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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着小伙

珠峰捡相机
7年终
“归还”

◆咚咚通过相机里的照片找到相机的主人
一 堆 照 片 ，困 扰 了 咚 咚（化 名）7
年。这些照片里，有的是一个男孩和他
的家人穿着民族服饰对着镜头微笑的
照片，有的是男孩和朋友、家人在天安
门、布达拉宫前的合影，还有很多山川
河流的风景照。
时隔 7年，翻看旅行相册的时候，
咚咚又看到了这些照片，
“ 放在那儿总
是一块心病”，他决定通过网络，再试着
寻找照片的主人。他觉得，这些照片对
它的主人来说或许都是很珍贵的瞬
间。咚咚希望能寻到照片的主人，把这
些
“回忆”
还给他。

求助 网络寻找7年前照片失主

一条特殊的失物招领消息，连日来
在网络上热传。消息是咚咚发布的，他
在为自己捡到的数百张照片寻找失主。
咚咚在失物招领的消息中写道，他
7年前在西藏珠峰脚下捡到一个破损
的相机，但里面的内存卡完好无损，于
是得到了这些照片。他说，作为一个喜
欢旅行的人，照片是很重要的东西。他
想找到这个失主，
“ 把这些珍贵的相片
还给他”。咚咚挑选了内存卡里的 7张
人物照片，发布在网络上。这些照片
中，有家庭合影，还有各个旅游景点的
“打卡”
照。
消息发布后引发关注，不少人为咚
咚助力转发，但遗憾的是，3天过去了，
咚咚仍未获得照片主人的线索。

讲述 旅行途中偶然捡到相机

失明教师

别人备课
他
“背课”

◆郭岳坚守教师岗位 30多年
就把相机带回了拉萨。
”

细节“挂念了 7年的陌生人”
“可能是因为低温，相机已经坏了，
但内存卡可以读取，发现里面有很多旅
行照片，也有在拉萨和珠峰脚下的照
片。”咚咚和朋友猜想，照片的主人很可
能还在当地，他和朋友们一道，在拉萨
的“平措”
“ 东措”等几家知名的青年旅
社张贴了“失物招领”，但没有找到失
主。
旅行结束后，咚咚把这台破损的相
机带回了家，他还拜托几位朋友，在几
家户外旅行网站和微博上发了失物招
领的帖子，但是一无所获。
“这些照片放在那儿，就像是一块
心病。”咚咚感叹道。他将照片拷贝进
自己的电脑里，放进自己记录西藏旅行
的相册里，每次翻看到都会觉得心里有
些遗憾。
“那就试着再找找吧。”咚咚仔细翻
看了照片，看到那张穿着蒙古族服饰的
全家福，他推测照片的主人可能来自内
蒙古。他又发现照片中有一张成都一
家青旅的照片，他推测照片的主人应该
是从成都出发的。
每当发现新的细节，他都习惯性地
托朋友们去问，但 7年间始终没有获取
有用的线索。
“听到我还留着这些照片，
朋友们开玩笑，说这是我‘挂念了 7年
的陌生人’。
”

进展 找到相机主人

4月 14日，26岁的咚咚回忆了 7年
很多人对咚咚坚持寻找照片失主
前捡到相机的经历，
“那会儿是冬天，我
的行为表示不解，也有朋友觉得他傻，
们计划从拉萨去往珠峰大本营。但是
声称“人家未必在乎这些照片”，但咚咚
因为路面结冰，我和旅行中结识的朋友
觉得，对旅行的人来说，照片是一路上
一行 5人，从绒布寺下车，步行往大本
最珍贵的
“回忆”
。
营走。”
15日中午，咚咚告诉记者，时隔 7
咚咚的朋友回忆，路上的海拔是
年，他终于找到了那些照片的主人。
5000米左右，咚咚有些高原反应，加上
原来相机的失主转发了咚咚的帖子，
路面多是斜坡、碎石，有很多冰面，
“走
回复说这是他在西藏珠峰大本营丢的相
几步就得坐下来歇会儿。
”
机，
并感谢咚咚。两人随后取得了联系。
走得又累又晕的时候，咚咚和朋友 “通电话的时候，
我们俩都很兴奋，
他告诉
便坐在大石头上发呆。
“刚坐下一会儿， 我，
看到这些照片，
勾起了他 7年前旅行
咚咚突然问我，那个是相机吗？我才发
路上的很多回忆。
”
咚咚说，
等忙完手头的
现有个卡片相机在对面的石头堆上。 工作，
他会第一时间把照片原件发送给对
当时在大本营脚下，加上我们就 6个游
方，圆自己 7年来的一个心愿。
客，确认过不是其他人的东西后，我们
据《北京青年报》报道

32年前，热爱诗词歌赋、刚从师 “背课”。而这个“背课”又不仅仅是背
范学校毕业的“文艺青年”郭岳，满怀
诵那么简单，他还得分析、推敲，思考
憧憬回到家乡安徽省阜阳市太和县郭
如何让孩子们也理解。
镇，成为一名人民教师。谁知不久后，
2000年，郭岳的视力已经完全丧
他却因患病双目渐渐失明。眼前的黑
失，他买了一部手机，女儿帮他在手机
暗挡不住郭岳教书育人的热情，这些
里下载了一些音乐。郭岳学着使用手
年来他始终坚持站在讲台上，他所教
机时，发现手机也有录音功能，携带还
班级孩子们的成绩也常年名列前茅。
方便，便放弃了复读机，改用手机来备
人间四月，桃李芳菲。虽然眼睛
课。
看不到这些美景，但对郭岳来说，早已
两年前，女儿给郭岳买了一部最
是
“桃李满天下”。
新型的 i
Phone手机，其中的语音功能
更方便他操作使用。之后，郭岳还学
会了使用微信和百度，会自己上网查
如愿成为人民教师
找备课资料。由于网上的信息太过于
丰富，郭岳的眼睛又看不见，查找资料
郭岳出生于 1965年，他读书时家
也往往需要消耗他很大一部分精力。
里条件并不好，但他的成绩却始终名
如今，郭岳对小学课文所有重点
列前茅。15岁那年，郭岳的父亲离
烂熟于心。他的视力虽然消失了，但
世，他忍住悲痛刻苦学习，最终如愿考
课却越上越好。
上蒙城师范。1986年，郭岳从师范毕
业后回到家乡郭镇中学，成为一名人
民教师。
工作后不久，郭岳有了自己的小
家庭。正当他打算在三尺讲台上好好
干 一 番 事 业 时 ，厄 运 却 随 之 而 来 ：
1990年夏季的一天，郭岳打完乒乓球
后发现眼睛不适，眼前的东西突然变
得模糊起来。在镇里的医院治疗过一
段时间没有效果，郭岳又到县城里去
看病。最终，他被确诊为双眼“视网膜
晶体状变性”。这是一种相对罕见的
视网膜变性，病变晚期患者会出现严
重的视力丧失等。刚 20出头的郭岳
不甘心，连续跑到市里、省城甚至北京
的大医院就医，但他的眼睛最终还是
失明了。
为了不离开热爱的教育事业，郭
岳决定加倍努力克服困难继续教书。
后来，他申请调到离家百米距离的郭
寨小学，
任教至今。

别人备课他却“背课”
刚开始因为不适应，郭岳曾将黑
板板书写得歪歪扭扭或者重叠，有时
走到讲台边缘还会摔跤。因为很难看
清书本上的文字，在家中备课时，他将
100瓦的白炽灯几乎贴在脸上，眼睛
再贴在书本上看书。但即便是这样，
也只能看清部分文字，他只能依靠记
忆，联系上下猜出整句文字，再加以背
诵。就这样，郭岳从前的备课变成了

学生称其“有趣细心”

视力消失后，郭岳不但课前备课
认真，在课堂上也更用心：除了给学生
授 课 以 外 ，他 还 很 注 重 与 学 生 的 互
动。郭岳善于提出问题启发学生们思
考，也很鼓励学生们提问，对于所有疑
问他都会耐心解答。在课堂上，郭岳
经常会随机点名同学当着大家的面朗
读或者默写，虽然看不见，但如果孩子
读错了，他会适时纠正；有的同学在黑
板上默写错了，坐在下面的同学也总
能发现错误……在这样轻松愉快的教
学环境下，郭岳的语文课特别受学生
欢迎。
“ 郭 老 师 教 的 课 很 有 趣 ，很 细
心。”一名学生说，郭岳虽然眼睛看不
见，耳朵却很灵敏。作为班主任，他
会提前将孩子们的座位分好，上课时
如果有同学做小动作或者窃窃私语，
他能很敏感地察觉到并喊出同学的
名字。
由于乡镇师资相对紧张，郭岳不
仅要教小学六年级的语文课，还要上
实践、品德和音乐课，现在他每周共有
21节课。除了吃饭、睡觉，郭岳的大
部分时间都是在学校陪学生度过。在
综合测试中，他所带的班级成绩一直
名列前茅，多次被评为优秀班主任、优
秀教师。
据《法制晚报》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