去年，他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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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天 4 夜，雅安的生死记忆
◆董焦

再见了，
我曾经战斗过的地方
◆张炜

4 月 20 日上午， 接到待命采访的短信
后，我简单准备了一下就急忙回报社。 报社
领导做了简短的交代和要求后， 我们一行
人立即前往雅安。
去雅安的路上， 越临近灾区灾情越明
显。 通往震中芦山县的省道 210 线发生山体
滑坡，前往芦山需要绕行荥经县、天全县。 当
天下午 5 点过， 在距离芦山 20 公里的天全
县大坪乡大坪村，记者注意该村庄房屋变形
严重。 在采访报道了天全的灾情后，才知道
我们当时是最早关注天全灾情的媒体。
进入天全县城时，已经是晚上 6 点。 天
全县城大部分商铺关门， 到处都是临时医
疗点、灾民搭建的避灾棚。 在县城准备了一
些生活物资，简单吃了顿“午饭”，立即动身
前往芦山。 到达芦山县城时，天色已经黯淡
下来，此时的县城，没有电，成 了 一座“死
城”。晚上 8 点过，我们决定跟随德阳特警徒
步前往灵关镇。
夜里，大山是寂静的。 路上不断有碎石
掉落，前进的队伍靠得很紧，不知道头顶会
有什么落下。 21 日凌晨 1 点过，记者 3 人在
中途搭乘了一辆当地志愿者的车辆， 率先
进入灵关。 在灵关片区抗震救灾指挥部了
解灾情后，我们一行 3 人当即分工，一人在
指挥部等候最新信息， 我和另一名记者分
头采访伤员救治， 联系先期到达的德阳救
援队伍，确定第二天的采访。
21 日凌晨 3 点过， 我们在灵关中学内
的多媒体大教室找到一个临时栖身处，和
着衣服随便躺在教室内。 夜里不断发生的
余震， 让一度已经抚平的 5·12 地震伤口再
次被撕开。 我勉强眯了一段时间，21 日凌晨
6 点半，天空微亮，吃了一点干粮后，投入新
一天的采访。
22 日上午 7 点过， 德阳市医疗队下乡
进村入户，为灾民送医送药。 在灵关镇安坪
村，村里还有在地震中摔伤，而腿脚不便的
老人急切等待治疗。 我们去了很多农户家
里，记录下他们的灾情。
回到指挥部没多久，惊闻有一只救援队
伍在挖掘灵关通往宝兴县的塌方点，据说有
5 辆摩托车和 1 辆大货车被掩埋。 记者赶到
时，距离塌方点 100 米处已拉起警戒，因为
余震导致山体不断有碎石落下。 到达现场后
才知道，塌方量大，山体不稳定，救援只能停
止。就在记者采访时，余震再次来袭。大家只
能靠近河边。 如果余震强烈，山体滑落，所有
救援人员只能往河里跳，好悬！
三天时间，吃沙琪玛、喝瓶装水，身体在
22 日晚上出现脘腹胀气的症状。 23 日凌晨
3 点过，开始肚子痛、拉肚子。 随后赶紧找到
临时医疗点， 医生为我拿了 2 支藿香正气
液。 喝下后，身体才慢慢恢复。
24 日回德阳的路上， 原本多日没有洗
漱，已经累得不成人样的我们，上车后便困
得直打盹儿。 一路上“感谢叔叔、阿姨”的声
音， 让我们心里得到无穷的安慰。 再见了，
我曾经战斗过的地方。
（作者系《德阳晚报》记者）

离开灵关前，三位记者（左起为张炜、毛健、
董焦）与德阳市医疗救援队成员的合影。

车上 9 小时
主动从什邡赶到德阳集
结， 是 4 月 20 日晨 10:37，7.0
级地震带来的阴云并未散去，
微博上还满是逃生的惊惶脸孔
和芦山龟裂的墙体。 我们，晚报
3 个男记者，吉凶未卜的 5 天 4
夜就从这时开始， 此行的目的
地，是雅安市芦山县地震灾区。
11：40， 匆匆备齐了相机、
充电器、 手机充电宝等必需应
急设备， 匆匆在高速路口补充
了 17 盒方便面、2 袋饼干等干
粮，我们匆匆上路，并匆匆在微
博发出了第一条小消息：“德阳
力量已在路上”，第一时间传回
了中国（什邡）矿山救援队、德
阳医疗救援队、 德阳特警及德
阳电业局应急抢险队分别驰援
灾区的消息。
沿途遇救援力量无数，可
因道路坍塌， 高速公路芦山出
口被封锁， 所有车辆都必须从
30 公里外的荥经县绕行，从这
里开始，“堵”字不断出现。
3 小时后， 我们才堵到天
全县境内， 听从当地交警的安

排， 我们决定绕行天全县城前
往芦山县，也正因如此，我们也
就在第一时间到达了与震中直
线距离仅 20 公里的天全县大
坪乡大坪村 6 组。 我们在这里
钻进危房、采访住户、了解全镇
灾情……因没有手机信号，直
到 17:41 到达 天全 县 城 后 ， 才
将该村房屋基本受损，3 人重
伤、十余人轻伤等情况发回。
直到当晚 20 时许，我们一
行 4 人才顶着夜幕赶到了 4·20
地震的震中所在地芦山县。 此
时距离从德阳出发， 已整整跑
了 9 个小时。

徒步惊魂路
当晚 21：30，在芦山县临时
指挥部， 我们意外得知德阳特
警将连夜步行 25 公里，赶往道
路已经完全中断的孤岛宝兴县
灵关镇救援。 为了第一时间赶
到受灾最重的地方， 我们赖进
了特警的车队。
将 3 天必备的干粮和水塞
进背包， 和特警们一起将车开
到不能行进的一个三岔口后，
当晚 22:00 整， 我们开始徒步

回顾下那一天，艳阳高照，
我们啃着方便面，在路上。
攥着手机、充电宝、相机，
以及能在加油站超市买到杂七
杂八的垃圾食品， 这是无知的
我们。
北 纬 30° 14′ ， 东 经
102°49′，那是未知的灵关。
我们并不知道， 此后的 5
天，我们将冒着生命危险到此，
和它结缘至深。

行进。 这是条狭窄的盘山路，漆
黑一片， 静得可以听到道路左
侧哗哗的流水声和道路右侧一
些小石头在山坡上滚落的嗒嗒
声。 熟悉地震的我们都知道，只
要在这种时候来个余震， 嗒嗒
声往往就意味着成片的碎石和
滑坡，乃至大规模的泥石流。
和特警们互相勉励着，我
们一面一脚高一脚低地踢着碎
石往前走， 一面完成着采访任
务。 因为信号时有时无，不时得
在一片漆黑里站着把特警行军
的过程以微博和短信的形式发
回， 然后再一溜小跑追上几十
米外的大部队。
约行进了 40 分钟后，路越
来越崎岖， 路中间开始出现整
棵的树和大块的石头。 特警们
的对讲机里传来的是开路队员
一阵又一阵的焦急的声音：“这
里危险，不要说话，快速通过！ ”
路上有极险的两处路段，
其中一处约 20 米长，显然是被
泥石流光顾过， 原本的路基已
被削没了，剩下一处不到 30 厘
米宽的窄道， 道路左边已被整
个掀下了悬崖， 右边则发生了
较大的塌陷， 用强光手电照过
去，深不见底。 要想走上这条窄
道上， 得下一层 40 厘米高的
“楼梯”。
就在这时， 对面又来了一
个担架，提醒对方注意以后，我
们用相机记录下了这感人的一
瞬间。 这张照片后被新华社采
用， 作为地震重灾区第一线的
生命日记。

5 天坚守

采访中。

进入灵关后， 我们都没想
到，背进灵关镇的 3 天口粮，要
对付整整 5 天。
实际上，4 月 21 日早上，已
经有当地的受灾群众主动用大
锅煮了稀饭、面条、速冻饺子以
及他们能从残破的屋子里抢出
来的一切食材送来给救援人员

和工作人员吃。 但这份心意被
我们坚决拒绝了，因为 5·12 告
诉我们， 通往这里的路要抢通
并且运进物资， 至少是 2-3 天
的事， 这锅粥可能耗尽了他们
这家人这期间全部的口粮。
于是每天至少 18 个小时
的工作状态开始， 报道灾情的
同时，我们也帮忙辟谣：在一些
不明真相的媒体“曝光”灾区人
民大吃大喝灾情不重的时候，
我们在第一时间用微博报道讲
述了亲身经历为灾区辟谣；呼
吁加快抢险进程， 争取让道路
尽早通畅，让粮食、饮用水、帐
篷等灾后安置必需品尽早进入
重灾区。
余震、滑坡、百姓请愿、伤
员转运、新的道路抢通、物资发
放不及时、 ……各种突发状况
让人应接不暇，连续 4 天 4 夜，
我们每天的睡眠时间都没有超
过 3 个小时。
当然， 也有更多温馨的消
息被我们记录下来。 例如“带礼
物”事件。 德阳特警支队三大队
副大队长唐军 4 月 20 日来到
地震重灾区宝兴县， 并连夜步
行至灵关镇抢险。 唐军妻子刘
小琴是德阳市人民医院的一名
护士， 也随队来到震中芦山县
救援。 4 月 24 日下午，见我们
奉命撤离， 唐军特地请求我们
给他拍张照， 路过芦山时给他
妻子看看。 我们略显俏皮的善
意在这时得到最深的体现-先通过微博网友的转载间接告
知 刘小 琴 她 丈 夫 有 礼 物 带 给
她， 却在暗中将蒙在鼓里的唐
军带到了刘小琴位于芦山县人
民医院的驻地。
随后， 我们几乎是全程微
笑着见证了唐军两夫妻真挚的
情感。 这正是我们希望在报道
中表达的，朴实、乐观、积极向
上，没有作秀的成分，没有拔高
的遗憾。
（作者系《德阳晚报》采访
中心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