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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边事

“老师，我们想您早点回来”

新田村小二年级，11个孩子（6个男生、5个女生），穿着各色棉
衣、棉鞋，安静地坐在教室里。

夏滨芳：“老师，谢谢您教会了我拼音，我会写很多字，还会了
加法口诀。”

周婕：“老师，等您回来，我要做您的‘小拐杖’，帮您拿作业本、
笔记本。”

刘志：“老师，跟您学习四年了，您再不回来，我们可能要离开
新田小学，去很远的地方上学。老师，我想您快点好起来，快点回
来，过年要和爸爸妈妈一起来给您拜年。”

……
这些话，是孩子们写给刘老师的，他们才上二年级，认的字不

多，不会写的字就用拼音代替。这些话写在作业本上，一行、两行、
三行，字体各异，但都写得很认真。

这些祝福视频和文字是孩子们课余时间录制或写下的，出主
意的是新田村的村民。“马上就是新年了，听说刘老师的病情有点
严重，希望他看了这些，心情能更好，身体能够早点好，然后回来。”
学生家长徐燕说，刘坤贤对新田村小的贡献很大，几乎是他用一己
之力撑起了这所学校，刘老师不在，她很担心孩子的学业。

刘老师病了，家人替他上课

新田村地处大巴山，村子很大，地广人稀。新田村小里都是二
年级前的孩子，他们的父母多外出打工，无人接送。

这两天，村小的孩子们仍在上课。和以前一样，孩子们早上8
点上课，下午3点放学，课程包括语文、数学、音乐、体育，代课的是
刘坤贤的儿媳妇文远琳。文远琳中专毕业，今年10月新婚。

“刚接替父亲工作的时候，我很紧张，担心自己做不好。帮爸
爸代课，才体会到他工作的不容易。跟孩子们朝夕相处下来，也感
受到他为何那么坚持，因为每个孩子都很乖，看着他们成长，是一
件开心的事。”文远琳说。

文远琳说，丈夫刘浩在医院陪着爸爸，她和婆婆在学校打点孩
子们的学习、饮食起居，学业和课外活动一样都没落下。

取消村小，学生家长都不干

刘坤贤在新田村小坚守了32年。他生病住院后，学生停课一
周，村小也险些被取消。

文远琳有中专文化，但她没有正式编制，也没有教师资格证，
这样代课也不是长久之计。

病情查明后，刘坤贤向天元乡中心学校汇报过，中心学校当时
决定：让孩子们搬到中心学校就读。“孩子和家长都不愿意，距离村
小有12公里，太远了。”学生家长说。

为了让孩子们到中心学校就读，中心学校负责人和刘坤贤都做
过家长的思想工作，但都没做通。上周新田村小停了课，准备让孩
子们搬到中心学校，但没有奏效，最后还是决定让新田村小复课。

“刘老师，我们等您！”“刘老师，您要保重身体！”“刘老师，我们
相信您，不仅是您的教学，也相信您跟疾病、困难作斗争的意志，我
们等您回来！”家长们在微信群给刘老师加油。

“这么多年，刘老师一直坚守着，做得很好。我们舍不得他，希
望他早日康复。”学生家长徐燕说，学生家长们都期盼着刘老师快
点好起来。

他曾独腿撑起一所学校

海拔1500多米、距离巫溪县城100多公里的新田村小，放眼
望去，四面都是连绵高山。离八点钟的上课时间还有半个小时，刘
坤贤拄着拐杖早早地站到村小门口，等待孩子们的到来。

29年来，刘坤贤已经习惯了每天早上这样的守候，即使在17
年前高位截肢后，他依然拄着拐杖，用剩下的一条腿伫立在校门口
等待孩子们到来。他说，这样做的目的很简单：就是希望让孩子们
有朝一日走出大山，见识外面的世界。

29年来，他一直坚守在大山深处的三尺讲台，在因意外事故
高位截肢后，也不曾离开，用一条腿一站就是17年。

一天中，最累的时刻是下午3点放学时，“心里发抖、右手发
软”，但听到孩子们的读书声和欢笑声，他说“值得！”

刘坤贤有很多荣誉，曾获巫溪县优秀教师、重庆市道德模范、中
国残疾人联合会“全国自强模范”、央视“最美乡村教师”等。

巫溪“独腿乡村教师”刘坤贤患肝癌住院，学生共同写下祝福：

“老师，我们想您快点好起来！”

“得了这个病，对我个人来说，无所谓；对家庭来
说，我也没啥好担心的；如果病能好点，我身体好点，我
还想回去教书……”12月26日，西南医院专科楼某病
房里，53岁的刘坤贤语速平稳、语气轻柔，和记者3个
多月前在新田村小见到他时没啥区别。

得了重病，他想一个人扛

“张记者，你报道过的巫溪‘独腿教师’刘坤贤得了
肝癌，现在正在西南医院住院。”25日夜里，网友“江湖
人称豪爷”给记者发来信息。

记者联系上刘坤贤，证实了这个消息。刘坤贤是
25日一早住进医院的。这两天，儿子刘浩一直陪着
他，父子俩就住在病房里。

刘坤贤的手臂上扎着输液针。“医生说，这个是消
炎的，如果身体状况合适的话，这几天做‘介入’手术，
在腹部钻个米粒大小的孔，将药物送到肝脏附近。”刘
坤贤告诉记者。

刘坤贤说，他没想将病情告诉更多的人，此前他遭
遇过两次大变故，一次截肢、一次脑溢血，这是第三次，
他想自己扛。

例行体检才发现得了肝癌

刘坤贤回忆，近两年，他肝脏的位置曾疼过两次，
“一次疼了一个多小时，一次疼了十几个小时。”他觉得，
这疼痛就是“头疼脑热”一样的小毛病，就没有在意。

今年8月底，刘坤贤到万州三峡中心医院做例行
体检，体检报告寄到了新田村小。12月初，刘坤贤到
巫溪县城参加县残联代表大会，顺便带了体检报告到
县医院，想请医生帮忙解读一下。“肝脏部位有个肿块，
无法确定是良性还是恶性的……”医生建议他做一个
全面体检。

刘坤贤没听医生的建议，而是回到了新田村小，
“学校离不开我，我还要上课。”后来，他拗不过儿子，才
来西南医院做了全面体检。

西南医院专家门诊诊断，刘坤贤的肝脏有肿瘤，而
且是晚期。从目前情况看，无法进行切除等手术，只能
采取“介入”手术，防止恶性细胞的扩散。

“肝脏肿瘤就是肝癌的一种。”刘浩说，主治医生告
诉他，要做好各方面的准备。“不管能活多久，我都会尽
力治疗，还想恢复身体回去上课呢！”刘坤贤说，他有信
心会好起来。 本报记者 张旭

“老师，您辛苦了！生病了还在给我们
上课，您身体好些了吗？快回来，我还等着
跟您学知识呢！”12月26日，西南医院专科
楼某病房里，53岁的“独腿乡村教师”刘坤
贤（本报2017年9月10日2版曾报道）看到了
来自大巴山深处的视频，看着视频里孩子
们怯生生的样子，眼泪夺眶而出。

视频里的孩子，是他所教巫溪天元乡
新田村小的孩子，共有11个人，年龄6到8
岁，有的教了两年多，有的教了四年。现
在，他得了肝癌，跟孩子们分开两周多了。

“如果身体允许，我想继续回去教书”

本报曾报道过刘坤贤老师的事迹。

看着学生发来的祝福视频，刘坤贤感动得流泪。
本报记者 雷键 摄

刘坤贤目送孩子们放学回家。（资料图） 本报记者 张旭 摄

厂房租售
距巴国城19公里工业园，重

庆物流基地旁标准厂房10.8米层
高，10t行车，纯一楼，50年出让
地，2300元/平，有蒸汽接入。
电话：18623049966023－47633266
减资公告:重庆高世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注册号：
91500105577976702U)经股东会决议将注册资本
金 由 原 贰 佰 万 美 元 减 至 壹 佰 伍 拾 万 美 元 。
根据《公司法》规定请债权债务人自本公告之日
起45日内到本公司办理相关手续。2017.12.28
注销公告：经公司股东会决议，拟将注销注册号为
500105000011614的重庆盛乾商贸有限公司，请债权债
务人于45日内到我公司办理债权债务清偿手续。特此
公告。重庆盛乾商贸有限公司 2017年12月28日
遗失声明：重庆市北部房地产经营公司遗失
重庆增值税普通发票记账联，票号：02212790、
02212789、02212788、02212786、02212791、022
12782、02212784、02212783、02212785、02212787

租售转让万
事
通

◆肖颖遗失税务登记证正、副本，纳税人识
别 号 ：51020219810925596401，声 明 作 废 。

重庆市巴南区派如淡水鱼养殖场
遗失重庆农村商业银行巴南支行
一品分理处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为 J6530046080701声明作废。

招租公告
重庆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产

权房南山植物园 35号及附 1号
（4500平方米）对外租赁，起始租金
78万元/年、合同4年一签、每年递
增5%，保证金20万元，有意者联系
张玲 联系电话：13883815957

重庆燃气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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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鸿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遗失农业银行重庆渝中观
音岩支行临时开户许可证，户名：华鸿建设工程有
限公司 325工程项目部，核准号：L65300015
74802账号：31011501040006011，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欣宇汽车经纪服务有限公司于2015
年2月16日颁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原件（注册
号：500108007831872），税务登记证正本原
件（税号：500108331622963），声明作废！

重庆融创.凯旋路项目A区一期交房公告
尊敬的重庆融创.凯旋路项目A区一期业主：

由我司开发建设的重庆融创.凯旋路项目A区
一期以下商品房：1-1#楼已具备交房条件，具体交
房事宜详见交房通知书。特此公告！
重庆融创凯旋置业有限公司2017年12月28日
启迪协信星都会商业交付公告

尊敬的启迪协信星都会业主：
由我司开发建设的启迪协信星都会项目以下

商铺：11号楼商业1-16、12号楼商业1-19，以及
13号楼商业1-13，共商铺48个，已具备交付条件，
兹定于2017年12月30日起正式交付，现将办理交
付手续有关事项公告如下：一、交房地点：重庆市北
部新区金山大道203号附5号星都会营销招商中
心；二、交房时间：2017年12月30日起，每日办理
交付工作时间：09：00-17：00

请各位业主及时办理交付手续。特此公告！
咨询电话：023-67037888

重庆远友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2017年12月28日

◆渝北区木泽马机械技术咨询服务中心遗失通
用手工发票，票号 01744551至 01744569，作废

重庆市綦江区古南街道百步梯社区服
务有限公司保洁服务分公司遗失2015
年6月17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
注册号500222311073476，声明作废

遗 失

幸福养老

◆痴瘫重危者全程托护67903369
品牌婚介

真爱婚介 诚信十年
免费配对包成功68780161

◆云阳县富顺能源有限责任公司遗失2014年7月31日
核发的营业执照副本，注册号500235000013369作废
◆经营者刘本红遗失 2009年 7月 29日核发的营业
执 照 副 本 ，注 册 号 500105600112786，声 明 作 废
◆江北区益盟灯饰经营部遗失 2014年 10月 24日核发
的营业执照正本，注册号 500105600172238，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链家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诚意金
收据整本，编号为 1042401-1042425声明作废！
◆遗失王正钢钳工技师证，编号1655003055200011作废
◆重庆瑞春科技公司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李晓非遗失执业医师资格证书，证书编码：
199850110510215550919042；遗失高级专业技术
资格证书，证书编号：01071805762；遗失执业医师
执业证书，证书编码：110500000002936，声明作废
遗失作废声明:丁湘钢不慎将2014年7月29日
汇入重庆双福农产品批发市场有限公司的30-4
-3号摊位保证金票据遗失，收款收据票号为
3000301，票据金额为2000元。特此声明作废。

浮尸辨认通告
长江水域男尸015#身高1.70米约30岁全身
赤裸，女尸016#身高1.55米约63岁蓝色羽绒
服深色长裤红色保暖鞋左手食指银戒指右手
银镯子右中指金戒指，请家属七日内前来认
领。长航公安局重庆分局电话：63770249

◆重庆吾临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税号：91500108
MA5U4RXL0J）遗 失 发 票 领 购 簿 ，声 明 作 废
◆重庆市渝中区罗蜜尔服饰店遗失 2002年 11月 21日
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5001033802882-1作废。
◆沙坪坝区名嘉纸制品厂，注册号500106600154685，
2015年1月7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遗失声明作废
◆江石坚遗失失业证5001120611080041，声明作废
◆重 庆 志 嘉 物 流 有 限 公 司 车 牌 号 渝 AH0876
营 运 证 ，证 号 ：500112012300遗 失 ，声 明 作 废

遗失重庆东风南方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渝发
分公司开具的发票一份，票号：00467459代码：
10001722060金额112900遗失东风日产蓝鸟车
的合格证编号 WAC272001400946声明作废

公 告
重庆罗尼健身服务有限公司：

就贵司承租我司大渡口区壹街购物中心B区
商铺用于罗尼健身品牌经营事宜，2016年12月贵
司停业至今达一年之久且一直拖欠我司费用，期间
我司多次敦促贵司开业并催收欠费，但贵司置之不
理。基于贵司的根本性违约行为，之后我司根据贵
我双方签署的《商铺租赁合同》约定，向贵司寄发了
《合同终止函》，解除了《商铺租赁合同》并要求交回
商铺及缴纳欠费等，但贵司仍置之不理。

鉴于此，我司郑重通告贵司：为防止损失的进一
步扩大，我司将按约收回商铺并处理贵司遗留在商铺
内的货（物）品以抵偿贵司拖欠我司之费用，不足部分
我司将进一步追偿，并保留诉诸法律的权利。

特此公告！
重庆腾祥购物中心管理有限公司2017年12月27日

◆遗失江北区创美家居饰品设计工作室税务登记
证副本，渝税字 37252619740301692X01号，声明作废
◆重庆永美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2017年11月27日遗失
空白盖章收据 2张，收据号 2103030－2103031，声明作废。
◆江苏国瑞信安科技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税务登记证正副本
500905339581393组织机构代码证正副本33958139-3遗失

重庆蒋永电器商行遗失重庆农村
商业银行巴南支行一品分理处开
户许可证，核准号为 J65300253
12301；遗失公章壹枚，声明作废。

西大附中关于规范招生的声明
家长们：

西南大学附属中学校依法办学、规范招生。既没有提前
招生行为，也没有与任何社会培训机构和社会组织有合作
招生的关系，更没有授予任何社会培训机构招生宣传、招生
考试的资格。请家长们不要相信培训机构所宣传的有关西
大附中的招生宣传，也不要参加其非法组织的考试。如果
上当受骗，西大附中不承担任何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

特此声明！
感谢大家对西大附中一如既往的支持！！！

西南大学附属中学校 2017年12月2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