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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孟昭丽、吴剑锋、章博宁

那个扎马尾辫的女孩通常坐在教室的后排，
一点也不起眼，除非有人注意到她放在轮椅踏板
上微微肿胀的脚，以及宽松裤子下瘦弱的双腿。

她叫陈颖心，是 2020 年高考生，来自福建省
福州外国语学校。

五岁时的一场意外，颖心双下肢截瘫，从此开
始了轮椅上的求学生涯。她说，“如果把人生比作
一个旅途的话，病痛可能是人生路上的绊脚石，只
要你跨越了这些，你就可以看到不一样的风景。”

坚强乐观的她，被同学们称为“小张海迪”。

病床上的“课堂”

在福州外国语学校的一间教室里，讲台上装
着一个小小的摄像头。老师们已习惯授课时将自
己的活动范围控制在摄像头可以拍摄的范围内。
而学生们也从最初的“惊奇”变成了习以为常。

摄像头的设置，是为了让课堂的画面实时传
输到颖心的手机上。

高中期间，颖心经历了五次褥疮手术。严重
时，她还曾休学一年接受住院治疗。

而在医院里，颖心会坚持用手机上“网课”，以
便跟上进度。

事实上，过去的十几年里，由久坐或久躺压迫
引起的褥疮就一直折磨着她。

2011 年的元旦，10岁的颖心便是在医院里
度过。一只手插着输液管，一只手仍然做着习题为
期末备考。

“最难熬的是高中。”颖心说，“大半时间都是
在医院里面度过的。”

由于褥疮，她“上课”或做作业时都要趴在床
上，不得不用肘部支撑上半身。时间久了，手肘被
磨成了黑紫色。

这些爸爸陈勇都看在眼里，一个人的时候，他
会到屋外嘬上几口烟——过去的几年里，他曾多次
试图戒烟但都以失败告终，因为看到“孩子在医院
心里难受，抽烟排解一下。”

在高中最艰难的时候，陈勇想到过劝女儿放
弃学习。在他眼里，毕竟女儿“身体才是第一位的”。

没有想到，颖心非但没有同意，还给校长写了
一封希望尽早复学的信，“没有学习，我活着就如
同死了一般”。

于是，学校拿了考卷给她试了试。考试结果显

示，成绩不错，可以排在全年段的前几名。
“她成绩一直不错。”高三年段长陈文胜说，

“虽然我没见过她讲多少话，但是她骨子里面透出
一种坚毅。”

陈勇强忍着心痛，由“放弃”变为“更多的支
持”。女儿瘫痪后，陈勇毅然辞去工作，专门照顾自
己生命中唯一的孩子。

除了女儿的坚持，他对女儿的深爱也打动了
校方。福州外国语学校特意为陈勇安排了高中图
书馆的工作。就在图书馆的旁边，学校还为陈勇父
女准备了一间宿舍。非住院期间，颖心可以在校住
读，避免了来回的奔波。

小学时，颖心所在班级的教室都被特意安排
在了一楼，方便父亲陈勇接送。

初中时，孩子们的力气大了。每天早上，颖心的
同学都会轮流到学校大门口接她，然后把她推到教
室里。学校实验楼没有电梯，男同学们会徒手把她
抬到楼上，几年下来，抬轮椅的孩子力气渐长，帮忙
的人从四个变成了两个，但这个习惯一直没变。

人们常常用“一晃而过”来感叹生命如梭。十
几年，对于父女俩来说，却是异常艰辛。

尽管面对着疾病和学业的双重压力，父女俩
还是觉得，如果颖心放弃学习就会辜负那些曾经
帮助过他们的人们。

“看到她努力的样子，我很心疼，也很欣慰。”
陈勇说。

作品中的“爱与感动”

由于行动不便，大部分时间，蜷在轮椅上的颖
心通过阅读与写作“和世界对话”。当父亲在图书
馆工作的时候，颖心会在一旁默默看经典名著。

写作对她来说，既是最大的爱好，也是最重要
的精神支柱。

一个人的时候，她会观察身边的人和事，会将
目光聚焦在城市的边缘和弱势群体，这些都被她
写进了作品中。

她说，艺术来源于生活，因经历和常人不同，
她对生活有更多的感悟，希望通过她的文字记录，
将内心的爱与感动传递出去，激励更多的人。

《舞在虹上——轮椅上的阳光女孩》是颖心第
一本公开出版的书籍。那时，她就读于福州市晋安
区第三中心小学。

这本书由学校的老师、同学们一起合著，记录
了颖心生活的点滴日常。

“那次不堪回首的意外事故让我从此与轮椅
为伴，爸爸在生活上无微不至地照顾着我，不离不
弃。还有一个人，也像爸爸一样，为我的学习和未
来成长费尽心力，他，就是姚校长……”

在这篇名为《校长“爸爸”》的文章里，颖心将
一份感恩之心深深埋藏在了她的文字里。

颖心也为自己的班主任老师写过一篇文章。
她说，“刘老师的善良，却似一把爱的雕刻刀，深深
地刻在了我的记忆深处……”

2012 年，在被评为福建省首届海西励志先锋
时，颖心也为自己写了一篇文章。她这样鼓励自
己，“这仅仅是一个暂时的终点，它还是一个新的
起点。今后的路上，还会有更多困难和挑战，我一
定会微笑面对，成为生活的强者……”

她总说，现在回过头来看那些时光，虽然是伴
随着苦难的时光，但也是很美好的，很幸福的，“经
历了这么多，我身边有很多热心人帮助我渡过难
关，让我在困厄的时候不觉得孤独，不觉得无助。”

因为这番经历，她的文字里没有悲凉，而且显
得那么温暖有力。

让老师同学们都没有想到的是，家庭并不富
裕的她，坚持将自己的稿费分文不留，捐赠给更多
需要帮助的人。

颖心的家是一个 45 平方米的小房间，爷孙三
代五口人挤在逼仄的空间里，连转身都稍显困难。
“原先的房子在六楼，孩子大了，抱不动了，我们就
搬到了这里。”陈勇说。

低矮的床沿边是一整面的书柜，上面密密麻
麻地摆满文学诗集，简易的支架在书的压力下有
些变形——房间虽然不大，为了让女儿能有阅读
的机会，陈勇精心布置了这面书柜。在一家人看
来，物质条件的匮乏可以用知识来填补。

谈及孙女这些年获得的荣誉，颖心爷爷如数
家珍，“这是海西励志先锋、这是宋庆龄奖学
金……”他搬出满满一摞奖状，边数手边哆嗦，黯
淡的眼神里因为激动也有了光。

颖心计划未来根据自己的经历为原型写一部
小说，希望能给更多人带去力量，并让人们关注到
像她一样的脊髓损伤疾病患者。

“偶像”与“梦想”

颖心希望有一天自己能成为杨绛那样的作家
和翻译家。杨绛不仅写作过剧本和小说，还翻译了

《堂吉诃德》和《吉尔·布拉斯》等作品。

让颖心有此想法的是，她无意中看到了杨
绛作品中的这句话：“有时候，我们不得不坚强，
于是乎，在假装坚强中，就真的越来越坚强。”

“那时大概是高一。”她说，“内心有很强烈
的共鸣，突然间，一位素未谋面的作家，戳到了
你内心深处的那根弦，你就觉得特别触动。”

颖心觉得杨绛是一位淡泊宁静的人。当她
的惆怅和伤心无处安放的时候，这些充满力量
的文字，可以让心情得到排解。

由于身体原因，再加之学业繁忙，上学后的
颖心很少出远门。在她的记忆中，五年级时，曾
去香港参加过为中国骨髓损伤基金会筹款的公
益演出。那时，她表演的是葫芦丝。

这是她最长的一次旅途。此后她便没有离
开过福州。

颖心特别希望在上大学时，可以到国外去
看看。福州外国语学校的六年学习，让她有了更
多出国的可能性。

去年，颖心通过考试获得了德语 DSD 二级
证书。有了这个证书，如果她在今年的高考中取
得一定分数，就可以申请去德国的大学学习。她
的理想专业是德语翻译。

陈勇说，颖心趴在床上挑灯复习时，他没
哭；看着她一个人走入考场，用趴姿完成数小时
考试的时候，他也没哭；但当得知女儿拿到证书
那一刻，他还是没忍住，到屋子外偷偷抹了泪。

多年来，他没少经历过灰暗绝望的时候，最
困难的时，三百块的医药费都无力承担。但这些
都没有让他掉泪，唯独这一次，他止不住眼泪。

高考是人生的十字路口，对于这位父亲来
说，同样是一道抉择的关卡。

他深知女儿最大的梦想是到德国念书，但
是想到未来，女儿一个人在国外无依无靠，又放
不下，“希望我能申请陪读，继续去德国照顾
她。”

“等她有了自己的本领，能养活自己，我们
就可以放手了。毕竟，我们没办法永远照顾她，
我们的期待就是她能够独立生活，自己照顾自
己。”陈勇说着，流露出五味杂陈的眼神。

对于女儿的未来，他没有过多奢求，只希望
她“独立且快乐”地生活着。

9 日，高考结束后的颖心回到学校，和同学
们做最后的告别。“她的执着、她的坚韧，她那常
常挂在脸上的笑，她永远是我们心中最美的一
道风景。”一位同学说。

同学们将她称作“小张海迪”，“她的坚强乐
观感染了我们，心疼她，也祝福她有更好的未
来。”

在面对病痛时，在面对学业的压力时，颖心
也会将张海迪作为自己的榜样。她常说，“张海
迪曾说过，一个追求奋斗的人，力量往往来自自
身，光靠别人的鼓励是没有办法长久的。”

她说，身体不健全没有关系，而思想可以通
过自己不断努力学习，飞往更辽远的天空。

“不用在意眼前一时的阻碍，目光要放得长
远。因为人生还很长。”颖心说。对她而言，浩瀚
征途刚刚开始，而未来的舞台，绝不仅仅只是在
这张轮椅和这间 45 平方米的出租屋内。

轮椅上的高考追梦人

本报记者黄浩苑、邓瑞璇

东莞“90 后”单亲爸爸阿钭和他 4岁的女儿
兜兜，完成了一件在别人看来很“疯狂”的事
情——骑行 71 天，跨越 4000 多公里，从东莞一路
玩到拉萨。

最近几天，父女俩的故事被人民日报、央视等
媒体关注后，迅速登上抖音热搜榜首位。

这一路上，有帮助，有祝福，有称赞，也受到很
多的质疑。但是，阿钭想用这趟奇妙之旅告诉女
儿：“最美的风景，是坚持不懈的自己！”

千里走单骑

1994年出生的阿钭，曾是一个运动特长生。
他有良好的体能基础和户外旅游经验。20 岁
时，他曾骑行去过一次西藏。“每一个去过西藏
的人，心里都会有一个夙愿，就像歌里唱的一
样，‘我期待，有一天我会回来’。”

“今年突如其来的疫情，让我感悟很多。平时
要工作、上学，为生活忙忙碌碌地打转。现在兜兜
不用上学，店里也没有几个客人，一天下来不是
发呆，就是在玩手机。与其这样浑浑噩噩，不如重
拾梦想，带着女儿骑行去拉萨！”阿钭说。

这不是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阿钭筹备了半
个多月，购买了儿童拖车，准备了春夏秋冬四季的
衣服，制定了骑行路线和食宿规划，备足了药品。

“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进藏的骑行路线已
经很成熟，一路上都能找到食宿的地方。我们是
去旅行，而不是去苦修，是去看世界，没有必要把
自己弄得苦哈哈的。”阿钭没有带任何露营设备，
简简单单出发，每天带着女儿玩好、吃好、住好。

快三岁时，兜兜就开始跟着爸爸生活。有爸爸
陪着，就是她最大的满足。对小孩子来说，骑行的
路上并不是处处皆风景。考虑到兜兜的耐性，阿钭
每天都会给她准备很多水果、牛奶、小饼干等零
食，也会在路途中补充有意思的玩具。

“她会和我聊天，一路上有说不完的话，有时
候也会坐到自行车上来。有时候骑着骑着，会忽
然发觉她怎么不说话了，原来她在拖车里画画或
玩橡皮泥呢。我问她‘不无聊吗’，她说‘不无聊
啊，我有爸爸陪着’。”阿钭说。

每天到了住宿的地方，阿钭都会剪好当天拍
摄的作品，发到自己的抖音号上。出发的时候，他
的抖音号只有几百个粉丝，但现在已经收获了近
200万粉丝。

“刚进藏那两天信号不好没发，结果很多热心
的抖音网友纷纷留言，问我们是不是遇到什么危
险，提醒要注意安全。”阿钭说。

推开世界的门

从东莞出发，路过佛山、广州、肇庆，穿过广
西、云南，抵达西藏，4000 多公里的路，沿途尽是
4岁的兜兜未曾见过的新奇风景。

“兜兜在东莞长大，一路上看到很多没见过的
东西，她特别兴奋。”阿钭说，路上微风吹过的金色

麦浪、夜空中满天的繁星，都会让兜兜发出惊叹。
骑行到洱海的时候，父女俩租了一个电瓶车，

夜晚绕着洱海环游。都市少见的星空，在这里给了
兜兜扑面而来的惊喜。“哇！爸爸！好多星星呀！”

坐在电瓶车上，兜兜开心地唱起了歌：“一闪
一闪亮晶晶，满天都是小星星……”被女儿的情绪
感染，阿钭和她一起在洱海边大声地唱起了儿歌。
“不知道会不会被别人看成有问题，不过，真的很
开心。”阿钭说。

当然，一路并非每天都是阳光明媚，有时候行
程没有把握好，到晚上九点或者十点才抵达落脚
的地方，兜兜也会因此而闹小情绪。

他们也曾遇到艰难的旅途。到云南拉山的时
候，天气很冷，又下起了雨，阿钭全身湿透，加上道
路很陡，只能推着 200 斤重的车往上走，还要提防
落石。终于走到了一个小村庄，结果发现网上说的
旅店并没有开门。“那时我有点懊悔，觉得是自讨
苦吃。”还好，后来有位藏民发现了他们，父女俩在
藏民家睡了一个晚上。

一路肆意洒脱的旅行，也为阿钭带来了不少
质疑的声音。兜兜才 4岁，是否适合去西藏？作为
一个年轻的爸爸，阿钭能不能照顾好女儿？即便是
亲友，也不免有这些担忧。

面对这些质疑，阿钭不以为意。做好了充足的
准备，随性旅行，他认为自己从容而有把握。

除了沿路的风景，他们一路上也认识了很多
骑友。有些人看过阿钭发的抖音，惊喜地跟他们打
招呼，有些人不认识他们，却也热情地加油打气。

很多人看到兜兜可爱的小脸，总会忍不住给
她分享一些零食，把小姑娘乐得不行。“有次一位
大哥看到我们，直接去后备厢拎了一箱牛奶打算

给兜兜。”阿钭说，那些善意的礼物堆满了小拖
车，兜兜差点没地方放脚。

当然，这一“壮举”也会有网友怀疑：女儿皮
肤那么白，是不是有行程造假？背后是否有团队
策划的推手？5 月 30 日，阿钭专门发了一条抖
音回应：“如果有人拍到我有团队或者住房车之
类的照片，我就给 10 万元。”自那以后，很多自
驾去拉萨的人偶遇这对父女，都会拍一段抖音
为他们正名。

发了一路的抖音，阿钭最喜欢的是父女俩
在雪山之中穿行的背影。在辽阔的天地之间，只
能看到湛蓝的天空、连绵的雪山、脚下的路和一
大一小两个前行的身影。

“等她长大了，想再开车带她走这条路，拿
视频给她看我们如何翻上这一座座雪山，教会
她坚持。”

陪伴是最深情的告白

带着女儿骑行去西藏，同样的风景、同样的
路途、同样的单车，可阿钭的心态不一样了。
“20岁的时候，追求的是速度，和其他骑友比谁
厉害。但现在很单纯，享受和女儿一起在路上的
感觉。”

阿钭认为，旅行不是简单地飞过去，到景点
打个卡，它的意义在于过程中的经历和寻找。

无人机是阿钭临出发前才买的，他匆匆学
会了一个功能——锁定跟拍。在阿钭分享的视
频中，除了美景之外，更多是他带着女儿不停向
前骑行的航拍镜头。变换的道路两旁闪过不同
的景色，不变的是他一步一步蹬车的身影。

“其实，路上最美的风景，就是我们坚持不
懈的背影啊。”阿钭说。

阿钭大学没有上完，就辍学创业了。“年轻，有
冲劲，就想自己试一下。走了很多弯路，交了很多
学费，所以在女儿的教育上，我会更开放一些。”

“自然是最好的老师，陪伴是最有效的教
育。”作为“90 后”家长，阿钭坚持言传身教。他
决定带着兜兜去骑行，是因为这很像人生，“有
时候觉得很难的事情，不可能完成的事情，只要
不停地往前走，就能做到。”

意外成为抖音网红之后，阿钭在自己的朋
友圈发了长长的一段话：“虽然今年的行程已经
结束，但我们一直在人生的路上，一直往前走，
寻找着自己的意义。今年也只是我和女儿探索
世界的一次出发而已……小小的她对这个世界
有太多好奇，我想带着她去探索这个世界，让她
知道这个世界的模样，做她的引路人，让她去寻
找自己的人生。”

从西藏回来后，阿钭发现，兜兜除了变黑之
外，骑行路上“坚持”的精神慢慢融入了她的生
活之中。去超市买东西，兜兜会主动帮忙提两袋
纸巾回家。虽然有点重，但她没有像过去一样赖
给爸爸，而是提一会儿，往地上放一下，最后提
回了家。

“她高兴地对我说，爸爸，你看，坚持再坚
持，就成功了。”阿钭说。

7 1 天 ，4000 多公里，从东莞骑行到拉萨

“90 后”单亲爸爸和 4 岁女儿的诗与远方
71 天，骑行 4000

多公里，从东莞到拉萨，
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一位不被传统观念束缚
的“90 后”父亲，一个年
仅 4 岁的萌娃，一段非
比寻常的亲子时光……
这些元素，共同组成了
一个关于旅行与教育的
童话。

父女一起走过玫瑰
花海、碧绿农田，在洱海
边散步 ，追寻诗与远
方……骑行去拉萨的意
义 ，不在于它给这位
“90 后”父亲带来了近
200 万抖音粉丝，而在
于这是一种近乎奢侈的
陪伴。它也向人们展现
了一种新的教育理念和
人生可能性，让很多年
轻人恍然大悟：原来还
可以这样带孩子！

在抖音走红后，有
一些网友对这位“ 9 0
后”父亲的选择表示不
解。这一点儿也不奇
怪。在很多人眼中，孩
子应该安全地待在家
里，应该穿梭于各种课
外补习班，而不应该一
路风餐露宿。有人甚至
很“酸”地猜测，这段看
上去很美好的亲子时光，可能更多是出于父亲
的一厢情愿。

事实上，带孩子骑行多个省份，看上去有点
“出格”，甚至有些“疯狂”，但在中国之外的很多
国家，都是再寻常不过的选择。要知道，国外很
多学校都会鼓励孩子们利用“间隔年”等机会，
有些家长还会让孩子休学一段时间，去做学习
之外有意义的事，去更好地认识自我。

2019 年，有一对英国夫妇，带着 12 岁和
10 岁的孩子离开学校，历时 18 个月，跨越亚洲
和南美洲的 13 个国家，走遍 48 个城市，总路程
长达 8 . 2 万公里。在他们看来，“行万里路”也
是非常有价值的学习。

在网上，其实还有很多像东莞这位“90 后”

父亲一样，尝试用新的理念教育孩子的年轻人。
当“90 后”开始为人父为人母，我们看到了更多
新的教育理念、新的亲子关系。

其实，教育从来就不是一张有标准答案的
试卷，也不是只有一条路走得通的单行道。在
保障孩子安全的前提下，不必过分拘泥于条条
框框。眼界开阔一点就会发现，条条大路通未
来，还有很多惊喜和可能，等着我们去发现。

本报评论员刘晶瑶

教
育
没
有
﹃
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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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父亲在图书馆工作的时候，陈颖心会在一旁默默看经典名著。 本报记者陈旺摄

阿阿钭钭和和女女儿儿兜兜兜兜在在骑骑行行路路上上合合影影。。 受受访访者者供供图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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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看阿钭和女儿
兜兜在骑行路上
的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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