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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黄臻、刘金海、李博

　　“哈喽，大家好！我是爱手工、爱生活的仙女
晨曦。”
　　一身烂漫古风的衣裙，两条俏皮的辫子，在
直播平台惯有的美颜滤镜下，女孩清秀甜美的
面庞仍清晰可见。每天，向晨曦都会准时出现在
直播间里，除了喉咙上插着呼吸管，这名“90
后”女孩与其他网络主播别无二致。
　　“同时，我也是一名 24 小时靠呼吸机维持
生命的罕见病患者。”

“不治之症”

　　向晨曦是一名 1992 年出生的湖北姑娘，
幼年随打工的父母来到江苏无锡生活。
　　无忧的童年在七八岁时戛然而止。当时，向
晨曦的脚部开始出现疼痛、红肿的症状，走路也
经常莫名其妙摔倒。
　　小学一年级的一天，向晨曦在午休回家吃
饭时跟母亲说起自己难忍的脚痛。起初，母亲并
未在意。但几天后，小晨曦的脚变得异常红肿。
靠着辗转借来的 3000 块钱，小晨曦的脚痛在
简单治疗后总算有所缓解。但好景不长，“怪病”
很快卷土重来，“双脚起脓疱”，一度令她无法正
常行走。
　　“在学校做卫生的时候，老师都给我安排比
较轻的擦窗户的活，”向晨曦回忆道，“我端着一
盆水没办法走路，水特别晃。”
　　 8 岁那年，向晨曦被诊断为“进行性肌营

养不良症”。医生解释说，随着年龄的增长，患者
的肌肉会逐渐萎缩，行动能力渐渐消失，直至全
身瘫痪，甚至呼吸衰竭，类似“渐冻症”。
　　彼时的小晨曦，根本不懂得这个冗长且晦
涩的医学名词背后意味着什么。但是，门诊室
里，她瞥见了父亲听完病情介绍后的绝望眼神：
　　不治之症。
　　渐渐地，向晨曦开始发现自己与周围孩子
们的不同。
　　四五年级时，上下楼梯变得困难，蹦跳做操
成为奢望；
　　初三时，每次蹲下再起来都需要他人协助，
爬楼梯必须“整个身子趴在栏杆上”；
　　高中开始，走路时要拽着同学们的胳膊，感
觉是“被拖着往前走”……
　　由于高中课业繁重，有名女同学给向晨曦写
了一封信，委婉地希望她在吃饭的时候与别人一
起去食堂。“我走得太慢了，她想早点去学习。”
　　此外，放假期间，当时独自在老家求学的向
晨曦只能孤身一人待在宿舍，“就算上厕所时摔
跤，都找不到人扶我起来”。
　　勉强到高二，学习成绩名列前茅的她因行
动不便、生活无法自理被迫休学。
　　离校那天，几名要好的同学陪着向晨曦收
拾个人用品。分别时刻，她哭着与同学们相约，
病好后一起参加高考，“上大学、谈恋爱”。
　　然而，离开学校后，逐渐“冰冻”的身体，也
不断“冰冻”着这个美丽姑娘花儿一样的生命。
　　“脚上长泡基本是家常便饭，”向晨曦回忆
道。那时，她经常用剪子把水泡剪破，否则“又痒
又痛”。
　　随后的岁月，向晨曦逐渐失去了对自己身
体的控制，仿佛一只被抽去了索线的木偶：手没
有力气举高，只能搭在特制的桌子上借力；因为
腰部无力，坐下也成了问题；到了 2019 年，更
是几乎失去站立能力。
　　“没站稳，就会直挺挺地倒下去，”向晨曦
说，“头磕到桌子上，又磕到桌子下面的板凳上，
再磕到地上。”
　　 2020 年初，向晨曦的病情再度恶化，患上

了肺动脉高压，一度生命垂危。
　　“呼吸衰竭，感觉就像被下了死亡通知书
一样。”向晨曦强忍着泪水，声音已经哽咽。
　　刚住院时，向晨曦的血氧饱和度只有
55%，随时可能发生肺栓塞。她甚至向医生提
出了捐赠遗体的愿望。所幸，这名坚强的女孩
挺了过来。不幸的是，每天除了吃饭、洗漱，她
余生都必须与呼吸机为伴。
　　“人生是美好的，只要活着，就有无限的
可能。”向晨曦对命运这样说。

拒绝躺平

　　向晨曦一家的经济条件并不宽裕，全家
刚到无锡的时候，“一把面条都要吃两顿”。虽
然医生建议长期卧床，但为了减轻家里的经
济负担，2011 年休学之后，向晨曦开始尝试
寻找各类工作。
　　“那时候最大的愿望就是赚钱”。为此，向
晨曦绣过十字绣，写过小说。后来，她央求母
亲为她购置一台电脑，做游戏代练，开网店，
收入却一直不稳定。
　　因开网店的缘故，向晨曦应聘成为一名
网店客服，工资虽然只有每月 500 元，但总
算有了一份稳定的收入。很快，她又找到了第
二份网店兼职客服的工作。最多时，向晨曦同
时为三家网店做兼职客服，月收入稳定在
3000 元左右。
　　 2015 年，向晨曦用攒了一年半的钱，给
自己买了第一台电动轮椅。像是长了一双“新
脚”，不用人扶着，自己也“走”出了家门，“稳
稳地，不会摔跤”。五颜六色的野花，绿油油的
野草，悠悠流淌的小河……晨曦贪婪地拍摄
外面的风景，存在手机里反复回味，即使画面
拍模糊了也不舍得删掉。
　　那一刻，生命对于这名 20 岁出头的女
孩来说，有了更加重要的意义。
　　 2016 年，受一名聋哑姑娘的启发，向晨
曦在做网店客服之余尝试网络直播，介绍自
己的患病经历，科普进行性肌营养不良症，希

望更多人能够关注罕见病。
　　一次直播间隙，向晨曦用外甥女的粘土
捏了一个小熊。一堆粘土在她手上“有了生
命、有了色彩”，自幼喜欢手工制作的她一下
子爱上了这门手艺。于是，她经常一边开着直
播，一边做粘土手办。
　　当时，手办制作的网络教学视频特别少，
向晨曦就自己慢慢摸索。
　　因为胳膊抬不起来，偌大的桌面上，能够
自如运动的面积只有一只手掌大小；因为无
法久坐，她只能在一定时间集中精力，用尽全
身力气手捏粘土；因为无法弯腰，她只能远远
地拿着手办，用僵硬的手腕给五官塑形，再用
极细的画笔给五官上色……每制作一个手
办，仿佛都要用尽她的全部生命，她却把这称
作“一个废人的苦中作乐”。
　　一开始，向晨曦制作的手办只是作为“福
利”送给直播间的粉丝们，但是有些主播和粉
丝希望通过购买的方式支持她多挣些钱。
　　于是，向晨曦开起了自己的网店，当起了

“手办娘”。随着订单日益增多，她在圈内的名
气也越来越大。亲戚邻居们看待她的眼神，也
不再只是同情，还有认可和夸奖。向晨曦一下
子感受到了努力的意义。
　　 2019 年，因为不能久坐，向晨曦辞去了
网店客服的工作，把精力主要放在自媒体上，
做起了网络视频直播。
　　俊俏的外表、开朗的性格、幽默的话语、
再加上励志的人生经历，让她在快手等直播
平台吸粉无数。有些网友在看直播时，询问向
晨曦能否也教他们制作手办。
　　“当时，我也想教给其他残疾人，”向晨曦
说，“希望他们也能像我一样有一门手艺，多
少也能在家里挣一点钱。”
　　凭借着多年的自学经验，向晨曦总结出
一整套手办制作教程，并把制作过程录制成
详细的分解视频，即使是毫无基础的初学者
也能一看就会。2019 年 3 月，“晨曦粘土学
院”成功上线，专职手办制作在线教学。3 年
来，500 多名“学员”加入线上学院学习。
　　 2016 年至今，她通过手办制作和教学，
赚取了 20 多万元收入，负担了自己绝大部
分的治疗费用。她的网店里，也有 23 名兼职

“手办娘”。这其中，不乏罕见病友、残疾人，以
及待业在家的宝妈。
　　在直播间里，向晨曦依旧慷慨地分享着
手办制作经验，并用自己的经历鼓励着有着

类似命运的病友：“用热爱的手工养活自己，
会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事情。”

心向晨曦

　　每天上午 10 点，在 20 平方米的出租屋
内，向晨曦都会在母亲的帮助下起床、梳洗、
吃饭……开始一天的忙碌。
　　卧室里摆着一张升降床，临窗的工作台是
向晨曦每天“活动”时间最多的地方，另一边的
墙上则一层层摆满了各种卡通粘土手办。
　　多年的病痛，导致向晨曦全身瘫痪超
过 80% 。每天，向晨曦要在母亲的帮助下，
用大量的时间调整坐姿，才能在椅子上坐
得舒服一些，但时间一长就会感到疼痛。由
于只有手指可以灵活移动，左手手背因长
时间垫在右胳膊下摇动抬手，骨节上都磨
出了老茧。
　　身体的限制，极大地降低了向晨曦制作
手办的速度，“一个月勉强可以做一个”。即使
如此，她依然选择不放弃。
　　她说：“生命虽然没有奇迹，但我们会拖
着残躯，活出奇迹的样子。”
　　幸运的是，向晨曦的“事业”走上了正轨。
随着越来越多老师的加入，“晨曦粘土学院”
已经从向晨曦一人的单打独斗，发展成团队
化运作。
　　谁曾想，命运又和这名坚强的女孩开了
一个玩笑。2021 年 6 月，在扬州参加公益手
办教学活动时，向晨曦因突发呼吸衰竭，被送
到医院急救。经过一个多月的治疗，向晨曦终
于度过了“人生中最灰暗的时光”，却几乎失
去了自主呼吸的能力，必须 24 小时依靠呼
吸机维持生命。
　　为了辅助呼吸，她的气管被切开，失声整
整 45 天。气切后的她，就连讲话也变得吃
力，虽然掌握了发声方法，但声音还是因颤抖
而变得有些失真。
　　与 2020 年那次住院不同，这一回，向晨
曦面对死神时不再孤单。

遇见奇迹

　　与他相遇，是在直播间中。
　　那次，在直播间拍卖中，一名来自上海的
男孩不断竞价，最后以 1600 元的高价拍下
了向晨曦制作的手办。
　　“从你做的手办里，仿佛可以读到你非比
寻常的人生，让人更相信生命里终有奇迹。”
男孩认真地说。
　　带着一份好感，两人添加了微信，随着了
解的深入，两个年轻人也走到了一起。
　　终于，向晨曦等来了曾经幻想过无数次
的恋爱。这，距离她休学时与同学们的约定，
已然过去 10 年。
　　从坚决反对到逐渐认可，两人的关系最
终得到了男孩家人的支持。从此，男孩过起了
无锡、上海两地跑的双城生活。
　　“她为人真实，不矫情不做作，对任何事
情都以乐观的态度去面对，”男友大鱼（化名）
说，“我喜欢的样子，她都有。”
　　生活迎来了甜蜜，病情也有了新的进展。
去年，经国内权威专家诊断，向晨曦被重新确
诊为“免疫介导坏死性肌炎”。这种罕见病与

“进行性肌营养不良症”非常相似，虽然难治
但不再是不治之症。
　　因误诊多年，向晨曦已错过了最佳治疗
期。但在视频里，她依然笑着与粉丝们分享希
望：“我的病或许能治啦！”
　　经过一年多的磨合，向晨曦决定在今年
7 月与男友订婚，而后搬到上海，结束二人

“异地恋”的生活。
　　作为小有名气的“网红”，向晨曦接受过
多家媒体的采访。以前，她在“未来”这个话题
上，总喜欢聊家人和她的粘土学院。
　　这次，向晨曦只说了两个字：“健康。”
　　接下来，男友会陪晨曦去往北京寻找专
家进一步诊断治疗，她希望，自己能够遇到下
一个奇迹。

▲向晨曦在位于江苏无锡的出租屋内进行网络直播（6 月 14 日摄）。    新华社记者李博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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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北京 7 月 5 日电(记者白瀛、杨淑
君)“七一勋章”获得者，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表
演、导演艺术家蓝天野 6 月 8 日在京逝世，永
远离开了他挚爱的话剧舞台，享年 95 岁。
　　在北京人艺 7 月 5 日举办的“蓝天野同志
追思会”上，蓝天野的生前同事、亲友对其一生
的艺术成就进行了追思，这位话剧泰斗在人生
最后十一载中绽放的艺术光华格外耀眼。
　　“他的一生就是一部艺术作品，尤其晚年密
集的创作，在我们面前树立了一个非常精彩的
榜样。”北京人艺演员濮存昕说。

耄耋之年再回舞台演反派

　　 1992 年 7 月 16 日晚，话剧《茶馆》首版在
首都剧场封箱演出，用蓝天野自己的话说，他从
此“就真的再和话剧没有丝毫瓜葛了”。2011
年 6 月 23 日晚，话剧《家》首演，84 岁的蓝天
野却再次登上首都剧场舞台。
　　时任北京人艺院长的张和平回忆，蓝天野
近 19 年后的出山，源于一场“鸿门宴”。当年
春天，他和几位院领导在剧院食堂宴请蓝天野、
朱旭两家，说剧院准备复排曹禺的话剧《家》。
蓝天野起初以为只是请老同志提提意见，不料
张和平话锋一转，希望蓝天野和朱旭各演一个

角色。
  已阔别舞台近 19 年的蓝天野犹豫了。他
后来在一篇文章里写道：“已越耄耋之年演得动
吗？记忆力早已衰退，记得住词儿吗？”
　　“但最终天野老师还是毅然决然地参加了
演出。”张和平说，“这样的安排就是传帮带，希
望老艺术家帮助把经典剧目传承下去，把剧院
的风格和精神传承下去。”
　　按照常规思路，应是蓝天野演《家》中的高
老太爷、朱旭演冯乐山，但从没演过反面角色
的蓝天野，这次想突破自我，扮演自私阴狠的
冯乐山。他从人物逻辑出发，不是简单地演

“坏”，出场时反而着重表现了人物“飘逸脱俗”
的一面。
　　曾同台的青年演员韩清回忆，排练中，蓝天
野为人物设计了一个拐杖，演出时，他用拐杖碾
压了一下剧中婉儿的手，“这一个动作，就把冯
乐山的伪善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了。”

认真琢磨角色，深入体会角色

　　就在复排《家》的同时，北京人艺也在复排
另一保留剧目：郭沫若的历史剧《蔡文姬》，濮存
昕扮演曹操，出场便是在灯下读着蔡文姬新作
的《胡笳十八拍》。

　　首演前的舞台合成时，他被偶然路过
的蓝天野堵住：“曹操是刚拿到《胡笳十八
拍》看，还是拿了好几天在朗诵？”他回答：

“应该是刚刚拿到。”蓝天野反问：“那你说
得有板有眼、拿腔拿调的？”这让濮存昕恍
然大悟：根据规定情境，读诗应有陌生感，
有琢磨、有停顿。
　　“天野老师说北京人艺的表演不应该是
虚假的表演、情绪化的表演。”濮存昕说，“在
剧院里，我们随时随地深受老艺术家的熏陶、
影响。”
　　《家》演出后第二年，蓝天野又在北京人
艺 60 周年院庆大戏《甲子园》中塑造了饱含
家国情怀的老建筑师黄仿吾，并担任该剧艺
术总监。
  当年 72 岁的吕中与蓝天野在台上有大
量对手戏，她非常担心蓝天野在台上会忘词，

“但结果是，天野老师不但在排练当中认认真
真去琢磨角色，深入体会角色，而且演出时也
没有忘过一句诗，错过一句词。”回忆起当年
的情景，吕中泣不成声。

“戏比天大”精神的生动诠释

　　《甲子园》演出的同时，蓝天野又开始酝

酿新作品。一次在蓬蒿剧场，他偶然遇到北
京人艺首任院长曹禺的女儿、剧作家万方，请
她为自己写一部“两个老人”的戏，内容不限。
万方本能地说两个人的戏台词量太大，蓝天
野笑而不语。
　　“这让我产生了强烈的创作渴望。天野
老师让我想起我爸，我就从回望的角度，结合
我个人的感受，写出了《忏悔》，后来改为《冬
之旅》。”万方回忆说，她写得很顺利，蓝天野
看过剧本也很满意。
　　张和平回忆，剧院经过研究，考虑到蓝
天野身体和年龄等各方面原因，不建议他
演出此剧，同时，列出蓝天野早年在剧院导
演过的 10 余部戏的戏单，请他任选一部做
导演作为补偿，他选了《吴王金戈越王剑》。
　　“他自己很喜欢《忏悔》，希望拿到外面去
演，但又觉得对人艺不好，所以心里很纠结，
也很矛盾，为此给我写了三封信。”张和平说，

“一位德高望重的老艺术家，对艺术如此认
真，对剧院如此尊重，这是我们应该发扬和传
承的一种精神。”
　　濮存昕说，北京人艺“戏比天大”精神的
本质，就是面对艺术时应当把它当作最大的
事，而蓝天野的艺术生命很好地诠释了这种
精神。

追思蓝天野：他用一生诠释“戏比天大”

  ▲ 7 月 5 日，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原院长
张和平在追思会上展示蓝天野给他手写的书
信。     新华社记者陈钟昊摄

  她是一名靠呼吸机维持生命的罕见病患者，也是网络直播间的手办制作达人
  2019 年 3 月，“晨曦粘土学院”成功上线，专职手办制作在线教学，有 500 多名
“学员”加入线上学院学习。在她的网店里，兼职的“手办娘”中，不乏罕见病友、残疾人
  身体的限制，极大地降低了她制作手办的速度，她依然选择不放弃。她说：“生命
虽然没有奇迹，但我们会拖着残躯，活出奇迹的样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