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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斗是对人生最长情的告白
“生命就是这样一个过程，

我们遭遇痛苦 、超越局限 、从而
感受幸福。 一切人都是平等的 ，
我们毫不特殊。 ”史铁生曾这样
说。 有时候，命运或许真的有些
不公平 ，健全人读书写字 、走路
开车都轻而易举，而残疾人碰到
一个台阶可能就会耗费所有的
力气。 但命运又是公平的，不论
健全还是残疾，幸福从来只有付
出努力的人才会得到。

对许多残疾青年来说，他们
在人生起步时绊倒，又独自支撑
着爬起 ， 这一过程已是无比艰
难，而他们中的很多人以残缺的
身体，在人生赛道上跑出了一条
几乎完美的轨迹。 命运的考验 ，
他们用拼搏回答； 青春的日记 ，
他们用汗水书写。 奋斗，就是他
们对人生最长情的告白。

5 月的第 3 个星期日， 第 30
个全国助残日，我们一起走进残
疾青年的美丽人生。

或许走得慢，却从未停下

脱贫攻坚收官之年，无数有
志青年投身这场战役，或扎根基
层带领贫困群体致富，或另辟蹊
径挖掘创业路上的第一桶金。 残
疾青年不甘掉队，奋力追赶。 他
们或许不曾受到命运的眷顾，但
他们更不愿对命运低头。

在广西博白县江宁镇长江
村， 贫穷世代困扰村民， 直到
2015 年， 村里还有近两成的贫
困人口。 而这两年，一个被称作

“好羊倌” 的小伙子让大家的钱
包鼓了起来，他就是刚刚获得第
24 届“中国青年五四奖章”的刘
入源。

当年，刘入源在“山羊可不
好养，你行吗”的声音里，毅然选
择挑战风险大但利润高的山羊
养殖， 创办了县里第一个羊场。
从零做起，他用常人难以想象的
毅力挺过创业的艰辛，让公司实
现年产值 400 多万元，还探索了
“自主经营”“村企合作”等模式，
带动 300 户贫困残疾人家庭和
430 户贫困户养殖黑山羊， 户均
增收 2 万元以上。

这么一个能力强的小伙子，
大家几乎忘了他只有一个手掌。
刘入源在 16 岁时因一场意外失
去了整个右掌。 曾经他惧怕成为
别人眼中的“另类”，悄悄地把残
疾的右臂放进裤兜里，但最终他
学会接纳自己的身体，用一只手
撑起不妥协的人生。

“只要奋斗，一只手也可以
顶天立地，只要努力奋斗，一只
手也可以脱贫致富。 ”刘入源说。

在共青团中央公布的 2020
“全国向上向善好青年” 中，8 名
残疾青年赫然在列，成都百悦生
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创始人、执
行董事杨添财是其中之一。

这个出身于农民家庭的 90
后，在 6 岁时不幸患上神经性肌
肉萎缩，从此不能像同龄人一样
奔跑玩耍，体育课永远是“靠边
坐”。 随着年龄增长，双腿肌肉以

肉眼可见的速度萎缩，别人走十
分钟的路，他可能得花半小时。

因为残疾， 杨添财选择退
学， 封闭在自己的世界里长达 7
年之久。 直到 20 岁出头时，在大
家的关心和帮助下，他开始自学
电脑绘图和美工知识，接受县里
组织的农村新型创业人才电商
培训。 他记住了一句话：“你叫添
财，你是为家庭、为乡亲增添财
富的。 ”

2015 年 7 月， 杨添财成立
了自己的第一家网店， 卖起蒲
江特产猕猴桃， 他负责线上销
售，父母负责线下采购、装箱邮
寄发货。

电商工作对肌肉严重萎缩
的杨添财来说并不简单。 在创业
最艰难的 2017 年，他撑着病弱的
身体，曾三天两夜守在电脑前和
客户沟通， 一个 20 出头的小伙
体重竟降至 80 斤以下。

可杨添财不后悔，工作让他
找到了成就感。从 2015 年 7 月到
2016 年 2 月，杨添财卖出了一万
多件猕猴桃， 销售额近百万元。
2018 年，杨添财携手耳朵失聪的
吴云，创建了“一起走吧”残疾人
品牌项目，带动更多留守在农村
的特殊青年加入电商创业。

“或许我走得很慢，但我从
未停下。 ”杨添财说。

抗击疫情，他们有爱无惧

同命运抗争， 他们从未屈
服；当疫情袭来，他们直面挑战。
在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里，残疾
青年没有袖手旁观，而是选择再
一次成为战士，用勇气和智慧帮
助他人、回报社会，为战胜疫情
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出生于 1989 年的武汉姑娘
崔竟是一名聋人，她是公益组织
“守语者” 的创始人之一。 她发
现，因为信息获取滞后，与外界
沟通不便，身边很多聋人在应对
疫情时手足无措，举步维艰。 崔
竟决心站出来为听障群体做点
什么。 在她的主导下，由五位聋
人和三位健全人组成的志愿队
伍集结。 他们一边为听障人士提

供每天 20 小时在线的手语沟通
支持，一边通过湖北残障义工网
络和红十字基金会等公益组织
筹集防疫物资。

2 月 8 日起， 不到 2 天的时
间里，他们就为超过 150 名聋哑
人提供了视频咨询服务。“面对
面的时候， 我感受到他们的焦
虑， 我就用我的表情和手语，传
递陪伴和安全感。 ”崔竟说。

为了让听障人士能更便捷
地获取防疫信息，崔竟专门录制
了多期防疫手语视频，为听障人
士科普防疫知识。 针对一些听障
人士不会收取快递，甚至不会使
用防疫物资的情况，崔竟和小伙
伴们决定为听障人士送物资上
门，面对面讲解使用方法。

“虽然担心过安全问题，但
有的事情必须去做， 因为这是
使命。 ”崔竟说，“我们希望更多
人能认识和理解聋人， 创造更
好的社会环境， 让聋人更容易
融入社会。 ”

疫情发生以来， 在湖南怀
化市民的朋友圈里， 流传着一
张张怀化市志愿者协会的精美
宣传海报， 协会倡议市民们为
身边有需要的人捐赠防疫物
资， 再由协会为市民制作专属
纪念海报。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一张
张海报都出自 24 岁的怀化市志
愿者协会副秘书长罗小小的双
脚。 半个月里，他坐在床上，用双
脚操作电脑，制作了 500 多张纪
念海报。

罗小小在 3 岁时，因高压电
事故失去双手。 面对生活的艰
难， 他努力学会了用脚吃饭、写
字。 在志愿者的帮扶下，他进入
特教中专完成学业， 毕业后，来
到怀化市志愿者协会成为了一
名专职志愿者。 在他看来，志愿
者为他种下了爱的种子，他就要
把这颗种子继续传递下去。

疫情发生后，罗小小和团队
决定启动网上“轻松筹”，在湖南
省慈善总会的支持下开展公益
筹款。 短短几天时间，他们筹集
到了 32 万余元爱心款项。 用这
笔款项，他们向抗疫一线支援了

33000 个口罩、20000 双防护手套
和各类物资。 他们还与网络公益
平台合作，为怀化市医院捐赠了
价值 20 万元的新型冠状病毒核
酸检测试剂盒，为怀化各县市区
2426 名一线医务人员购买了价
值 24 万元的疫情保险。

搬运物资、做海报，对罗小
小来说并不容易。 每次做完海报
下床，他的腰部都疼痛不已。 虽
然辛苦，可罗小小从来只有一句

“习惯了”。“经历过生死，再大的
困难我也无所畏惧。 ”罗小小说，
“我从不把自己当作残疾人，只
要有人需要帮助，我一定会伸出
援手。 志愿者工作，让我感受到
了快乐和幸福。 ”

心手相连，让梦想乘爱起飞

若你有梦想，我就为你插上
翅膀；你想飞的时候，我就做你
翅膀下的风。 越来越多心怀善意
的青年人参与到助残事业中，与
残疾人心手相连，帮助他们融入
社会、实现价值，为他们搭建人
生出彩的舞台。

1988 年出生的王巍，是中国
残疾人就业创业网络服务平台
的运营总监，他致力于为残疾人
提供免费的在线求职、 创业指
导、职业培训、职业能力测试、电
子商务等服务。 最近，他和团队
的小伙伴正在准备联合微店帮

助残疾人电商创业，联合智联招
聘做一场全国大型网上招聘会，
还和新浪微公益联合发起话题
活动，让更多人关注残疾人就业
创业。

王巍接听残疾人的咨询电
话时，有些言语残疾的人说话不
清楚，要花几分钟才能听清“想
找一份工作”。 王巍都会很耐心，
记录清楚对方需求，再通过平台
帮助匹配合适的工作岗位。

王巍负责的运营团队一共 5
个人，都是 80 后、90 后，其中一
位 1994 年出生的小伙子，自身有
些视力残疾。“他在运营方面很
有天赋，我对他格外用心，他跟
同龄的孩子相比，可能意识到自
己的缺陷，更加好学、坚忍。 ”王
巍说， 很多残疾人只是缺少机
会，给他们一个舞台，他们并不
见得比健全人逊色。 他希望全社
会对残疾人少一些有色眼光，多
一些关爱和公平对待。

王巍之前参与运营过互联
网金融、 房地产等许多盈利项
目， 当他遇到这个公益项目时，
他义无反顾地做出了选择。“虽
然很辛苦，但这是一个非常有意
义的项目。 我也希望在自己的职
场生涯或人生中，留下一些值得
回味的记忆。 ”

1989 年出生的江秀蓉，是福
建三明泰宁县朱口镇残联理事
长。 作为一名最基层的残联工作
者，她总说自己只是做了最平凡
的工作。 可黄少霞认为这个工作
很伟大。

朱口镇有 1000 多名残疾人，
其中不少是建档立卡贫困户，黄
少霞就是其中一位。 她双脚残
疾，离婚后独自带着孩子，经营
一家小缝纫店， 生活一度困难。
江秀蓉帮助她申请了残疾人省
级创业就业资金和建房补助。 考
虑到她的生活状况，江秀蓉又帮
助她申请了残疾人无障碍改造
项目资金。

黄少霞的缝纫店因服务周
到，回头客很多。“现在每天上下
班， 我都要经过这个缝纫店，看
着黄少霞笑盈盈的脸，我内心特
别欣慰。 ”江秀蓉说，每当看到生
活困难的残疾人走上生活正轨，
再多的辛苦和付出都值得。

（据《光明日报》）

罗小小正在搬运捐赠给社区的物资

长春大学教师们在操场上进行手语“合唱”活动（新华社记者 张楠/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