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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于 麻 风 病 患 者，
许 多 人 唯 恐 躲 避 不 及，
21 岁的湖南商学院工商
管理学院大四学生陶汝
琴却从来没怕过。她从
大一开始就把课余时间
都投入到麻风病康复村。

3 年 来， 陶 汝 琴 与
伙伴们利用寒暑假和节
假日走进 5 个麻风病康
复村，用真情、真心陪
伴 100 多名几乎与世隔
绝、年老体弱的麻风病
康复者，帮助他们料理
家务，用笑声、歌声逗
他们开心。

5月10 日，湖南商学院贤德

创客书院二楼 ,初夏的阳光和春

天一样和煦，陶汝琴充满稚气的

脸显得格外真实美丽。说起自己

与 100 多名麻风病康复者的故

事，她说这是一段神奇的缘分。

2014 年 5月的一天下午，这

个长沙望城姑娘正在教室里自

习，忽然有人发给她一张“暑假

志愿者招募”宣传单，印着“家

工作营志愿者协会”，背面还附

有“麻风病小知识”。这是 2004

年成立于广州的一家全国大学生

志愿者民间非企业组织机构，服

务领域为麻风病康复村和周围

社区，内容为改善当地居民生活

和社会环境。这也是陶汝琴第一

次听说麻风病。

陶汝琴大一时就加入了学校

的志愿者社团，看着这份特殊的

宣传单，她想去试试。

几天后，她应邀去听了一次

该志愿者协会的宣讲会，得知麻

风病作为一种传染病是完全可以

治愈的。而且，我国上世纪五六

十年代至八十年代，通过对麻

风病患者的集中收治，许多人得

到康复，跟常人一样可以结婚生

子。但由于社会的偏见，一些康

复者往往被排斥，他们成了一个

亟需被关爱的孤独群体。

宣讲会上，面对大量麻风病

康复者触目惊心的照片，陶汝琴

说：“不少人都被患者残缺的肢

体所惊吓，但我更为他们的生存

状态担忧。”
帮助麻风病老人的工作琐

碎又辛苦，有时还会遇到意料

不到的危险。

一次，陶汝琴和志愿者们

到郴州汝城乌泥洞开展活动

时，突遇雨雪天气，山路泥泞，

装着食物和行李的拖拉机爬

行了一段路程后陷在悬崖边动

弹不了，他们只好自己背着食

材、提着行李上山。冷雨夹着

雪花，把他们的衣服都淋得透

湿，冻得人浑身发抖，又累又

冷又饿。

开展帮扶活动就需要筹集

经费。2016 年圣诞节，陶汝琴

和同学一起购买了5 箱苹果，

包好后在学生宿舍推销“平安

果”，忙活一周，赚了2600 元。

毕业季来临，陶汝琴又瞄上毕

业生的闲置物品，摆了半个月

地摊，赚了近 1000 元。陶汝

琴还从自己的生活费和奖学金

中省出 3000 多元，用作走访

麻风病村的费用。

虽然有不少困难，但陶汝

琴坚持了下来。3 年来，她和

主要来自湖南商学院以及湖

南大学的大学生志愿者，先

后13次走进湖南炎陵龙景山、

石门剩头、冷水滩岭口、汝城

乌泥洞以及广东湛江石岗嶂 5

个麻风病康复村，看望和陪伴

了100 多位老人，不但与当地

管理部门形成了良好互动，也

让环绕着老人们的疏远和偏

见有了消融的迹象。在郴州

汝城，一名麻风病康复者的

女儿，自觉在网上发起众筹，

为村里所有麻风病康复老人

购买了电饭煲、电磁炉等电器

设备。

陶汝琴的善行感动了社会，

也赢得了荣誉。她先后获得了

国家励志奖学金，以及“全国

优秀大学生志愿者”，湖南商

学院“三好学生”等荣誉称号。

2016 年 12 月 29日，中国教育

新闻网评选出了“2016 年度十

大教育新闻人物”，陶汝琴与著

名作家、文学翻译家杨绛等人

一起入选。今年年初，湖南省

教育厅公布了2016 年度“湖南

教育十大新闻人物”，陶汝琴荣

登榜首。

如今，陶汝琴已成为家工

作营志愿者协会长沙地区负

责人。“在和这些老人的相处

中，感觉到自己是那么的重要，

那么被人需要着，内心就有一

种强烈的感动。”陶汝琴说，

不管今后工作还是继续读书，

她都会把关爱麻风病康复者

的工作坚持下去，续写与 100

多位老人的不了情缘。

让陶汝琴印象最深的一件

事，发生在汝城县乌泥洞村。

当时，她看见一位 70 多岁的老
娭毑后，伸出手想跟她握手，

老娭毑下意识地往后缩：“别碰，

好丑。”

因为患有严重的麻风病，

这位老娭毑留下兔眼（眼球暴

露）和爪形手（畸形）后遗症。

陶汝琴知道，老人拒绝握

手是担心别人嫌弃她——这

是所有麻风病康复者的共同心

理。

“如果连手都不敢跟他们

握，又怎么能够与他们进行推

心置腹的交流？”陶汝琴面带

微笑俯下身，凑近老娭毑，再

次伸出细嫩白净的双手，把老
娭毑那双难看的手拉过来，轻

轻地抚了抚，说：“娭毑，我觉

得您这经历了人生风雨的手一

点也不丑啊！”

陶汝琴的这一举动，让老
娭毑又惊又喜。顿时，她脸上

绽开了久违的笑容。后来每次

见到陶汝琴，老娭毑都会主动

去拉她的手。

从此，陶汝琴给自己立下

一个规矩，每见到一个麻风病

康复者，都毫不犹豫地主动跟

对方握手、拥抱。

“对于麻风病康复者来说，

最需要的就是平等和陪伴。”

陶汝琴说，让老人们通过做一

些自己喜欢的事情感受到生活

的乐趣，重拾信心，是爱心志

愿者们的最终目的。因此，她

每次和志愿者们走进康复村都

会住进康复者家中，和他们一

起洗衣做饭，一起挖土种菜。

在石门县剩头村，李伯就被

这群充满青春活力的男孩女孩

逗得歌兴大发，扯开喉咙唱起

了当地山歌。后来陶汝琴他们

再去时，他还情不自禁地唱了一

首自己写的歌。

在永州市冷水滩区岭口村，

年近七旬的钱伯和贺伯逢年过

节都会在家中贴年画和明星照。

有的老人还把自己跟陶汝琴等

志愿者的合影装在镜框里，摆

在显眼位置。

上世纪 70 年代住进龙景山

麻风病康复村的 63 岁凌伯说：

“她（指陶汝琴）特别好玩，像

我的孙女，又像一位好朋友。

如果一段时间见不到她，就特

别想念。”

2014 年 7月，陶汝琴开始了

她第一次帮扶麻风病人的志愿

活动。那一天，她和另外10 多

名志愿者来到了株洲市炎陵县石

州乡龙景山村。

汽车沿蛇形山路行驶，一路

颠簸到达海拔 800 多米的山村。

下了车，陶汝琴的第一印象就是

“冷清”。

村里 14 名麻风病康复者，

年龄大都在 60-80 岁，他们有的

是小时候患病被送进来的，后来

成了孤儿；有的是成家后患病送

进来的，自此与亲人隔绝。

村里除了这些康复者，就是

防治所的一名医护人员，生活相

对封闭。

陶汝琴发现，村民们大都衣

食无忧，但却孤单寂寞，尤其是

老人们脸上黯淡的表情深深触动

了她。

麻风病虽然可以治愈，但患

者康复后留下的残缺身体及狰

狞面目，让人望而生畏，一般

不会有人主动去接近他们，甚

至一些患者家属也不愿他们回

家居住。加上长期生活在相对

闭塞的生活环境中，这些老人

的心思变得敏感脆弱，特别害

怕别人不接受自己。

75 岁的曾奶

奶，上世纪 60 年

代初患麻风病被

送到龙景山治疗，

近 20 年 时间不

能见到她的三个

孩子，甚至大儿

子出车祸去世都

没有机会去送他

一程。康复后离

开龙景山村，曾

奶奶和再婚老伴

一起平平淡淡地

生活。2015 年年

初，曾奶奶不小

心把脚烫伤，当

地政府担心她病情复发，又让她

住到景龙山村进行康复治疗。

陶汝琴自小对孤单有着深刻

的感受。她的父母是农民工，没

多少时间与精力陪她一起成长。

她觉得：“陪伴比救助更能温暖

这些麻风病康复者。”

2015 年腊月二十四，小年，

陶汝琴和 13 名志愿者再次来到

龙景山村，陪曾奶奶一起写对联、

剪窗花、吃团圆饭。告别时，曾

奶奶依依不舍地问：“你们还会

来吗？”

“会的，我们每年会来很多

次。”陶汝琴毫不犹豫地回答。

曾奶奶惊喜得愣了几秒钟才回过

神来，双手合十作了个揖，哽咽

着不停道谢。陶汝琴一时手足无

措，然后上前紧紧抱着曾奶奶，

眼里噙满泪水。

临走时，曾奶奶嘱咐陶汝琴：

“下次来一定提前告诉我，这样

老伴就会陪我一起回到村子里等

你们。”

为了兑现这个郑重的承诺，

此后陶汝琴和其他志愿者一起

去龙景山村开展活动都会提前

打电话给曾奶奶。 ( 未经作者同意，谢绝转载、摘编和上网）

一张宣传单引起的改变

陪伴比救助更温暖

难了与100 多名老人的情缘

立下规矩：见面必握手拥抱

陶汝琴

见到陶汝琴，炎陵龙景山村的老人露出久违的笑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