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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产 “姐妹花” 努力求学

1994年出生的蔡秋艳和蔡秋月是
一对双胞胎姐妹，原本带着祝福来到这
个世界的小姐妹，却因为早产引发小儿
脑炎，造成了小脑支配功能障碍，如今
25岁的姐妹二人依然行动不便，需要辅
助轮椅和家人的帮助，才能进出家门。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 我们都
不出家门， 甚至不出房间， 虽然轮椅
可以带着我们走向外面的世界。” 回忆
过往， 性格相对外向的姐姐蔡秋艳依
旧是眼含泪花， 而多愁善感的妹妹蔡
秋月则控制不住地当着记者的面， 哭
了起来。

“确实挺难的， 我们不能像正常孩
子一样奔跑， 甚至不能跟同龄人一起
上学。” 蔡秋艳告诉记者， 经过多方争
取， 姐妹二人是从2005年才开始上学
的， 但上学的方式也与正常的孩子不
同， 是由附近小学的一名教师到家里
来给她们授课。

这种 “送教到家 ” 的学习方式 ，
让姐妹二人十分珍惜。 一直到2010年，
五年的 “一对二” 教学， 让姐妹俩顺
利完成了小学学业。 “教我们的王慧
艳老师很用心， 除了传授基础知识外，
还教我们自学的方法。” 蔡秋艳告诉记
者， 学拼音、 学英文字母， 掌握了自
学的能力， 她便使用手机和电脑， 电
子通信方式， 这像是给她打开了一扇
通往外面世界的窗。 “虽然手指不灵
活， 但通过语音打字法， 我用手机与
人交流已经完全没有障碍了 。” 言语
间， 蔡秋艳也为自己的成长和变化感
到骄傲。

在求学艰难与成长的困惑中，俩姐
妹努力前行着。 即便前路依然艰难，但
她们却如此勇敢和坚强。 蔡秋艳喜欢听
广播， 透过收音机联通外面的世界；蔡
秋月喜欢织毛衣，她总是默默的编织一
个又一个绚丽而又美好的“梦”。

身边走来了 “爱心妈妈”

生活总是在人遇到困境的时候 ，
给予你继续前行的希望。 背负了父母

的愧疚和宠爱， 娇养在家中的 “姐妹
花”， 常与父母因琐事争吵。 或许她们
是向往外面的世界， 又或者家门困住
了两颗慢慢长大的心 。 直到有一天 ，
一群志愿服务者走进了这个家庭， 一
种全新的生活打开方式……

2018年 ， 承接民政部门进村开展
帮扶工作的北京市密云区丽志社会工
作事务所的志愿者们， 认识和了解了
这对 “姐妹花”。 “作为我们的重点帮
扶对象， 我们首要任务是让她们接受
志愿服务， 让她们走出心灵的困境。”
事务所负责人杨桂英告诉记者， 她们
采用心理辅导的方式 ， 与 “姐妹花 ”
接触， 了解她们的心理需求， 引导她
们积极乐观地面对生活。

杨桂英是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 ，
她具有非常专业的业务手段， 同时也
是个热心肠。 交流中， 杨桂英主动与
“姐妹花” 建立了微信联系， 并时常沟
通问候。 在建立了彼此信任之后， 尝
试鼓励和引导姐妹花走出自己的小世
界。 杨桂英说， “她们像小朋友一样，
需要鼓励和认可， 需要别人肯定她们
的自我价值， 所以我鼓励她们做微商，
多表达， 多交流。”

而俩姐妹同样感激杨桂英和志愿
者们的耐心辅导与关爱， 她们亲切的
称呼杨桂英为 “爱心妈妈 ”。 蔡秋艳
说 ， “她 （杨桂英 ） 就像一盏明灯 ，
照亮了我的生命， 让我懂得了用心去
看这个世界， 也让我学会了去爱身边
的人和事。”

姐妹俩努力表达着对志愿服务的
感激， 与此同时， 一颗志愿公益之心，
也在姐妹花心里埋下了种子。

参与志愿服务给他人带来阳光

“在心理辅导过程中我们发现， 自
我价值的认可可以迅速让姐妹花树立
自信和希望。” 杨桂英说， 经过一段时
间的观察， 她尝试鼓励姐妹花转换身
份， 作为志愿者去服务更有需要的人。

“我们能行吗？” 长期受人照拂的
“姐妹花” 不敢相信， 自己还可以去帮
助别人？ 但在杨桂英的不断鼓励和支

持下， 她们勇敢地踏出了第一步———
去走访村子里的独居老人。

蔡秋艳还记得， 她第一次走出家
门， 来到帮扶对象家门口时， 甚至连
门都进不去。 “老人们考虑到我们的
安全问题， 拒绝我们的服务， 这让我
很灰心。” 蔡秋艳回忆， 她沮丧地回了
家， 但越想越不甘心， 她不想放弃这
艰难的一步 。 于是在母亲的陪伴下 ，
第二次折返到帮扶对象家。

“敲开了帮扶对象家的门， 我便向
其提供了力所能及的服务， 比如擦擦
桌子， 聊聊天， 或排查一下家里的安
全隐患。” 有了成功服务他人的经验，
姐妹俩都兴奋极了， 她们迫不及待地
将服务过程拍成照片， 分享给杨桂英，
并笑着说， “帮助别人， 比做微商赚
钱还高兴。”

于是， 作为同样是受帮扶对象的
残疾姐妹花， 开启了从事志愿服务的
事业。 “另外那19户帮扶对象， 我们
姐妹每周都会定期分别走访和服务 ，

服务他人的名声在外， 也有老人上门
寻求帮助。” 蔡秋艳告诉记者， 村子里
年长的独居老人很多， 有不会使用手
机等电子设备的， 都来问她们， 姐妹
俩也很高兴做点力所能及的事， 帮助
别人。

最近， 杨桂英送给 “姐妹花 ” 一
本关于心理健康辅导方面的书， 俩姐
妹看得津津有味， “我们常常通过看
书， 对照自己的生活和心理状态， 希
望努力去做个更好的人。”

对于俩姐妹的变化， 他们的母亲
感触最为深刻，“以前总是全力呵护着
她们， 却不知道原来放手让孩子成长，
她们可以做的那么好。 ”姐妹俩的母亲
笑着说 ， 有了更多的而沟通和支持 ，
她们的亲子关系也越来越好， 整个家
庭都像开启了更加幸福的生活方式。

值得一提的， 采访全程，姐妹两人
几乎是笑着讲完了自己的故事， 或悲
惨，或艰难。 但在她们的眼中，记者依然
看到了闪烁着光芒的爱和希望。

□本报记者 王路曼 文/摄

在密云区太师屯镇的一个
小山村里， 有这样一对特殊的
双胞胎姐妹志愿者———蔡秋艳
和蔡秋月。 她们虽然自己身患
残疾， 但却每周定期到村子里
的空巢老人家， 为老人提供力
所能及的志愿服务。 其实， 她
们也曾是被志愿服务的对象，
曾在自卑的世界里迷失自己。
但也正因为志愿服务工作， 让
这对姐妹花在经历磨难后， 重
拾信心与希望， 让笑容重新盛
开在阳光下。

采访当天， 与记者同行的还有一
名长期参与志愿服务工作的职工志愿
者———陈奉生 。 他感动于姐妹花的坚
韧与成长， 为他们带来2000元的慰问
金， 并鼓励她们继续从事志愿服务工
作， 把生活变得简单一点， 把快乐传
递给更多的人。

陈奉生是密云区第二中学的一名
历史教师。 多年来， 他一直坚持利用
业余时间从事志愿服务工作， 包括为
社区居民讲授公益大课堂、 提供心理
疏导服务、 资助贫困母亲和儿童等弱
势群体。 而他的爱心和奉献已经化成
一种气质， 在他身上闪闪发光， 影响
着身边的人。

陈奉生说， “治国、 平天下不是
我们普通老百姓的事， 但修身、 齐家

却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事 。” 所以近年
来， 他不再一个人从事志愿服务工作，
而是带动和鼓励已经独立生活的儿子、
儿媳， 一起参与志愿服务， 奉献爱心。
“年轻人可以没有时间参与志愿服务，
但一定要怀揣一颗公益奉献的心 。”
陈奉生告诉记者， 现如今， 他每年资
助弱势群体的慰问金里都有孩子们的
一份心意， 他只是作为其中的一个传
播者。 这份爱和温暖， 是全家人一起
付出的。

在陈奉生看来， 志愿服务可以成
为一种家风， 父与子， 言传身教， 传
播继承。 而奉献之光汇聚成海， 将给
予人间更多的温暖与感动。 但愿怀揣
这份信念的人们， 都能遇到一个更好
的自己， 拥抱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

■后记

让志愿服务成为一种家风

▲

志愿者与姐
妹合影

▲与独居老
人在一起

陈奉生为了姐妹送
去了慰问金

父父母母常常常常陪陪着着两两姐姐妹妹一一起起参参加加志志愿愿服服务务活活动动

残疾“姐妹花” 同圆“志愿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