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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宋瑞、张宇琪

从毫无自理能力的脑瘫患者，到成为职业拳击运动员。
33 年间，汪强不断向命运“出拳”，坚定而执着。

向命运“出拳”

一月的天津寒意正浓。家住天津市北辰区的汪强，身穿
印有“ China Boxer(中国拳击手)”的红色运动服，笑盈盈
地打开房门。

屋内简单朴素，却十分温馨。暖暖的阳光透过窗台射入
屋内，将阳台摆着的三座奖杯和几张奖状的影子拉长。

谈到这些奖杯和奖状，汪强兴奋不已，说话有些用力，
大口喘着气，磕磕巴巴地讲述着职业拳击路途的坎坷和曲
折。

2008 年，汪强不愿荒废儿时练就的一身拳击本领，走
上了职业拳击之路。

起初，了解到他是脑瘫患者，主办方不愿接受他，对手
很少对他正眼相看……汪强默默地将这些“小瞧”转化为奋
斗的动力。

作为脑瘫患者，练习拳击谈何容易。汪强的手脚灵活度
远不如普通人，简单不过的出拳动作、小的要领，父亲汪宝
柱已经数不清多少次训练汪强。

在这样周而复始的训练模式下，汪强打烂了十余副手
套，就连厚实的沙袋都击打出了裂纹。

2014 年 9 月，汪强参加了人生中首场职业比赛——— 上
海第四届中外拳击对抗赛。“终于能打一场真正的拳击比赛
了。”对于这位脑瘫拳击手来说，一切似乎有些不太真实。

“看不到台下的观众，也听不到周围的呐喊声，眼中只
有对手。我要拼一下！”身在聚光灯下的汪强心跳如雷。但
初次登上职业拳击擂台的他因体力不支，最终惜败对手。

不服输的他继续坚持训练，三个月后，在河北保定举行
的“鼎裕辉杯”全国拳击俱乐部拳击争霸赛中一举夺冠。

汪强从手机里翻出当时拍摄的照片。耀眼的聚光灯将争
霸赛擂台照得明亮，汗涔涔的汪强捧着金色“冠军”奖杯，
灿烂地笑着。“这是我人生第一次获得职业拳击比赛的冠
军，这么多年的努力没有白费。”

“现在，我一秒钟能打出 6 拳，一拳能重达 1 5 0 公
斤。”说到这里，汪强握紧拳头，拳峰凸显。一拳击出，攻
击凌厉、霸气十足。

用爱编织奇迹

将时钟拨回到 1986 年，天津市儿童医院的一纸诊断犹
如晴天霹雳，将一家人推向深渊。

脑瘫，诊断书上的字，冰冷而决绝。“我和他爸爸都懵
了。”母亲刘惠琴回忆说，汪强是 7 个月的早产儿，生下来

才 3 斤半，出生就有脑出血、黄疸、肺炎，抢救 35 天后
才活下来。

汪强的父母发现孩子 1 岁多还不会坐， 6 岁了还不能
张口说话，生活完全无法自理。

夫妻俩开始四处求医，足迹踏遍了天津的大小医院，
汪宝柱还购买了各种治疗脑瘫的医学书籍。

《中国按摩术》《图解脚底按摩疗法》《小儿脑
瘫》……各种各样治疗脑瘫的医学书籍在家中随处可见。
书籍经过无数次地翻阅，边角微微卷起，里面密密麻麻地
标注着父亲学习后的“心得体会”。

在父亲每天 4 至 5 小时的高强度按摩下，汪强的身体
情况渐渐有了起色。“有一天下班回家后，我就看到汪强
特别艰难地、使劲儿说‘ M … M …妈’。”刘惠琴眼眶
微微泛红， 7 岁的汪强终于说出人生的第一个字。

“当时太高兴了，我要让孩子上正常学校。”接下来
的两年内，汪强父母继续训练汪强一百以内的加减法，培
养跳棋、象棋等兴趣爱好。刘惠琴不顾邻居们异样的眼
光，将 9 岁的汪强送入天津市河东区一所普通小学读一年

级。
然而，比同学高出一头的汪强却始终难以融入普通孩

子的群体。“那时，高年级学生总是欺负我，但我要活得
有尊严。”“尊严”二字，汪强说得艰难却又郑重。

曾当过武警拳击教练的父亲决定教 12 岁的汪强打
拳，并自制简易沙袋，帮助汪强训练简单拳击动作。“最
开始我必须抓着他的手臂、提着他的腿去完成每个动作。
别人一遍，他得十遍百遍。”汪宝柱说。

学习拳击后，调皮的孩子再没欺负过汪强。“遇到想
欺负我的同学，我就亮出拳头。”汪强说，班级同学还给
他起了一个响亮名号，叫“小拳王泰森”。

热爱的拳击事业

24 岁那年，汪强以每月 500 元的租金租下了小区楼
下的仓库，办起了拳击俱乐部。

五颜六色的拳击手套、头盔散落在地上，沙袋、杠铃
等健身器材一应俱全。墙上还挂着脑瘫拳击手汪强与两位

拳击高手泰森和邹市明的合影……汪强精心地向记者展示
着他的拳击园地。

“双手抬高和肩部平齐，不能超过鼻子，双手拉开，
一只手防护下巴，低头，眼睛向上看注视对方，身子拱起
来压腿……”汪强招收了 9 位来自全国各地的学员，并担
任陪练，为同样想追逐拳击梦想的年轻人提供训练。

“汪强身上经常青一块紫一块，脸上‘挂彩’更是常
事。鼻梁被打断过，眼睛也被打出过血。”刘惠琴谈起汪
强当陪练的过程很是心疼。

21 岁的刘海鹏是汪强的学生，他在电视上看到有关
汪强的报道后，开始接触拳击运动。“汪强是我拳击的启
蒙老师。他那种不放弃、敢拼搏的精神触动了我，唤起了
我对拳击的热情。”刘海鹏憧憬着自己有朝一日也能参加
一场职业拳击赛。

“我希望将我的拳击俱乐部办得蒸蒸日上，招收更多
学生，一辈子从事我所热爱的拳击事业。”汪强对未来充
满希望。

新华社天津 1 月 26 日电

脑瘫拳击手向命运“出拳”

新华社记者春拉、白少波

这是一场特殊的婚礼，新郎一身囚服，新娘一身便装；
这是一场简朴的藏式婚礼，在摆放有预示吉祥的藏式切玛盒
旁，大家以茶水代酒，庆祝这对有情人终成眷属；这是一场
温馨的婚礼，尽管只有一位亲属到场，但一屋不是亲友、胜
似亲友的人却为他们送上了最诚挚的祝福。

一份需要坚守 16 年的承诺

2018 年 9 月的一天，西藏自治区监狱服刑人员扎某正
在亲情电话前焦急地等待着对方的回复。此时，听筒中短暂

的沉默竟是如此漫长，入监以来，这已是扎某与女友互通
的第 N 个亲情电话，但这一次他却感到异常紧张。

记者了解到，因抢劫罪入狱后，扎某一度心灰意冷，
并曾在与监狱管教干警谈心时悲观地说：“在法庭上，我
根本不敢面对家人和女友的眼神，我知道我的人生就此彻
底结束了。”

针对扎某服刑改造中情绪低落、意志消沉的情况，西
藏监狱管教干警们通过谈话谈心，了解到扎某曾有一位女
友。为了进一步提高扎某教育改造的积极性，监狱专门安
排干警前往其女友家中进行亲情帮教家访。令人欣喜的
是，他们为扎某带回一个令他激动不已的消息——— 她一直
在等着你。

在干警的耐心疏导下，扎某鼓起勇气向女友拨打了第
一个亲情电话。“好好改造、安心服刑，不管多久，我会一直
等你回家！”听着电话里熟悉的声音，扎某哽咽了……

此后，扎某不仅重燃了对生活的希望，在悔过自新、积
极改造的同时，还多次与女友拨打亲情电话，与她分享自己
学习和改造的成果。

2018 年 9 月，在这次亲情电话中，扎某终于鼓起勇
气向女友说出了原以为再也没有机会说出的一句话：“我
们结婚吧。”话音未落，扎某的心便开始忐忑不安，“我
的余刑还有 16 年，她会不会……”

沉默过后，电话线那头传来女友哽咽的声音：
“好。”这一刻，两颗心飞跃高墙电网相融在了一起。扎
某明白，这短短的一个字却分量如山，因为它代表着一个
需要坚守 16 年的承诺，这个承诺，将由两人一起完成。

承载着幸福的“小红本”

2019 年 1 月 22 日 13 时，拉萨市城关区婚姻登记处

已到了中午下班时间，但工作人员仍在办公室静静守候
着，因为他们即将见证一份穿越高墙电网的特殊爱情在此
开花结果。

调查核实情况、查找法律依据、咨询法律人士、协调
当地民政局……记者得知，为了让扎某完成心愿，西藏监
狱在此前做了许多的工作，而这些工作无一不凝聚着监狱
干警们对扎某的良苦用心。

13 时 30 分，身着监狱干警为自己准备的崭新藏装，
扎某与女友在监狱干警和女友姐姐的陪伴下来到拉萨市城
关区婚姻登记处。

填写结婚登记申请、盖章、粘贴合照……在监狱干警
和记者的现场见证下，婚姻登记处工作人员将两份承载着
幸福的“小红本”郑重地交到了这对新人的手中。

“很高兴，真的很高兴。”扎某不断地说着，激动的
心情无以言表。

随后，这对新人一同走上婚姻登记处合影席，宣读誓
词、拍下结婚照。在此过程中，扎某和妻子脸上洋溢的幸
福笑容，感染了在场的每一个人。

14 时，扎某在干警的带领下离开，而新娘与姐姐也
开始出发前往西藏监狱。此时，监管区教育室内，干警们
正在紧张地准备着婚礼现场……再过 2 小时，扎某将和他
的妻子迎来一场属于他们的特殊婚礼。

高墙电网内的一场特殊婚礼

当天 16 时，随着《婚礼进行曲》奏响，在 50 余名监
狱干警和服刑人员的共同见证下，新郎扎某和新娘手挽着
手幸福地走进了婚礼庆典的现场。

而此时，一段由监狱干警制作的《我遇见你》幻灯片
正在缓缓地播放着，一张张温馨的照片重现了这对新人从

相识、相知、相恋到相思的爱情之旅。
看着镌刻在回忆里的一幕幕场景重现，新娘已然泣不

成声，扎某则用手轻轻地为妻子拭去眼角的泪水，低声地
说：“谢谢你没有放弃我，让我在人生最黑暗的时候，重
见光明。”

幻灯片播放结束的瞬间，现场响起了大家祝福的掌声
和欢呼声。

“服刑十几年，囚犯们离婚我见得很多，但结婚今天
真是头一次见。我很感谢警官们的辛勤付出，他们让我们
重新看到了世界的美好。我也要好好改造，早点出去与家
人团聚。”服刑人员旦某说。

“今天这感人的一幕离不开管教民警的坚持不懈，离
不开扎某的幡然悔悟，也离不开他妻子的积极鼓励，希望
扎某继续保持积极改造的决心和信心，希望他的妻子继续
给他加油打气，祝你们永远幸福！”婚礼上，西藏自治区
监狱副监狱长蒲晓燕向新人送上了诚挚的祝福。

伴随着《婚礼进行曲》的尾声，在场民警和服刑人员
纷纷上前，将象征着美好祝福的吉祥哈达献给了扎某和他
的妻子。

离别的那一刻，两人相拥而泣，互诉衷肠，热闹的现
场慢慢安静下来。扎某轻声地说：“等着我，我会好好改
造，早日出监，给你一个完整的家。”

服刑人员在监狱服刑，最终还是要以守法公民身份回
归社会，推行教育改造社会化是西藏监狱一直坚持的工作
原则。蒲晓燕说：“这场特殊的婚礼，开创了西藏监狱历
史先河，激发了自治区监狱全体服刑人员的改造积极性，
体现了监狱教育改造工作中的人文关怀，彰显了西藏监狱
人的法治柔情。”

(参与采写：许楚枫)
新华社拉萨 1 月 27 日电

身着囚服的新郎，得到一份需要坚守 16 年的承诺

●作为脑瘫患者，练习拳击谈何容易。

汪强的手脚灵活度远不如普通人，简单

不过的出拳动作、小的要领，父亲汪宝柱

已经数不清多少次训练汪强

●在这样周而复始的训练模式下，汪

强打烂了十余副手套，就连厚实的沙袋

都击打出了裂纹

●现在，他一秒钟能打出 6 拳，一拳能

重达 150 公斤

●看着镌刻在回忆里的一幕幕场景重

现，新娘已然泣不成声，扎某则用手轻轻

地为妻子拭去眼角的泪水，低声说：“谢谢

你没有放弃我，让我在人生最黑暗的时

候，重见光明”

●“服刑十几年，囚犯们离婚我见得很

多，但结婚今天真是头一次见。我很感谢

警官们的辛勤付出，他们让我们重新看到

了世界的美好。”服刑人员旦某说

▲ 1 月 18 日，汪强在天津市北辰区的家中缠绷带。

▲ 1 月 18 日，汪强在拳击俱乐部内训练体能。▲ 1 月 18 日，母亲刘惠琴（左）为汪强进行头部按摩。

▲ 1 月 18 日，汪强在拳击俱乐部内练拳。 图片均由新华社记者岳月伟摄

▲ 1 月 18 日，汪强坐在拳击俱乐部的场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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