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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块“名”字招牌倒在路边，
工人们使用切割机，娴熟地将广
告牌、装饰板等一一拆下。在武
青北路与万寿二路交汇处，一栋
还处于销售状态、在当地广为人
知的商业楼盘售楼部，昨日露出
违建的真面目。

沿武青北路往南，在万寿二
路路口处，晚饭后经常在绿化带
旁散步的市民周先生有点发懵。

“武青北路两侧都是一二十米宽
的绿化带，唯独这里，绿化带不

见了。”周先生指着这栋售楼部
说，在原本属于绿化带的区域
内，独独长出这栋两层高楼房。

“不仅是绿化带的问题。”成
都市规划局相关人士说，他们接
到市民举报后，立即启动相关调
查核实工作。随着调查深入，执
法人员发现该售楼部还对我市
重大项目——地铁9号线的施工
造成了影响，“其中一个出入口
就在售楼部位置处。”

根据9号线路线图显示，9号

线1期工程确实有很长一段是沿
武青北路布局，并且会经过它与
万寿二路交会的十字路口。目
前，售楼部外的马路上已开始地
铁施工打围，售楼部的存在显然
对地铁施工形成了影响。

市规划局了解到，该售楼部
是某房地产开发单位于2016年8
月在项目旁临时修建的，占地面
积近400平方米。经过调查核实
工作，市规划局裁定该临时建筑
未办理任何建设规划许可手续，

属违法建设。
昨日上午，该局会同武侯区

政府、金花桥街道办事处，正式
依法对违法建筑实施拆除。

现场一位开发商的工作人
员透露，当初修这个售楼部，大
概花了100万元。对于当初为什
么选择这个位置修建，他称报建
的人正在休假，并不清楚情况，

“既然是违建，影响了市政工程，
我们对政府的决定表示支持。”

“为保证地铁9号线建设顺

利实施，我们多次约谈该单位，
动员其主动配合查处工作，自行
拆除违法建设或尽快搬离。”市
规划局介绍，在各级执法部门耐
心劝导下，该单位于2月15日前
对该处违法建设内的物品实施
了搬离。

执法人员认为，这起拆违不
仅保障了我市重大项目的实施，
还为下一步如何和谐治违提供
了一个成功案例。

成都商报记者 辜波

意指学生没有完成规定学业发生的中途退
学行为。在偏远山区，不少孩子辍学，家庭困难无
力支付学费是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在经济发展较
好的地区，包括城市和农村，辍学现象依然存在。
如有的学生产生厌学情绪而辍学；也有的是因为
家长认为读书无用不如回家就业而辍学。

然而，本文主人公——15岁小笒的辍学，有
家境贫困的因素，但又远非如此。她想读书，且成
绩优异，学校也愿减免费用，但父母要外出打工，
奶奶有病在身，她只能留在家里照顾8岁弟弟。
一位新老师遇到老问题：

辍学。
一个老问题有了新背景：

贫穷，并不是阻碍读书的最大难题。
当老师改变不了父亲让她辍学的决定时，小笒

发了一条短信：

“难道就这样了？”
这个15岁小女孩的揪心之问，或许也是无数
面临同样困境的——

留守儿童之问。

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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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假来临前，15岁的小笒找到王鸿洋，欲言又止。
顿了半天，她告诉王鸿洋：“王老师，下学期我不来上
学了”。王鸿洋有些吃惊，“这孩子平时学习认真，又很
听话，期末全班第二名，咋突然不读书了呢。”几番追
问之下，小笒道出实情：春节后父母要去外地打工，自
己得留在家里照顾弟弟。

1月7日，班里开期末家长会，王鸿洋找到了小笒
的父亲侯国鹏。刚参加工作不久的他担心自己一个
人不能说服侯国鹏，还特意找上有24年教龄的数学
老师杨平，希望能一起做通侯国鹏的思想工作。

两位老师实在想不通侯国鹏为什么不让孩子读
书了。小笒就读于广元苍溪职业技术中学，建筑专业。
王鸿洋承认，读职中的孩子文化基础相对要差一些，
但只要认真肯学，以后还是非常有希望找到一份对口
的工作，甚至有希望考上大学继续深造。小笒在班里
成绩优秀，“很有机会考上本科院校的”。

王鸿洋劝侯国鹏：“一个女孩子，如果不读书了，
回去做什么呢？先把弟弟带大，然后像你们父母这辈
一样，没有文化，到处辛苦打工？”几番劝说，侯国鹏没
有再坚持，答应王鸿洋：“只要女儿愿意读，那就继续
让她读”。

本以为事情就这么解决了。但放假没几天，杨平收
到小笒发来的QQ消息，称新学期还是不来上学了。理
由更是让杨平心酸：以前父亲一个人打工，要养活一家
五口，很辛苦。春节后，妈妈（注：继母）也要出去打工挣
钱。家里就剩下奶奶和姐弟俩，而奶奶年纪大了，身体
也不好，所以她得留在家里，照顾弟弟，也照顾奶奶。

杨平赶紧告知了王鸿洋。听着小笒一五一十地陈
述不来上学的理由，王鸿洋心里堵得慌：“很想大喊，
但不知道冲谁喊”。

杨平心里很难过，但也有些无奈：高中不属于义
务教育阶段了，家长实在不让孩子读书，我们也没什
么办法。想来想去，大概一月十几号，他在当地论坛发
帖，“孩子想读书，但家里喊她辍学照顾上一年级的弟
弟，谁有办法帮帮她？”杨平说，发帖是希望引起大家
关注，看有没有办法帮助小笒。但帖子发出后，一些网
友不中肯的评论，让他觉得事情不是自己想的这样，
所以几天后，他又把帖子删了。

贫穷贫穷，，不是唯一原因不是唯一原因
高一女生辍学照顾弟弟

已经开学两天了，全班40个同学陆续到校39人，
小笒是唯一的缺席者。她渴望回到学校读书，但家里
不同意：父亲和继母春节后将前往新疆打工，家中8岁
的弟弟又无法带到新疆去。所以，照顾弟弟的任务，只
能落在15岁的小笒身上了。

15日一早，班主任王鸿洋和数学老师杨平一起来
到小笒家里家访，反复沟通无果，两位老师无奈离开。
走在山间路上，王鸿洋声音哽咽：“真的想不通，娃娃
那么想读书，成绩那么好，家长为何不让她读书？”

广元市苍溪县月山乡亮垭村，山里的天气有些阴冷。
这时，15岁的小笒抱着几件换洗衣服，脸上挂着泪痕，站
在村口土路上，与父亲侯国鹏陷入长久的沉默……

修在绿地上 堵了9号线 这售楼部竟然是违建

老师，我不来读书了，
要在家照顾弟弟

对于小笒面临的问题，教学多年的杨
平也束手无策。他说，以前遇到过学生辍
学，但他都没有这样难过和纠结，因为多数
辍学是孩子自己不愿意读书，家长和老师
无法说服孩子。但这次，是孩子非常想读
书，“一个15岁的女孩，因为要承担家庭的
责任，而不得不放弃读书的梦想，这实在让
我觉得是一种巨大的无奈和无力。”

了解侯国鹏的想法后，一度很愤怒的
王鸿洋，在尝试慢慢理解侯国鹏的选择：

“贫穷只是问题之一，但不是唯一原因，而
且最难解决的，显然也不是贫穷问题”。

王鸿洋想起自己的成长。读书的时
候，父母是生怕他不读书。他还记得父亲的
原话是，“你能读到哪，我们就供到哪，最好
读了研究生再读博士。”显然，当年的他并
不面临要照顾家里老小之类的问题。这也
是他能有一点点理解侯国鹏的原因：“社会
资助能解决小笒的读书费用，但留守问题，
又该如何解决呢？而且，面临同样困境的留

守儿童，小笒显然不是唯一一个。”
但一点点的理解归一点点的理解，

他依然不甘心：“为什么要为了一个孩
子牺牲另一个孩子？”他向记者描述起
小笒在学校里的样子：爱学习，成绩好，
懂礼貌，见了谁都笑嘻嘻的。而且，在职
中，有她这样的成绩，完全有机会考上
重本院校。“难道这个15岁小女孩的未
来，就只能这样无解了吗？”

成都商报记者 杨灵 摄影报道

高一女生的高一女生的QQQQ消息消息：：

2月14日，全班40个孩子，39个都
到了，唯独小笒没有来学校报名。王
鸿洋和杨平跟学校领导请示后，决定
一起去小笒的家里看看。

2月15日上午，王鸿洋和杨平驱
车两个小时，到了离县城60公里左右
的亮垭村，在小笒的家里，他们从上
午10点多坐到了下午2点钟。

一开始，侯国鹏告诉两位老师，
“一个女娃娃，读到初中就差不多了
……再说，读个职中也没什么用”。得
知侯国鹏的想法，王鸿洋和杨平就紧
紧围绕读书的好处，以及不读书可能
面临的问题，来劝侯国鹏。之后，侯国
鹏提到家里的困窘，王鸿洋马上把学
校里能够给予的资助，一一罗列。

聊了几个小时，看到老师的真诚
和承诺，侯国鹏有些松了口，答应再跟
妻子商量一下。小笒也赶紧收拾好了
读书需要的行李，背包里塞不下的一
堆衣服，小笒干脆直接抱在了手上。

但说到走的时候，侯国鹏又迟疑
起来，王鸿洋说，“看得出来，他并不
愿意与妻子商量”。果然，侯国鹏临时
变卦了。

家访就这样陷入了僵局，看着沉
默的父亲和快要发火的老师，小笒也
不说话，自顾自抱着衣服走出家门，
边走边流泪。

王鸿洋和杨平有些担心，一路跟
着孩子走，走了差不多两公里，侯国
鹏骑着摩托跟了上来，他喊小笒停
下，小笒没停，他拽了一把女儿。小笒
不回家，也不说话，只是哭，父女俩都
僵持在村口的土路上。有附近村民上
前询问劝说，侯国鹏欲言又止，只是
不断重复，“各家有各家的难处。”

王鸿洋和杨平也一起站在路旁，
该说的话都说过了，已经不知道该如
何跟侯国鹏沟通了。

在和家长沟通的过程中，侯国
鹏曾提及家里没钱，但在两位老师
看来，这不是最要紧的问题。

对于小笒，王鸿洋早就想好了
帮扶计划。他已经跟学校食堂联系
过，可以让小笒在食堂打工，帮忙
舀一下菜，然后就可以免费在食堂
吃饭。至于其他费用，他会找学校
想办法。“事实上，像小笒这样的贫
困家庭学生，学校有相应的帮扶举
措。”王鸿洋向记者列举了其他贫困
家庭学生的例子：学校可减免部分
学杂费，也会发放贫困助学金，“有
些学生不仅不花一分钱读书，还相
当于学校给他发一点零花钱。”

对此，苍溪职中伏校长也向成
都商报记者证实，如果小笒回到学
校，学校将尽力给予她相应照顾。

想起这些，家访完毕从亮垭村
的土路出来，王鸿洋低着头走路，
突然说，“真想不通，现在这个时代
了 ，当 家 长 的 还 不 让 孩 子 读 书
……”他有些哽咽，剩下的话已经
说不出来。

这是王鸿洋当老师的第二年，
从大学毕业后，就到了苍溪职业中
学任教。“班上的学生都很团结，我
觉得40个学生就是一个整体，希望
每个学生都能读到毕业。”

“离开村口的时候，我都不敢
回头看她。”王鸿洋了解到，此前，
小笒曾向亲生母亲求助过，但得到
的答复是“她管不到”。“所以，她只
有把回到学校的愿望寄托在我们
老师身上，我却让她失望了。”

王鸿洋回到学校后，小笒给他
发了一条短信：“难道就这样了？”
看到这条信息，王鸿洋不敢回，也
不知道怎么回。他知道小笒心里难
过，可帮不了她，他心里更难过。

孩子成绩好，又想读书，费用问题
也能解决，为什么家长就不让孩子读书
了呢？16日中午，成都商报记者再次来
到侯国鹏的家，女儿去了集市上，母亲
在地里劳动，他一个人在厨房烧火煮猪
食。侯国鹏说，最近他的压力也很大。“娃
娃读不成书，我的心里也不好受。”

他起身来，带着记者到三间土屋
里走了一圈。三间土屋里，除了简单破
旧的家具，全部空空如也。正巧母亲干
活回来，母子俩坐在土屋里，红着眼睛
讲述起家里这些年遭受的变故，父亲
去世前两次入院治疗，让本来就困难
的家庭，背下了将近10万元债务。前不
久，母亲又检查出腿上长了一块肿瘤，
计划做手术，“还不知道要多少钱”。

侯国鹏在新疆做木工，一年能挣3
万元。面对一家五口的开支，他说省吃
俭用挣一年，依然入不敷出。所以他计
划今年把妻子也带出去打工，但妻子
如果出去，8岁的儿子就无人照顾，母
亲的病也让他担心，他只有把15岁的
女儿留在家里，“不然呢，总不可能一
大家人全部出去吧”。

中午12点，小笒和继母郑红美赶
集归来。谈及小笒的读书问题，郑红美
说，她不是如有些邻居所指责的“只顾
亲生的，不管非亲生的”，也不是反对
孩子读书，而是现实不允许，“靠他爸
爸一个人打工挣钱，没法生活。”

侯国鹏看着一旁不说话的女儿，
声音低了下来：“我也觉得对不起女
儿，她9月份才满16岁。”但他不知道还
能怎么办呢？

跟记者单独走出屋外后，小笒告
诉记者，自己心里还是非常想上学，但
父亲的辛苦她也看在眼里，她说，自己
能理解父亲的难处。

可不读书，以后怎么办呢？小笒摇
头，咬着嘴唇看地上：“不知道……”

贫穷，并不是阻碍读书的唯一难题
对话两位老师对话两位老师：：

不欢而散的家访
父亲说：读职中没什么用

帮扶计划已经有了
学校可减免学杂费 发助学金

为何不让孩子读书
知道对不起女儿，但能怎么办

跟女儿发火后，侯国鹏（中）低头站在路边

面对家里的困境，一家人愁眉不展

小笒的家，只有几间土屋

2月15日

下午，与父亲

僵持在村口的

土路上，小笒

抱着为上学准

备的衣物，只

是默默流泪。

辍

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