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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语文老师兼班主任的额头特别
宽广，宽广得像一望无际的草原，也像辽
阔无边的海洋。再加上他那如蒲扇般的
大耳朵，给我留下了无比深刻的印象。但
让我刻骨铭心的，是他那双能洞穿人心灵
的眼睛，宽宽的眼镜下遮住的那一双深不
可测的智慧的眼睛。高中3年里，我难以
忘怀的是他那令人捉摸不定的眼神。

在课堂上，他不时盯着同学们的一
举一动，但又忘情地把我们带入课文的
情景中去，让我们身临其境感受语文的
无穷魅力。

我清楚地记得他讲著名诗人艾青《大
堰河，我的保姆》的情景，他深情并茂地为
我们朗读了一遍课文，把我们的感情带到
了诗中所描绘的场景里。当他读完的时
候，坐在第一排的我分明看见他已经情
不自禁了。在叫同学们选取最感人的章
节朗读时，他悄悄地摘下老花眼镜，偷偷
地用纸巾拭干泪水，可眼角依然泛着红
光。他用眼神微微地暗示我，我于是放声
读起来。

班里有一个来自农村性格内向的男
同学，可能是青春期躁动的缘故，鬼使神
差地给下一个年级一位长得十分漂亮的
女生写了一封信。有一天早读，那个女生
的班主任女老师跑到教室外叫出语文老
师，气急败坏地说：“你立即开除这个学
生！否则，毁掉你一生的清名。你马上要
退休了，要保住你毕生换来的崇高荣誉。
必须马上开除！”

我们在教室里都有些愤愤不平，大家
七嘴八舌议论开了。语文老师侧过头，向
同学们眨了眨眼睛。

我看见语文老师轻轻地推了推眼镜，
微笑着说：“唐老师，我再调查一下事情的
原委，给你一个回答。”女老师气呼呼地扬
长而去。

第二天是周末，语文老师把这位男同
学叫到家里，叫师娘煮了可口的饭菜款待
他。后来，这位同学说，本想考军校的，可他
决心报考师范院校。这，无不是语文老师的
人格魅力深深地影响了他的人生选择。

我们班里有一位同学，一段时间以
来，面色黝黑，毫无生气。语文老师找到
他了解到他的家庭情况：父亲长期酗酒，
不顾家庭，母亲无业，靠捡破烂维持生活，
他一度要放弃读书。语文老师每月默默
地资助他400元，让他的生活有了保障。

快要高考了，最后一节语文课，老师
低沉又动情地说：“你们再看看书，我再看
看你们。”

清脆的下课铃声响了，语文老师缓缓
离开教室，我们静静地站起来目送他远去
的背影，连那个最不喜欢学习语文的捣蛋
鬼，眼里都噙满了泪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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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我在沿海务工，一年一度
的例行体检，我被查出了肺结核。

回到家，刚将包放下，父亲就转
身去了另一个屋子。再回来时，递给
我一个口罩，说我打电话计划要回来
时就给准备了。看一眼父亲，瞟一眼
口罩，干涩的眼睛忽地一潮：爸，初期
感染，还不具备传染性呢。

父亲的手依然伸着，很坚定，万
一哩。欲辩还休。我木然地接过口
罩，父亲又一声粗厉地命令，戴上啊，
在家里得注意，在其他人面前也得注
意，知道不？

我犯迷糊了，医生喜欢把小病说
成大病危言耸听，可医生都明白地
告诉我初期感染不传染，咋父亲比
医生还要医生呢？但只一瞬，我就
全明白了。

口鼻给捂着，呼吸不畅，想摘又不
敢，就一会儿戴上，一会儿又将移开。

在坡上劳作的母亲回来了，父亲
突然想起什么，问母亲，那张纸放在
哪里去了？母亲说，在书案的第一个
柜子里。父亲立刻去找。

没找到，父亲有些生气，回来再
问母亲，到底在哪儿啊？母亲显得有
些迟疑，第二个、第三个抽屉也看一
下吧。还是没找着，父亲的神色都紧
张起来了，将母亲面前的小凳子狠狠
一踢，你去给我找。

是怎样的一张纸呢？我小心
地探询了两遍，他们都没有心情回
答我。

母亲诚惶诚恐，跟着父亲到他们
睡觉的房间去了。他们一起将抽屉
里的东西呼啦啦全倒出来，再一件件
往里放，没找到；又去衣柜将所有的
衣服掀出来，摸、捏、掏，每一件的每
一个衣包，还是没找到；扩大搜索范
围，平常他们根本不去的房间都不放
过，甚至墙角的垃圾堆。

父亲手里忙着，嘴里也一刻不停
歇，每一句都很刻薄，说母亲的记性
被狗吃了，他从没见过这么没收拾的
女人，做任何事都不喜欢用点脑子
……母亲倒也不还嘴，好像真的犯了
错一样。

因为急，两人的额头都冒出了细
密的汗珠，呼吸也显得越来越粗重。
就在他们不再抱任何希望时，母亲突
然一声惊叫，终于忆起来，跑到他们
睡觉的屋子，到床前揭开席子，一张
纸完整无损地躺着。

父亲一脸的释然，激动地将那纸
紧按在胸前对我说：我问了两个得过
这病的人，我还专门问了原来在县防
疫站工作过的你二表叔的舅子。

是怎样的一张纸啊，密密麻麻写
的是一些结核病患者注意事项，饮食
上的忌讳和民间治疗方法，如不要吃
辛辣，不要抽烟饮酒，不能受累，最好
卧床休息……

我的眼睛模糊了，泪水在眼眶里
打旋。我怕父母看见，背过脸去，可
还是止不住，索性，让它肆意流淌。

一
张
纸

□
李
佑
伦
（
达
州
）

我的母亲人称大脚板。她的大脚板在我
们镇是出了名的，走起路来蹬蹬作响，长辫子
一甩，像一阵风刮过。不知为何，帅气儒雅的
父亲就被这一阵风刮晕了，迷迷糊糊拜倒在
她的大脚板下。

俗话说“脚大江山稳”，母亲的江山就是
家里那个巴掌大的弹丸之地。她这个天不怕
地不怕的大脚板，偏偏遇到了多病的婆婆，外
加一窝兜娃儿，一家大小八口人，光靠父亲寄
回来的那点钱，给婆婆看病吃药都不够。

母亲为维持一家生计，见子打子，买卖粮
票，做庄稼，种小菜。每当傍晚，就将小白菜、
韭菜、莲花白洗得干干净净，装在箢篼里，吩
咐我和二妹抬到街上去卖，全部两分钱一把。

8岁的我和5岁的二妹抬着箢篼，一边走
一边唱：“小小姑娘，清早起床，抬着菜篮上市
场。走过大街，穿过小巷，卖菜卖菜声声唱。”
我们的声音稚嫩甜美，小白菜很快就卖完了。

一年中，只有过生的时候，母亲才会给我
们煮一个鸡蛋：“吃吧，吃了鸡蛋，这一年一滚
就过去了。”

由于婆婆常年多病，所以母亲千方百计
攒钱买鸡蛋，每天早晨给婆婆过早。清晨，鸡
还没叫，母亲就将煮好的开水蛋端到婆婆床
前。母亲为不吵醒我，总是踮起大脚板，轻轻
走到婆婆床前，推醒婆婆，将碗端给她。然后
又踮起大脚板，悄悄退出去。

婆婆的脚只有三寸长，小朋友在街上看
到婆婆走过来，边跑边喊：“老婆婆，尖尖脚，
汽车来了跑不脱。”

婆婆最喜欢我，每天清晨，我睡得正香，
她就用她的尖尖脚踹我。我梦里梦戳坐起
来，接过她递给我的鸡蛋，迷迷糊糊吃了。淡
淡的腥味混合着白糖味残留在喉咙，又倒下
去睡着了。

父亲在石棉矿开车，几个月才回家一
次。晚上，我透过门缝悄悄偷看，母亲的大脚
板和父亲更大的脚板紧紧挨在一起。再往上
看，只见母亲害羞地拿着一条红纱巾，头靠在
父亲肩上，父亲手拿《今古传奇》朗读，声音温
柔得要滴出水来。

每年的腊月二十三敬灶神，母亲头上拴
着红纱巾，身上穿一件大龙大袍的灰色外套，
举起一把用竹叶扎成的大扫把，里里外外打
扬尘。蜘蛛网呀灰尘呀，纷纷扬扬，一不小
心，渣渣就掉到她眼里，然后她就大声武气
喊：“快来帮我吹一吹。”

我翻开母亲的小眼睛单眼皮，使劲吹。
哈哈，好玩，平时像母老虎一样的母亲，这时
温顺得像只猫。

母亲背着一背篼铺盖毯子，带着我们几
个娃儿，直奔金华大河边。大河边的水清澈
见底，寒冷刺骨。母亲脱了鞋袜，光着大脚
板，站在被子上，使劲踩，使劲踩，仿佛有使不
完的劲。

记忆里，大年三十母亲都还在纳鞋底。
一家老少8双新鞋，要在大年初一摆在每个
人面前。大年初一，我穿上母亲做的红色灯
芯绒布鞋，跑到街上找小朋友，蹦跳着，炫耀
着，奔跑着。

时光荏苒，一晃母亲 80 岁了。不过，她
老人家走起路来依然风风火火。常常陪着
她 91 岁的二姐、75 岁的四妹，迎着阳光，甩
开膀子，迈开大脚板，一二一，一二一，走得
安稳踏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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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过去这么多年了，那一刻
还时时浮现在我的脑海里，出现在
我的梦里。

2014 年 8 月 24 日，我与父母及
弟弟下核桃，不想我被马蜂蜇了，母
亲为营救我，也被蜇了。

那天是星期天，趁弟弟休假的
机会，我们相约一早回老家下核
桃。一切都很顺利，一个多钟头后，
地里边的几根核桃下完了，只剩下
进地口子上一根低矮的核桃树。

父亲先去打，站在地边路上，在
树的外边打。我跟着去打，站进了
地里，在树的里边打。我举起长竹
竿，才打了一棒，视线里感觉有什么
东西向我扑过来。还没等我明白是
什么，我光秃的头顶便剧痛起来。

接着，我清楚地看见10多只褐
黑色的马蜂在我眼前飞舞盘旋。我
头立即大了，也明白了，我被马蜂蜇
了。惊嚇之余，我立即匍匐于地，但
没完全扑倒，因为树下很潮湿，也很
脏，我不愿意脏了身子，便半趴着，
双手触地，弓起背，一动不动，耳里
只听到马蜂的嗡嗡声和父母、弟弟
的惊叫声，眼睛也惊恐地看着几只
马蜂在胸前和脸周围飞来飞去。

那一刻，我连呼吸也屏住了，生
怕呼出的热气再次招惹马蜂，再挨
上一回蜇，那就要命了。那一刻，我
的生命遭受着极大的危险——要知
道，马蜂毒性很大，被它蜇死人的报
道很多。

那一刻，父亲和弟弟吓得呆在
一旁一动也不动，眼睁睁地看着马
蜂在我身子周围飞旋，只不时发出
几声惊叫声。

那一刻，母亲，慈爱的母亲，却
掰下一条树枝，勇敢地冲了过来，对
着我身边飞舞的马蜂，一阵劈头盖
脑地猛打。那一刻的母亲，可以想
象，完全是一个不顾一切的“疯子”，
不知危险不知死活的“疯子”。然
而，又是一个多么伟大的“疯子”，多
么英勇的“疯子”！母亲的英勇也付
出了代价，左小臂被马蜂蜇了。

摆脱马蜂回家后，母亲不顾疼
痛，先来察看我的伤情，在我被蜇处
狠狠挤了一挤，挤出一些血来，然后拿
肥皂跐了又跐，再用湿毛巾揩尽，最后
涂上蜂蜜——农村人被毒蜂蜇了，都
是这样处理，据说肥皂能祛毒，蜂蜜能
解毒蜂之毒。

母亲给我挤蜂毒时，我责备她
不该来救我，说万一我怎么样了，
又 搭 上 你 一 条
命 ，太 划 不 来 。
母 亲 盯 着 我 的
眼睛说，你是我
的儿呀，我能眼
睁睁看着你被蜂
子蜇么？

还能说什么
呢？那一刻，我的
眼里含满泪水！

更 多 老 时
光，扫码上封面
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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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部等十部门出台意见
关爱农村留守儿童

刮刮乐
几种通常玩法介绍

密集出台多部高规格文件

有关农村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
的文件，近年来密集出台。

仅在2016年，国务院就先后印
发两份重磅文件:《关于加强农村留
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的意见》和《关
于加强困境儿童保障工作的意见》。

此后，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和
困境儿童保障工作取得了重要进
展。据民政部儿童福利司副司长倪
春霞介绍，目前，全国共有未成年人
救助保护机构1806个，2018年我国
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共计救助保
护各类儿童6.8万次。

“尽管如此，但目前关爱服务体
系建设仍然存在很多短板，比如，机
构建设还不够到位，工作力量配备不
够足、社会力量参与度不够广泛等。”
郭玉强说。

这些也正是《意见》出台所要解
决的问题。据介绍，《意见》进一步明
确了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和儿童
福利机构的职能定位和发展方向。
《意见》理清了两类机构功能定位:未
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对生活无着的
流浪乞讨、遭受监护侵害、暂时无人
监护等未成年人实施救助，主要承担
临时监护责任和组织开展农村留守
儿童和困境儿童关爱服务职责；儿童
福利机构(福利院)主要负责收留抚养
由民政部门担任监护人的未满18周

岁儿童，其主要承担的是长期监护责
任。

《意见》提出，对于已设立流浪未
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的，推进其向未
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转型；对于尚未
建立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的，推进
其整合现有资源，明确救助管理机
构、儿童福利机构等来承担未成年人
救助保护机构相关工作；对于已设立
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但抚养照料
儿童能力不足的，推进其就近委托儿
童福利机构代为养育。

《意见》还鼓励有条件的地市级
以上儿童福利机构不断拓展集养、
治、教、康于一体的社会服务功能，力
争将儿童福利机构纳入定点康复机
构，探索向贫困家庭残疾儿童开放。

两大重要角色履职有要求

在《意见》中，出现了“儿童主任”
和“儿童督导员”两个重要角色。

《意见》要求，在村(居)一级设立
“儿童主任”，由村(居)民委员会委员、
大学生村官或者专业社会工作者等
担任，优先安排村(居)民委员会女性
委员担任，具体负责村(居)农村留守
儿童和困境儿童关爱服务工作。在
乡镇(街道)一级设立“儿童督导员”，
由乡镇(街道)人民政府明确一名工作
人员担任，具体负责乡镇(街道)的关
爱服务工作。

“之前，名称并不统一，《意见》规
范后，今后村(居)一级的统称为‘儿童
主任’、乡镇(街道)一级的统称为‘儿
童督导员’，便于社会认知和关心支
持他们的工作。”郭玉强说。

儿童主任和儿童督导员将受到
跟踪管理。《意见》要求，各地要建立
和完善儿童督导员、儿童主任工作跟
踪机制，对认真履职、工作落实到位、
工作成绩突出的予以奖励和表扬，并
纳入有关评先评优表彰奖励推荐范
围；对工作责任心不强、工作不力的
及时作出调整。对儿童督导员、儿童
主任实行实名制管理，并及时录入、
更新人员信息。

孤儿基本生活费
标准增50%

孤儿作为特殊群体，其相关保障
工作也受到特别关注。

郭玉强介绍，在多年工作基础
上，2010年开始，以国务院办公厅
《关于加强孤儿保障工作的意见》发
布为标志，中央财政建立了专项转移
支付，补助各地为孤儿发放基本生活
费。

民政部经与财政部协商，决定从
2019年开始，中央财政补助东、中、
西部的孤儿基本生活费标准在原来
基础上增加50%。

在提高孤儿生活费补助标准的
同时，我国还把孤儿保障的内容逐步
向医疗和教育保障拓展。“在养、治、
教、康4个方面，我们立足全都保障
起来。”郭玉强说，将继续实施“孤儿
医疗康复明天计划”，对孤儿医疗康
复费用医保报销后的自付费部分给
予补贴，支持有医疗康复需求的孤儿
渡过难关。

（来源：法制日报）

1. 走步类
通常由几个数字或骰子组成玩法刮

开区，按照每一个数字或骰子所表示的点
数在彩票票面的路线图走，停下时如果走
到路线图的奖金上，就中得该奖金，几步
走下来，所中得的奖金之和即为该张彩票
中得的总金额。此种玩法在目前的即开
型刮刮乐彩票市场上是主力玩法，其玩法
简单易懂，趣味性强，受到广大彩民的热
烈追捧。勇士闯关系列彩票，大富翁系列
彩票就属于这类玩法。

2. 六图三同、六数三同类
6数3同是目前最流行的玩法，在玩

法区找到3个相同的数值/图型即中相应
的奖金，此类玩法也已经扩展成多种形
式。比如所谓的"图"可以数字或奖金或
动物图形、水果图形或各种生活用品的图
形还可以是扑克或麻将等等。几图几同，
可以是一图相同直接中奖的，如：即将推
出的"企鹅探宝"；二图相同，如：原来的大
奖组彩票系列"金猴送福"、"喜洋洋"系列；
三图相同，如：四季发、快乐生肖；而发奖
金、点石成金的玩法则分别是六数三同和
六图六同。另外还可以有九图三同，五图
二同等形式。

3. 九宫格
来自于民间的九宫格游戏，玩法区

有九个方格，内有九种图形或符号。如
果任意三种图形或符号相同而且组成一
条直线，即"成行、成列或成斜"，即中
奖。当然玩法区还可以再扩大演变成
44的方格或5×5的方格.幸运宝贝系列
彩票和即将上市的"福临门"彩票就采用
的是这种玩法。

4. 对数字或对图形
这类彩票玩法区通常比较大，由中奖

符号区和中奖符号区两部分组成。中奖
符号区由1－2个数字或图形，兑奖符号
区由5－12个数字或图形组成，每个数字

或图形下面有奖金。如果兑奖符号区中
任意一个符号与中奖符号区的符号相同，
则中兑奖符号区数字或图形下面的奖
金。中奖奖金可以兼中兼得。这种玩法
一般有多次中奖机会。

5. 棋牌类
这类玩法主要是将扑克、麻将或骨

牌等大众喜闻乐见的休闲游戏移植到即
开型刮刮乐彩票中，其具体玩法随扑克、
麻将或骰子的不同玩法而有所不同，而
且由于即开型刮刮乐彩票的限制，多半
进行了简化。当然也有以扑克、麻将或
骰子的样子作为奖符，而玩法属于其它
类玩法，如大奖组彩票系列"金猴送福"、
"喜洋洋"系列中的二张扑克相同的玩
法。

6. 宾果（Bingo）类
这类彩票在国外是很大一类彩票，

它通常有一个完全覆盖的玩法区，里面
由数字和字母组成，另外还有一个裸露
或者由半透明刮开墨覆盖的数字和字
母区，彩民买到彩票后，刮开完全覆盖
的玩法区，用其中的数字和字母与裸露
或者由半透明刮开墨覆盖的数字和字
母区比较，如果有相同的数字和字母，
就作出标记，待全部完全覆盖区的数字
和字母都比较并作好标记后，如果标记
的数字和字母组成规定的图形，即中
奖。

此类彩票通常玩的时间比较长，需要
细心和耐心。目前已上市的彩票中，"开
心宾果"的玩法属于此类。

7. 基诺（KENO）类
这类彩票在国外也很受欢迎。通常

在一个比较大的玩法刮开区中放许多数
字，另一部分也有数字，被半透明刮开墨
覆盖着，并且分为若干组游戏。刮开后将
这些数字进行比较，数字相同就作出标
记，如果符合某组游戏规定的几中几，即
中奖。奖金可以兼中兼得。

今年六一儿童节，由民政部联合教育部、公安部、司法部、财政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务院

妇儿工委办公室、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中国残联等10部门制定出台的《关于进一步健全农村留守儿

童和困境儿童关爱服务体系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农村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送上大礼包。

民政部儿童福利司司长郭玉强介绍，《意见》要求各地结合实际需要，做好农村留守儿童和困境儿

童关爱服务经费保障。特别是要求各地统筹使用困难群众救助补助等资金，用于农村留守儿童和困境

儿童关爱服务工作。民政部本级和地方各级政府用于社会福利事业的彩票公益金，要逐步提高儿童关

爱服务使用比例。“这个是真金白银。”郭玉强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