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戴威、周畅、魏梦佳
    
　　故事本该波澜不惊，至少不会如此一
波三折。
　　安徽六安高中生周桐，是别人口中“一
路开挂”的少年。
　　中考时，他以全县第五名的优异成绩
被霍邱县第一中学录取；高一时，他参加全
国中学生数理化学科能力展示，在数理化
三个学科分别斩获省级一等奖；高二时，他
就有机会提前参加高考，目标是中国科学
技术大学少年班……
　　直到 2019 年 9 月 22 日，那辆渣土车
失控地朝他驶来……

遭遇严重车祸

　　那是一个周六的下午。
　　高二学生周桐骑着电瓶车出门。此行，
他只需要做一件事——— 拍一张证件照。因
为成绩优异，他可以提前一年报考中科大
少年班，证件照是他需要提交的报考材料
中的一部分。
　　当他行驶到霍邱县关镇新体育馆附近，

一辆超载的大型渣土车突然出现，撞向他
的电动车。电瓶车被撞得粉碎，渣土车栽
进绿化带，后轮重重地碾过他的左腿。
　　一瞬间，剧痛从腿部辐射全身，疼到
几乎昏厥的周桐强忍着从鞋上取下鞋
带，捆扎住创面，防止失血过多。
　　“在那之前，没有哪个学生在我面前
失去身体的一部分……”谈起那场突如
其来的车祸，周桐的班主任李家生至今
难忘。
　　 2018 年，周桐以全县第五名的成
绩进入安徽省霍邱县第一中学。3 年来，
李家生一直是他的班主任和物理教师。
　　“低调、话不多，对自己要求极高。”
李家生说，在老师们眼里，周桐一进校就
是绝对的“种子选手”，拥有冲击北京大
学、清华大学等名校的实力。
　　李家生说，周桐最大的特点是有着
和年龄不相称的冷静，“在学校不论什么
考试，他都会冷静对待，极少因为粗心失
误丢分。”如果没有这份绝对冷静，如果
没在第一时间捆住创面，后果不堪设想。
　　除了冷静，这个还没长大的孩子，懂
事得让人有些心疼。
　　“那么疼，他一声都不吭。”李家生说，
救护车上，周桐的意识一直清醒，他没有
喊疼，只是一个劲儿地对闻讯赶来的老师
说，“李老师，对不起。”他还不忘安慰在一
旁哭泣的奶奶，希望她不要难过。
　　当救护车到达六安时，周桐的血压
低压只有 43。李家生几乎是弯下腰来哀
求医生，请他一定要治好孩子。
　　李家生说，那是他人生中最漫长的
4 个多小时。
　　在手术室外踱步许久，直到医生告
诉他“孩子已经脱离生命危险”，他才稍
稍松了口气。但是，医生的另一句话又让
他有些难过：“病人左小腿截肢，右腿骨
折且大面积掉皮，右脚趾严重损伤。”
　　他知道，等待周桐的，注定是一个人
的艰难前行。

“王者归来”

　　车祸后，周桐前后共经历过八次手
术，包括四次大手术和四次清创手术。
　　第一次手术结束才两天，周桐的姑
姑就接到了一个任务——— 去学校取教科

书。她的侄子虽然仍在重症监护室接受
观察，却执意要看书。
　　 7 个月后，霍邱县第一中学高三 28
班的同学们，终于再次见到周桐。在他们
看来，周桐没有任何变化，依旧是那个沉
稳内向、不爱说话的“学霸”，除了手边多
了一根拐杖。
　　返校后，为了把少学的半年多时间
抢回来，周桐比之前更加努力。2020 年
6 月，回到学校后的第一次考试，周桐却
拿到了“史上最差”成绩，位次从稳定的
年级前十掉落到年级一百名之后。但这
个少年还是一如既往地冷静，完全没有
受到这次考试成绩的影响，仿佛一切都
在预料之中。
　　 2021 年 2 月初，在皖西教育联盟
联考统一测试中，他获得全校第 9 名；
之后的江南十校联考、皖豫大联考、皖南
八校联考等多次考试，他都获得全校第
2 名。“他一直那么要强，而且有自己的
一套学习方法。”在李家生看来，周桐的

“王者归来”并不意外。
　　除了自己的不懈努力，还有无数人
在他身后默默托举。
　　周桐返校后，班上的同学们轮流为
他补习功课，扶他上下楼、陪他放学。“他
做了三次大手术，课程落下不少，班上六
位科任老师专门为他建了一个小群，我
们会把课件发到群里，供他参考。各科任
老师还会在群里为周桐讲解知识点，在
线答疑解惑，鼓励加油。”李家生说。
　　 2021 年 6 月 7 日，一个周一的早
晨。周桐带着一点紧张和更多从容，和无
数同龄人一起踏进考场，迎接人生中最
重要的一场考试。
　　对这个经历过苦难的少年来说，这
个早晨更像是在履行一个约定。如约而
至，就是胜利。

又一个起点

　　这一年的安徽省高考作文题，与理
想有关。
　　当被问及作文写了些什么时，周桐
笑着说，“都是凑字数的，我真的一直不
会写、不会说。”不过，在 QQ 签名里，少
年写道：“努力了，成功是迟早的事。”
　　车祸前的周桐，是一名留守儿童。

　　出生在霍邱县邵岗乡的他，父母在
江苏盐城打工，比他小七岁的妹妹常伴
父母身边，他则一直和爷爷奶奶生活。从
小，周桐深知父母在外打拼的艰辛，因此
在学习上格外努力。
　　车祸后，周桐的母亲肖永芝辞去工
作，回到霍邱照顾他。学校给她安排了一
个比较清闲的保洁岗位，并为母子二人
准备了一间一楼的宿舍。一年多的备考
时光，是周桐这些年里和母亲相处最多
的一段时间。
　　“他很坚强，即使很痛，也没有抱怨，
从不发脾气，有时候还安慰我和他爸
爸。”肖永芝说，“学习上，他不想落下，
坚持自学，我就陪着他。”
　　 6 月 23 日，一个周三的中
午，安徽省公布高考成绩。
　　李家生和周桐的妈妈、
奶奶陪着他一起守候在电
脑旁。“684”，当电脑屏
幕出现这个数字时，
现场最激动的人是李
家 生 ，他 不 禁 叫 出 了
声，激动得手舞足蹈。
  现场最淡定的却是周
桐，他只是腼腆地笑笑，似乎
对这个结果并不意外。
　　也是从那一刻起，少年知
道，自己离梦想又近了一步。
　　“自强计划”是清华大学 2011
年起施行的一项农村学生单独招生计
划。高考前，凭着在病床上笃学不倦的自
强精神，周桐获得了清华大学“自强计
划”降 40 分认定。684 分的好成绩，足
以让他叩开清华园的大门。
　　日前，周桐如愿以偿收到清华大学
录取通知书。“小时候其实就有考清华的
想法，偶尔会想象自己漫步在清华校园
里，现在梦想实现了，再回想有一种感
慨。”周桐说。
  “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是清华大学
的校训，激励了一代代清华学子，也曾数
次帮助这位少年度过无助时刻。“这句话
传达的精神，打动了我。”周桐说。
　　这个暑假，周桐也没打算让自己闲
下来，他还是坚持着中学里养成的习惯，
练字、学英语。对他来说，清华大学是又
一个起点。

当当青青春春选选择择自自强强：：““截截肢肢少少年年””昂昂首首叩叩开开清清华华之之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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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车祸后，周桐前后共经历

过八次手术，包括四次大手术

和四次清创手术。第一次手术

结束才两天，还在重症监护室

接受观察，他便执意开始看书

  “自强不息、厚德载物”

是清华大学的校训，激励了

一代代清华学子，也曾数次

帮 助 这 位 少 年 度 过 无 助 时

刻。“这句话传达的精神，打

动了我。”周桐说

  6 月 23 日，查完高考成绩后的周
桐（右二）和家人合影。受访者供图

当青春选择情怀：““宝宝藏藏女女孩孩””钟钟情情北北大大““追追””真真理理
本报记者魏梦佳

　　正值高招录取季，成都石室中学学
生王艺瑾火了。
  这位今年第一个收到北京大学本科
生录取通知书的成都女孩，因放弃香港
大学全额奖学金、选择报考北京大学马
克思主义理论专业人才培养项目“大钊
班”，广受社会关注。
　　近日，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
院长宋朝龙亲自赶赴成都，为王艺瑾送
上了录取通知书。满怀着激动与喜悦，王
艺瑾打开梦寐以求的北大录取通知书，
古朴的大学堂牌匾位于正中央，旁边镌

刻着一行小字：北京大学创办于 1898
年，初名“京师大学堂”。小心翻开扉

页，左下角“一塔湖图”的剪影，便
是 王 艺 瑾 梦 寐 以 求 之 地———

燕园。

  “选择这个专业

是因真心喜欢”

　　新华每日电讯记者从
北大获悉，今年高考，王艺

瑾语文 130 分、数学 137 分、
英语 145 分、文综 231 分，总

分 643 分。
  早在高考成绩公布之前，她

就同父母聊过未来想选择的专业。
高考成绩一出来，没有太多考虑，她

就选报了北大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
　　接受媒体采访时，王艺瑾说，其实

查完分后，清华大学、北京大学还有上海
交通大学，都向她伸出了橄榄枝。同时，
她还收到了香港大学法学院的录取通知
书和全额奖学金。
  “但我还是想选择北大，因为北大是
一个追求情怀的地方，从近代开始，北大
就和国家的命运紧紧相连。”这位声称一
直有“北大情怀”的女孩说。
　　为何报考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王
艺瑾说，其实她做这个选择时很果断，

“因为我对政治非常感兴趣，今年正好也
是建党 100 周年，通过大量的媒体报道
和平时的学习，我觉得自己对马克思主
义和党史很有感情，选择这个专业是因
为真心喜欢。”

　　“从近代开始直到今天，马克思主
义就一直指导着我们国家的革命、建设
和改革，李大钊先生也曾以北大为阵地
宣传马克思主义，并对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进行了初步探索。”王艺瑾说，尤其
今年看了电视剧《觉醒年代》后，她对
北大、对马克思主义有了更深的认识和
感触，希望能走进北大，进一步了解马
克思主义这一“对国家有很大帮助”、
指引中国不断前进的思想理论。
　　北京大学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和
五四运动的策源地，最早在我国传播
马克思主义思想。20 世纪 20 年代，李
大钊先生就在北大开设了中国最早的
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程。1992 年，北大
成 立 了 全 国 高 校 第 一 家 马 克 思 主 义
学院。
　　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
宋朝龙介绍，今年，北大马克思主义学
院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是首次面向全
国高考生招收 20 名本科生。
　　据悉，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的学习
内容主要涉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
思主义发展历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
学、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等
多方面，其特色人才培养项目“大 钊
班”以李大钊先生名字命名。
　　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孙
熙国说：“马克思主义理论这个专业的
目标指向，就是研究如何实现‘人民群
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人类求解
放’。”

令人钦佩的人生选择背后

　　据北大方面介绍，对马克思主义理
论专业“情有独钟”的王艺瑾，高中时
期就是学校有名的“宝藏女孩”，综合
素质全面。
  “王艺瑾同学从高一入学开始，就
树立了非常远大的理想，她的目标很明
确，就是考北大、当外交官！她不仅树
立了远大的理想，而且还为理想持续地
努力。”成都石室中学副校长毛伟说，
在高中三年的校园生活中，王艺瑾学习
成绩非常优异，而且多才多艺、全面发
展，学校的各项活动中都能看到她的
身影。

　　王艺瑾的高中班主任兼地理老师
邹语佳说，艺瑾是她所在班级的班长，
学习认真，参加各类活动都很积极，为
人谦虚低调，学习之外的各方面表现也
都十分突出。“从学校活动的主持人，
到担任成都市中学生模拟联合国协会
的副秘书长，再到代表学校出去参加各
种活动，每件事她都能全力投入去做
好，活动结束后她还能快速切换状态，
投入到紧张的学习中。”
　　对此，王艺瑾说，她兴趣确实广
泛，从小父母就注重引导她阅读各类书
籍，后来她还对语言表演和快板书产生
了较大兴趣。高中期间，她曾参加第六
届全国中学生模拟联合国大会等各种
活动，在参加中央电视台益智竞技类节
目《SK 极智少年强》时，还成功闯入全
国六强。
　　参加各类课外活动需要耗费大量
时间和精力，如何确保不耽误课程学
习？王艺瑾说，自己的秘诀就是“做好
时间规划”。从初三开始，她就注重培
养良好的习惯，先把自己要做的事全部
列出来写在一张表格上，然后给每一样
任务规定好时间，让自己在完成任务时
比较有紧迫感，并保证全身心投入。
　　“宝藏女孩”令人艳羡和钦佩的成
绩和人生选择背后，与父母的精心培养
密不可分。
  王艺瑾的父母都是语文教师，从小
就很重视培养其爱国主义情怀。
　　“父母陪伴我很多，从小他们就很
重视对我的教育，从学习和特长都比较
全面地培养我，给我很多的爱和关照，
我是在一个充满爱的家庭中长大。”谈
起父母，王艺瑾非常感恩。

期待与使命感

　　 7 月 1 日，在观看完庆祝中国共
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之后，王艺瑾
心潮澎湃，在朋友圈转发了多张大会相
关图片，并留言道“百年大党，风华正
茂！请党放心，强国有我！伟大的党百
岁生日快乐！”
  10 多天后，她就收到了北大的录
取通知书。
　　未来属于青年，希望寄予青年。一

百年前，一群新青年高举马克思主义
思想火炬，在风雨如晦的中国苦苦探
寻民族复兴的前途。一百年来，在中国
共产党的旗帜下，一代代中国青年成
为 实 现 中 华 民 族 伟 大 复 兴 的 先 锋
力量。
　　王艺瑾等新一代青年理想选择的
背后，是对探寻马克思主义真理力量的
憧憬、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路的认同
和为实现中华民族强国梦努力拼搏的
赤子情怀。历经 170 多年沧桑的马克
思主义，至今仍闪耀着真理光芒，吸引
着当代中国青年的关注和追随。
　　面对即将开始的燕园生活，成都女
孩王艺瑾满怀期待。期待之余，她也增
添了一份使命感——— 进入北大，就要传
承好这所大学 120 多年来与国家和民
族共命运的历史，就要肩负起与时代和
社会同进步的责任。
　　“能被北大录取我感到很激动，也
很荣幸。我对未来的大学生活充满期
待，希望能在北大继续努力学习，不负
韶华、不负期待、不负时代！”她说。

  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宋
朝龙（右一）为王艺瑾（右二）送上录取通
知书。      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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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情，选择这个专业是因为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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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当青青春春选选择择坚坚韧韧：：““寸寸步步难难行行””也也要要站站着着圆圆大大学学梦梦

本报记者刘芳洲

　　掀开被子，肖盼从病床上起身，弯腿、
下床、走路。先天成骨不全的疾病，让她的
身高停在了 9 岁时的样子，正常人轻而易
举的动作，对她来说却十分艰难。
　　第一次学走路是什么感受？这份记忆
过于遥远——— 和大多数人一样，刚学走路
时，她还没有记忆。
　　第二次学走路是什么样子？这种体验肖
盼很清楚——— 是六年九次手术的痛、渗着鲜
血的纱布，还有钻进骨骼的钢架。
　　病痛并未将肖盼的时间暂停。今年 9
月，这个 19 岁的“袖珍女孩”，将和同龄人
一起迈入大学校园，用“重生”的双腿，走出
属于自己的人生。

站起来，击败痛苦

　　 2001 年 4 月 4 日，肖盼出生在湖南
省涟源市一个农村家庭。她的童年与周围
的其他孩子并无二致：在田间奔跑，和小伙
伴们玩闹。可是，从小学三年级开始，停滞

不前的身高和日渐变形的双腿，让肖盼
不能再和同龄人一起玩耍嬉戏，就连平
常的走路都变得艰难。
　　情况随着年龄的增长愈加严重。走
路时，肖盼的双腿会剧烈地疼痛，骨节之
间摩擦出声响。她的大腿内曲、小腿外
张，两个膝盖挤在了一起。
　　变形日渐严重的双腿，不再能支撑
肖盼正常的行走。到初一时，肖盼已“寸
步难行”。奔跑，更是一种奢望。
　　无助和恐惧，笼罩着当时只有 13
岁的女孩。“那时觉得自己再也走不了路
了。”肖盼说，“如果这辈子都走不了路，
我不知道生活要如何继续下去”。
　　这是一个原本就已十分不幸的家
庭。先天智力缺陷的哥哥、患有风湿性心
脏病的姐姐、逐渐肌肉萎缩的父亲，早已
将独自支撑家庭的母亲压弯了腰。面对
肖盼的疾病，一家人束手无策。
　　绝望之际，邻居爷爷肖尊伟成了照
亮肖盼的“第一束光”。2014 年，肖尊伟
带着“孙女”去长沙，辗转数家医院后，终
于在湖南省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确
诊了肖盼的病情——— 肖盼被诊断为成骨
不全、双下肢骨骼畸形、双上肢变形，必
须尽快手术。
　　高昂的医药费没有阻拦肖尊伟为肖
盼治病的决心。他四处奔波求援，2015
年 7 月，在爱心人士的帮助下，肖盼完成
了第一次手术。然而，这场手术对肖盼而
言仅仅只是开始。
　　手指粗的钢架穿透肖盼的双腿，改
善腿部变形的情况，帮助她自主站立，再
重 新 行 走 。复 查 、康 复 治 疗 、再 次 手
术……这样的过程反复循环，到今年 6
月，19 岁的肖盼已接受了 9 次手术。
　　钢架在肖盼的腿上留下了 20 多个
穿孔；长期卧床让肖盼的双腿起满了红
疹，痒起来会彻夜睡不着；为了让腿能正
常弯曲，医生在她的膝盖上绑上弹力带，
弯曲到喊疼再固定住；考虑到频繁麻醉
的副作用，有两次拆卸腿部钢架时，医生
没有给肖盼打麻药，钻心的疼痛让她咬
着床单放声大哭……
　　多次手术后，肖盼的双腿开始恢复。
翻看肖尊伟拍下的不同时期的照片，肖盼

的腿逐渐能够伸直，双腿不再交叉成一个
“X”形，而是能够像正常人一样平行垂
放。新华每日电讯记者在康复病房见到肖
盼时，她已能自主地下床行走活动。

蓄力，汲取能量

　　湖南涟源一中的英语老师曾芸芸，
在抖音上开设了一个自己的账号，视频
拍摄的对象大多是她班上的学生。在众
多作品中，有几个视频引人注目：烛光摇
曳，笑语缤纷，学生们一个接一个地念出
手中的生日祝福，又唱起生日歌。
　　歌声飘向教室前坐着的身影，那也
是祝福传递的方向。
　　接受祝福的正是肖盼。她的眼睛笑
成弯弯的月牙。肖盼被同学们称为班上
的“团宠”。她的座位固定在第三排最中
间的位置，每个人都跟她当过同桌。每
年，同学们都为肖盼庆生。
　　同龄人构成的集体温暖着她，而“爷
爷”，则是为肖盼撑起天空的大树。
　　肖尊伟老人今年 74 岁，身型瘦削、
行动干练，讲起话来思路清晰。从肖盼的
身体状况、学习成绩，到她的治疗过程、
康复进度，肖尊伟都如数家珍。
　　肖尊伟牵着肖盼的手，带她一小步
一小步地练习走路；推着肖盼的轮椅，一
天不落地送她上学；带着“帮忙就要帮到
底”的决心，为她解决了数不清的困难。
　　 2018 年，休学近一年的肖盼坚持
自学，中考取得了 897.5 分的成绩，但因
没有参与体育中考，即将因相差 7 分而
与涟源一中失之交臂。
　　肖尊伟急了。他找到湖南省教育厅
反映肖盼的情况。在肖尊伟的争取下，当
地的几所学校得知了肖盼的情况，纷纷

“争抢”起肖盼。最终，肖盼选择了离家最
近的涟源一中。肖尊伟则在学校边上租
了一间房子，每日接送肖盼上学，并到学
校送午饭和晚饭。
　　曾芸芸记得，在学校门前常常能见
到这样一幅画面：七旬的老人牵着瘦小
的女孩，等待几名一同上楼的同学，叮嘱
他们一起搀扶肖盼前往教室。
　　“一个人烦躁的时候，我想过，是不

是上天只对我不公平，为什么只有我承
受了这么多苦难？”肖盼说，“可我很快又
会想到，我收获了很多爱和善意，有爷
爷、老师和同学们，还有很多陌生人。”
　　连续 4 年看望她的志愿者、赶到医
院送缓解红疹药膏的记者、驱车前来家
中捐款的网友、承担了高中三年学费的
爱心人士……一股股力量汇成暖流，让
肖盼不再觉得自己像一只受伤落单的小
鹿，她的伤口正在愈合。

出发，为向往的生活

　　今年 6 月 25 日，湖南省高考成绩正
式开放查询。那一天，再次入院进行康复
治疗的肖盼和陪伴在身边的肖尊伟激动
又紧张。“我比高考那几天还紧张。”肖盼
说，进入大学校园的梦想，是支撑她熬过
许多因痛苦无法入睡的夜晚的唯一动力。
　　对于肖盼来说，学习不仅是改变命运
的途径，也是压力的排解、转移身体痛苦
的最佳方式。熟悉肖盼的医护人员都记
得，她的病床前总是放着教科书和习题
册，只要不是正在治疗，她总是捧着书。
　　“盼盼能吃苦，很有毅力。”肖尊伟说，
有一段时间，老师曾向他反映，别的学生
读一两遍就记住的知识点，肖盼要读五遍
以上才能记住。医生分析，可能因为手术
频繁，数次麻醉影响了肖盼的记忆力。
　　“一两遍记不住，就背四五遍，直到
能记住为止就好啦。”在肖盼眼里，学习
上的苦不算什么，为了上大学的梦想，她
还要继续锻炼自己的记忆力。
　　肖盼的高考成绩是 560 分。志愿填报
时，她将湖南科技大学作为自己的第一志
愿，7 月 21 日，她被这所学校顺利录取。
　　“不管是躺在病床上，还是重返校园
后，我都没有放弃过大学梦。”肖盼说。
　　这个梦从心中的信念逐步成为了
现实。“进入大学后，我不仅要学好专业
知识，还要尽我所能去帮助别人，用行
动回馈我受到的所有关爱。”肖盼说。
　　谈起未来，肖盼眼神里有光。
  （参与采写：丁一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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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侯文坤

　　“废铁投炉再锻造”，湖北襄阳外卖小
哥王威最想对当下的自己说的话。
　　 18 岁参加高考，考上北京一所大学；大
学中途退学，进入社会打拼；26 岁重新高
考，拿下 623 分后，继续送外卖挣学费……
对于未来，王威希望自己“不会再辜负”。

“浪子回头重抖擞”

　　一身工作装、一顶头盔、一辆电动车，
人潮车流中，王威一如往常，穿梭自如。晒
得黝黑的脸上，留着稀疏的胡子茬。
　　“如果中午不休息，一天能跑 40 单左
右，扣开销，一个月能存 2000 多元。多跑
就能多攒些学费。”王威说话不慌不忙。
　　从每天上午 10 点送到晚上 9 点，虽
然很辛苦，但王威心里比以往多了一份希
望和踏实——— 这个夏天，他将迎来属于他
的那一份大学录取通知书。
　　因“外卖小哥高考 623 查分后淡定送外
卖”这一话题冲上微博热搜，湖北省襄阳市
田家炳中学高三毕业生王威成为社会关注
的焦点，也被贴上了“励志”标签。可是，这个
励志的过程，对王威来说却是一言难尽。
　　 26 岁的王威是湖北襄阳市襄州区双
沟镇人，8 年前他其实参加过一次高考，并
以不错的成绩考取了北京一所大学。和很
多高三毕业生一样，当时的他对大学也有
着憧憬和向往，可惜并没有延续太久。
　　王威回忆，自己从小学习成绩就还不
错，这也是他成长过程中，很大一部分成就
感的来源。但进了大学后，落差很大，甚至
让他一度找不到安全感。“我学业不突出，
没什么兴趣爱好，也没有什么特长。”随着
时间推移，他渐渐迷失了自我。
　　“我从小就跟家里沟通比较少，上了大
学以后很迷茫，慢慢就对学业不那么在意
了，后来还因为挂科留过级。”王威慢慢放
松了对自己的要求，开始用玩游戏的方式
去找寻成就感，并沉迷其中。

　　回头再看，王威说，自己在迷茫时
选择了一种代价最大的方式去面

对困境，学习一步一步往下
滑，整个人变得自卑、

沮丧，甚至自闭，却没有鼓起勇气去做出
一些改变，最终不得不在 2017 年退学。
　　大学退学，对一个经济条件不是很
好的家庭来说，是个不小的打击；对王威
自己来说，则意味着此前 10 多年的苦
读失去了意义。
　　离开校园后，灰心丧气的王威辗转北
京、广东等地，打过好几份工，大多是在一
些“低门槛”的生计上兜兜转转，大学的一
切已深埋在他心底。虽然挣的钱够自己
花，但王威感觉不到更多的目标和意义。
　　 2019 年底，王威灰头土脸回到襄
阳。“被疫情困在家里那段时间，亲戚很关
心我，问我有什么打算，想了想还是把实
情告诉大家，那是我第一次主动聊起退学
的心路历程，一旦开口就发现很多事情没
有那么可怕。”王威慢慢打开心扉，没有人
责备他，更多的是家人对他的心疼。
　　“和自己好好相处真的很重要，如果
再不去正视自己，坦白一点，可能连父母、
关心我的亲戚都要失去了。”王威说。
　　跟随王威的脚步走街串巷，听他讲
送外卖的一些故事，或许更能体会他的

“一言难尽”。去年跑的第一单外卖是在
晚上，王威因为违反交通规则，被罚了
20 块钱，“1 分钱没挣就罚了 20 块钱，
很憋屈，当时最真实的想法是明天不干
了，但第二天还是接着去了……”
　　后来有一个月，王威在 100 多人的
站点里跑到了第 4 名。“那时候我终于
觉得，我还能行，原来我还能行！”

追光者成了光

　　“自己走过弯路，这条路如果不重走
一遍，我心里会有遗憾。”王威慢慢从低
谷中走出来，在得知 2021 年湖北实行
新高考政策，考试科目选择更灵活后，他
决定再次参加高考。
　　去年 9 月下旬，襄阳市田家炳中学
高三（14）班迎来了这位特殊的学生。
　　入学后，学校老师便与王威沟通，分
析他在学科上的强弱项。王威的班主任
老师韩志芳说，一方面高考模式的变革
给了王威更多的选择，他可以选择一个
适合自己的科目组合；另一方面，原本是

理科生的王威最终选择历史科目，同样
需要很大的勇气与魄力。
　　“早上 6 点到学校，10 点下晚自习。”
为了全身心投入，王威在学校附近租房
子，两点一线的生活重复了八个多月。
　　王威回忆说，过程虽然很辛苦，但学
校、老师和同学给了他一个很温暖的环
境。“刚进班的时候，老师没有刻意向同学
介绍我，没有让我突然暴露在大家面前，
而是把我放在一个比较安静的环境里
面。”王威说，同学们虽然都比他小，但大
家都很接纳他，没有异样眼光，这让他在
复读期间保持了一个平稳的心态。
　　“他为这一次复读，真的是全力以赴，
从对新高考的研究，到对试题的琢磨，自
己还额外找一些教材，在家里刷题……”
王威的努力，韩志芳看在眼里，“他在社会
上吃过苦头，学习动力强，非常勤奋，也给
班上同学带来了很多正能量”。
　　星光不问赶路人，时光不负有心人。
　　 623 分，这在王威的意料之外。“估分
最多也就 600 分左右，没想到有这么多。”
　　只是大家都没想到，王威第二天又
跑起了外卖。

“来路我不会再辜负”

　　高考后，王威把所有的高考资料都
卖了，或许这是他和过去告别的一种方
式。那间简单的出租房里，床铺旁边摆着
行李箱、纸箱、凳子等物件，没有其他多
余的家具与装饰。生活又回到简单的
模样。
　　有人认为，王威用 8 年时间转了一
个圈，又回到了原点；有人感叹他白白浪
费了最美好的几年。
　　记者没有见过 8 年前的王威，但眼
前这个小伙，脸上没了稚气，多了几分淡
定从容，也多了几分坚毅果决。当分数出
来，他沉稳、平静；当别人享受假期，他又
踏上送外卖的路……这是过去 8 年，他
在另一条人生路上获得的成长。
　　王威很感恩过去这些年自己没有被
生活击倒，他知道了生活的艰辛，也体会
到了生活不会辜负每一个用力奔跑的
人，你越努力，就会越幸运。

　　关于未来，王威很坚定：“来路我不
会再辜负”。
　　“退学不消沉，进取不颓废，奋斗不放
任，乐观不偏执，劳动不等待……”这是襄
阳市田家炳中学校长王平杰眼里的王威。

“不要活成一座孤岛”

　　突然被公众关注，让王威受宠若惊。
相较于励志等标签，王威更愿意正视完
整的自己。“我是普通人，年龄大，一身臭
毛病。尝过一些苦头，想让未来有点盼
头。”
　　从追光者，到成为别人的光，王威保持
着清醒。他开玩笑说，“我属猪，现在在风口
上，我不会飞，上青云的事我也做不来。”
　　王威说，经历低谷，他不仅重回正
轨，也解开了心结、懂得了沟通。“遇到困
惑挫折的时候，希望大家不要活成一座
孤岛”，他很愿意用自己的故事，去鼓励
有着类似困惑或者相似经历的人。
　　“很开心，眼下的我，能带给大家积
极的能量。”王威笑着说。

当青春选择重来：外外卖卖小小哥哥““二二进进””大大学学不不迷迷茫茫

王威在送外卖。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