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每日电讯 5 版

2017 年 5 月 22 日 星期一 责任编辑 吉 玲

蓝晨、盛伟

“我们还有 30 多天就中考了，本来你也可以
参加考试的，对不对？”34 岁的班主任童淑芳缓缓
地推着轮椅来到操场，轮椅上坐着一名少年。

5 月 12日的上午，天空中下着小雨。浙江省
衢州市衢江区第一初中的操场上，聚集着 9 年级
13 班的 45 名初三学生一同拍毕业照，他们穿着
整齐的校服，静静地在小雨中等待着一个人———
章浩杰。

去年 2 月 16日深夜，这名阳光少年突发脑溢
血，多次开颅手术后依旧昏迷不醒。童淑芳坚持陪
伴在旁，通过讲校园里发生的故事以唤起孩子的
记忆。

15 个月过去了，在老师、学校和社会的声声
呼唤中，章浩杰终于醒了！“一、二、三——— 茄子”风
雨中，毕业照定格的那一瞬间，“一个都不能少”的
故事在衢州这座“仁爱之城”真实上演。

“我希望他能再好起来一点，能够说话，能够
再叫我一声老师。”童淑芳说。

奇迹，在爱的呼唤中发生

5 月 17日晚上 8时，衢州市衢江区横路办事
处西方章村，童淑芳老师穿过夜色，再次来到学生
章浩杰家中。“今天又帅起来了。”听到童老师轻柔
的声音，章浩杰咧嘴笑了。“现在只要一提起童老
师，他就笑。”父亲章利方说。

因为无数人的爱，曾经昏迷 15 个月的章浩杰
被唤醒，现在，他会吃、会笑……如今，浙江省委书
记车俊也加入了这个爱心故事，他在钱江晚报 5
月 15日的报道《衢州初中生突发脑溢血昏迷 15
个月，班主任老师为了唤醒他病榻前讲故事》上批
示：“请代我向童淑芳老师表示敬意。她是一个爱
学生、有爱心的老师，全社会都应向她学习。也祝
愿章浩杰同学早日康复。”

童淑芳是衢江区第一初中的英语教师，教龄
12 年，学生家长给童淑芳的评价是“爱生如子”。

“章浩杰，你看看那是你篮球队的队友缪宇，
他是你最好的朋友，这次我们班篮球队又输了，没
有你这个高中锋，成绩会差一点，你早点回来哦。”
初夏的下午阳光灿烂，童淑芳推着坐在轮椅上的
章浩杰来到学校。

章浩杰看着篮球场，咧开嘴笑了起来，口水顺
着嘴角往下流着。童淑芳从轮椅扶手上取下毛巾，
轻轻为章浩杰嘴角擦拭着。

谁能想到，一年前章浩杰还是一个阳光健康
的运动健将。

“他就是我全部的希望，我们愿意陪着他，一
直走下去。”章浩杰的爸爸章利方对记者说。

章浩杰出生于浙江省衢州市衢江区横路办
事处的一个小山村，是家中独子。51 岁的父亲
章利方是货车司机，48 岁的母亲郑文英在学校

附近的服装厂打零工。
从孩子上小学开始，夫妇俩就在城区买了套

小房子一直陪读。章浩杰上的是衢江区最好的小
学和最好的初中。一家人过着简单幸福的小日子。

然而，一场厄运突然笼罩了这原本平静的小
家庭。

2016 年 2 月 16日晚 11时左右，章浩杰的父
亲章利方听见儿子房间有异响，推门进去，发现儿
子四肢抽搐，呕吐不断。他赶紧拨打 120，将孩子
紧急送入市人民医院急诊室。

CT 扫描后发现，章浩杰颅内大量出血，一只
瞳孔放大。5 小时的手术，医生从他颅内清除出
90 毫升瘀血。“一般大脑出血 30 毫升就有生命危
险。”衢州市人民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医师揭园庆
说。

第二天下午，章浩杰颅内压突然升高，再次发
生脑出血。原来，章浩杰患的是血管畸形合并假性
动脉瘤，易导致血管不断爆裂。

四天三次开颅手术，不仅让孩子受到百般
折磨，也给这个家庭造成巨大经济负担。医生术
后告知，即使做了手术，孩子也可能永远无法清
醒。

“孩子要一直躺着？”班主任童淑芳不敢想象。

这个曾经办事稳重的副班长，要这样度过一生？他
才 16 岁啊！

章浩杰在衢州市人民医院住院期间，童淑芳
三天两头去看望孩子，并在病床旁跟他一一讲述
班里发生的事。

然而，这样的“聊天”在一开始并没有得到回
应。病床上的章浩杰，微弱的呼吸，睁不开的双眼，
只有吊瓶里的注射液不紧不慢地滴着，回答着老
师的呼唤。

童淑芳再也忍不住了，她趴在床沿边，抽泣地
叫唤着：“咱们说好的，13 班的学生，一个都不能
少的，你平时不是都很厉害的吗，怎么现在就躺在
这里了？你知道老师有多心疼……”

她无法面对眼前的一切，这曾是她最引以为
傲的学生，在章浩杰的家中，一整面墙上贴着奖
状，他不仅担任班长，还是学校的运动健将。可是，
如今眼前的孩子判若两人，一米七八的大小伙子
就这样直挺挺地躺在床上一动不动，被病痛折磨
得又黑又瘦，头上缠绕着厚厚的绷带，薄薄的身体
微弱地起伏着。

她更无法想象未来的一切，在救助章浩杰之
前，童淑芳曾经为学校里一个患骨癌的初三女生
发起过募捐。“为她募捐了 8000 多元，但孩子还是
走了，我去送过她，那个悲戚的场景我想想都会
哭。”

童淑芳了解到，孩子要醒来一方面要看他的
身体情况，更重要的还有他的个人意志。为了激发
孩子对醒来的渴望和期待，她开始漫长地陪伴。

陪护和讲故事，成为童淑芳除了班主任之外
的另一个身份。

“你知道吗？今天班里进行模拟考，如果你来
考，肯定能像以前一样进前五名。”

“今天学校的午餐烧你最喜欢的红烧肉，快好
起来，来吃啊！”

童淑芳每天下班以后都会跑病房，和昏迷中
的章浩杰“聊天”：学校里又搞了什么活动，课堂上
发生了什么有趣的事……

2016 年 4 月，孩子转入宁波医院就医。童淑
芳组织同学们通过书信或者语音和章浩杰交流。

“希望你能回来继续教我做作业。”
“加油！我们永远的家人！等着你回班！”
“你应该醒来看看你的爸爸妈妈，你知道他

们有多么担心你。我们也很担心你，老师们舍不
得你。”

后来，童淑芳接到了章利方的电话，说孩子
已回到衢州，在衢州市第二人民医院继续接受
治疗。

只要章浩杰在衢州康复治疗，童淑芳都会
去章浩杰的病榻前说说话，以唤醒他的记忆。

奇迹，在爱的呼唤中发生了。

今年 5 月初的一天，童淑芳和往常一样坐
在床边给孩子说故事，发现孩子脸上微微露出
了笑容，手指可以微微活动了。

孩子缓缓地抬起有些僵硬的手，轻轻地抓
住童淑芳的手指，就那么握住，童淑芳喜极而
泣。

童淑芳是衢江区云溪乡人，温柔的乡土孕
育出她温和朴素的性格，她总是对学生充满了
爱。学生们私下里叫她“童姐姐”，因为这位温柔
的“姐姐”用心揣摩着孩子们细腻的心思。

“她会用一盒牛奶，一支棒棒糖，一个苹
果，一份饼干，一张写满鼓励的话语的纸条来
鼓励学生；她会给手上长冻疮的学生送上冻
疮膏；她会给缺衣少鞋的学生买衣买鞋；她会

带着生病的学生看医生；她还会给心情低落
的学生一个温暖的拥抱……”一位家长在感
谢信中这样写道。

近几年来，她连续五次获评学校校十佳班
主任，两次获学校校园十大感动人物。

“等你醒来”的守望换来

全城互动

四天三次开颅手术，不仅让孩子受到百般
折磨，也给这个家庭造成巨大经济负担。医生术
后告知，即使做了手术，孩子也可能永远无法清
醒。

看到自己的学生昏迷不醒，班主任童淑
芳心急如焚。“孩子不能放弃，我们一起筹
钱。”作为章浩杰的班主任，童淑芳向校长韩
满先汇报后，连夜在朋友圈、微信群发动大家
献爱心。

她在自己的微信朋友圈写道———

“这是一个很好的孩子，各方面都很优秀！
在我发这段文字的时候，我一直在流泪。我想起
我叮嘱他少打游戏多用功的时候，他摸着头局
促的样子；我想起他在课堂上认认真真，仔仔细
细的样子；我想起他打篮球时潇洒帅气的样子；
我想起他运动会上咬着牙努力奔跑的样子；我
想起我有事叫他做的时候，他总是坚定地点头
接受的样子……我做了他一年半的班主任，我
们之间的互动真是太多太多。想起的都是他美
好的样子，现在他静静地躺在病床上，不知道回
不回得来，他才 16 岁啊！为什么不幸会发生在
他身上？脑溢血是很凶险的疾病，需要大量的资
金进行后续的治疗，对于一个普通家庭真的是
太不容易了！大家发发善心，救救他，我真的好
舍不得……”

当天夜里，童淑芳就收到四五千元，第三天
下午已经筹得 1 万多元，几天内陆续收到 2 . 2 万
余元爱心款。

但是，这些钱对于手术费仍是杯水车薪。第
二天，童淑芳向学校校长韩满先汇报，韩校长马
上要求发动全校师生为章浩杰捐款，次日清晨
韩校长又向教育局汇报了这件事情。教育局的
领导也很关心章浩杰，多次前去看望。之后，语
文老师陈裕执笔撰写募捐文字，体育老师刘贞
指导家属将募捐文以及各项证明发到“轻松筹”
进行认证。

2016 年 2 月 23日下午 4时，“轻松筹”通过
认证。校长韩满先带头转发并捐款；学校的教师
们也都加入到了筹款的队伍中，大家立刻开始转
发扩散。

一个恳求，千人转发。社会上的爱心人士为
这突如其来的病痛而惋惜，更为暖心的行动而感
动。“轻松筹”项目在短短几天时间得到 500 多人
加星关注，2000 多人参与捐款，4000 多人分享转
发。从当天下午 4 点到晚上 11 点，仅 7 个小时，
“轻松筹”上就筹齐了 20 万元！

与此同时，学校里也掀起了为孩子的捐款行
动，1 0 元、2 0 元、1 0 0 元，甚至还有很多硬
币……几天时间，全校师生共捐款 8 万余元。“简
直就像一个奇迹。”童淑芳对这个结果既惊喜又
感动。

无数的爱心人士为这个优秀的孩子而心痛，
被这份爱心的传递所感动，章浩杰的家人无数次
地感激：“是所有人的爱心帮助浩杰渡过难关，这
份善意，我们会牢记在心。”

“章浩杰还需要大量的康复治疗费用，我们
将继续为他募捐，他是我的学生，我要尽我所能
帮助他，我希望他能康复，康复后还做我的学
生，还当我们班的班长。”童淑芳说，章浩杰已经
花费了 100 多万元药费，除去社会募捐和医疗
保险，章浩杰的父母欠下了 30 多万外债。

目前，章浩杰的主治医师告知现在是做康复
最好的时机。5 月 18 日上午，著名针灸专家、人
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医针灸代表传承人张缙的
团队来到章浩杰所在的衢州市针灸医院 304 病
房，对他进行康复治疗。“现在他的语言、肢体有
一定的知觉，连续治疗会慢慢康复，排尿排便等
情况也可以改善。”团队的医生说。

这两天，章浩杰一家陆续接到了不少好心人
的捐款。“孩子，你一定会站起来的！学校、老师、社
会，给了我们这么多的关爱，我们更要争气，要跟
社会上的好心人鞠几个躬！”章浩杰的父母为儿子
打气。

人民网微博、新浪微博发布这则暖心的新闻
后，获得了大量网友的转发点赞。网友们大赞：“中
国好老师！”“正能量！”“人间大爱！”“最美衢州
人”……

这样平凡而又感人的故事，在仁爱之城的浙
江省衢州市每天上演。“要让更多的‘最美衢州人’
涌现出来，让我们的社会更美好，让衢州人民的
生活更幸福。”衢州市委书记陈新来到衢江区第
一初中，亲自为童淑芳送上鲜花。“童淑芳老师的
事迹细微而感人，平凡之中见大爱，她用自己的
行动展现了‘最美衢州、仁爱之城’的价值观，在
‘最美教师’的光荣册上又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
笔。”

如今，章浩杰的每个进步都令人欢喜，牵动
着每一位当地人的心，他好像一个新生儿一样，
等待着重新迎接这个世界。

(文章配图提供：徐婷)

新华社“中国网事”记者郎秋红、李双溪

18 岁，晚自习后一场车祸，9 个小时大手术，
背部植入两根一尺多长的钢板。医生叹息，将来能
坐起来自己吃饭已是奇迹；父母只剩下卑微的希
望，活下去，哪怕只有一口气。

25 年过去，折翅的燕子却飞出一片美丽天
空。她的小说，风靡网络，被称为“爱情神话”；她的
故事，吸引万千粉丝，成为励志传奇。她是李子燕，

被禁锢在轮椅上 25 年，却始终带着微笑；经历无
数坎坷，却一直书写美好。

车祸折断“燕子”羽翼，学霸放弃

学业追随

李子燕出生在吉林省榆树市，容貌秀美，聪明
好学，每次考试都是年级第一，暗地里不知有多少
男孩子倾慕。她的愿望是考上北大清华，去天安门
广场看升国旗。

所有美好都在高二时的一个冬夜被击得粉
碎。那天晚上，刚上完自习的李子燕在过马路时，
被一辆汽车撞飞。命保住了，但是脊柱神经严重受
损，再也站不起来了。

正欲展翅的燕子折断了翅膀。她无法接受，切
断了和外界的一切联系，并让父母把她带到了黑
龙江哥哥家。

1995 年，子燕回到阔别 3 年的家乡看望刚刚
生产的姐姐。在返回黑龙江前一天晚上，一个高高
大大的男生敲开了她的家门。

他叫周志东，与她同级不同班，成绩总是在紧
紧跟在子燕后面。那些淘气的男生常把两个人的
名字放在一起喊，“周志东、李子燕”。

子燕远走他乡后，志东到处寻找她的下
落……苦闷中的他学会了吸烟，成绩也一落千
丈……父母为了让他收心，办了养殖场，还给他找
了对象。然而就在订婚前夕，他逃婚了。他心里一

直放不下 18 岁时遇见的那个美丽羞涩的女孩。
他对子燕说，你不要回黑龙江了，然后直截

了当地向她的父母求婚，“我要娶她”。
婚后的日子是艰辛的。为了养家，志东开过

出租、干过保安，白天打工，晚上值夜……子燕
开过小卖店，办过辅导班，还偷着学织毛活贴补
家用……最穷的时候，买米时一次只能买 3斤。

没有翅膀，灵魂依旧飞翔

“如果黑暗中你看不清方向/就请拆下你的
肋骨/点亮作火把/照亮你前行的路”，在人生最
灰暗的日子里，子燕也没有放弃读书。

婚后生活拮据买不起书，志东就到处去租、
去借。2008 年，朋友送了一台二手电脑，子燕如
获至宝。她开了博客，把以前写的作品统统发了
上去，然后，开始连载她和志东的爱情故事，并
取名《左手爱》。

“爱在左，情在右，走在生命路的两侧，随时
播种，随时开花……”每次推子燕出行，志东总
是站在她的左手边，把她放在最安全的地方。
“左手爱”，代表着他的保护和担当。

小说一发表，点击率在网站遥遥领先。网友
们被他们真挚的爱情打动，自发成立了读者群，
为她加油。她躺在床上，天天抱着键盘写，脊柱
非常疼，双手也发生麻木的症状。她心里害怕极

了，但是她不想停。她想用真实的笔触记录生命
中的感动。

这部小说获得了“首届海峡两岸网络文学
大赛”长篇奖。拿到第一笔稿费时，她哭了。虽然
她一直努力挣钱贴补家用，但用文字换来的酬
劳，意义完全不同。文学，给了她一双隐形的翅
膀，让她找到了自己的天空。

2010 年，子燕意外接到鲁迅文学院通
知，邀请她参加第二届网络作家培训班。来自
网络和现实的鼓励让子燕激情倍增。她的创
作更勤奋，视野更宽广。《左手爱》《在灿烂的
阳光下》《奋斗的青春》《我的未来不是
梦》……几年下来 ，网络加出版 ，共计写下
820 万字。

心怀感恩，放飞爱和梦想

随着创作的丰盛，子燕的名字越来越广为
人知。她被吸收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并成为中
国作协重点联络的网络作家。榆树市帮她解决
了廉租房，还为她设立了一个公益岗。2014 年，
她当选榆树市作协主席。

子燕也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回报社会和家
乡。短短两年时间，把榆树的文学创作搞得风生
水起。

城发乡长岭村 46 岁的王坤从小喜欢文学，

但身体不好，初中没毕业就嫁人务农了，一直生
活在自卑当中。去年 7 月，她坐在窗台上擦玻璃
时，望着微风拂动眼前的庄稼，忽然有了写作的
冲动，写下了人生中的第一首诗作《七月怀想》，
发给了子燕。没想到，子燕不仅精心修改，还请人
制作成优美的音频，在自己的微信公众号推出。

王坤跑到村头，蹭着别人家的 wifi 打开微
信，眼泪唰唰地流了下来……她说，她并没有见
过子燕，但她帮助自己实现了埋藏心底 30 多年
的梦想。

子燕的身边凝聚着一支 100 多人的创作队
伍，微信还有上万粉丝，其中许多是王坤这样的
普通农民。对她们，子燕总是格外用心。子燕说，
也许她们永远成不了一个成功的作家，但她们记
录了生活，从写作中找到了快乐。

今年 5 月，子燕在一些热心文友的帮助
下，在县城开了一个书馆。她说，她知道这件事
有风险，不赚钱。但是，她希望有个安定的窝，
让志东不用再过四处漂泊打工的日子。她更希
望把它办成一个文化交流的场所。农村孩子能
看到的好书太少了，她愿意做他们的“领读
者”。

她说，我知道生活中有许多阴影，但我选择
美好，相信美好。就像她在书里写的：“生命中只要
拥有爱和梦想，踏着荆棘，不觉痛苦；有泪可挥，
不觉悲凉。”

新华社长春电

折翅“燕子”依旧高飞
轮椅作家李子燕以笔为翼，躺着写下 820 万字文学作品

▲初夏的下午阳光灿烂，童淑芳推着坐在轮椅上的章浩杰来到学校散步。

▲轮椅作家李子燕在书馆整理书架（ 5
月 3 日摄）。 新华社记者张楠摄

等 你 醒 来

童淑芳和往常一样坐在
床边给孩子说故事，孩子缓缓
地抬起有些僵硬的手，轻轻地
抓住童淑芳的手指，就那么握
住，童淑芳喜极而泣

一个恳求，千人转发。
仅 7 个小时，就筹齐了 2 0
万元

不抛弃不放弃 ，浙江衢州女老师病榻前

1 5 个月 ，坚持不懈陪伴讲故事 ，唤醒突发脑

溢血昏迷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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