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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儿时的一句诺言，背起肌肉萎缩的同学，从初中到大学，行程万里，不离不弃

毕明哲： 背上兄弟走八载

■

喻超 本报记者 李伦娥

“注意脑壳啊！” 随着一句韵味十足

的临湘调调， 车门口忽地一暗。 毕明哲

宽厚的身子和背上驮着的王理几乎把客

车的门全部占掉了。 为了不让王理的头

碰到车门， 他蹲下来的时候总会细心地

这样提醒。

10月16日， 毕明哲和王理回到临湘，

回到他们的初中、 高中、 家里。 一路上，

不同的目的地， 数十次上下车， 不变的

是毕明哲蹲下来时轻轻说出的那几个字。

并不悦耳动听， 却让人暖到心底。

8年来， 毕明哲用他稚嫩的肩膀，

支撑起残疾同学的求学之路。 从初中到

大学， 从临湘到长沙， 行程万里， 风雨

无阻。

2011年5月4日， 不到19岁的毕明哲

作为湖南省高校学生的唯一代表， 荣获

“湖南省五四青年奖章”。

8年前的一句承诺：

背上的兄弟情

毕明哲和王理都是湖南保险职业学

院的大三学生。 8年前， 他们是湖南临湘

市实验中学的同班同学。 那时， 毕明哲

是班长， 王理是患肌肉萎缩、 有些封闭

的小男生。

17日， 记者跟随两兄弟回到他们的

中学。

“我不把他送回家就锁不了门。” 8年

后， 已经被人称作“老毕” 的大学生毕

明哲比画着告诉记者， 仅仅这样一个原

因， 当时那个初一的小男孩就决定送

王理回家， 而且对王理的家人说：

“以后接王理的事情就包在我身上了！”

在王理的爸爸王玉虎看来， 他当

时并没有觉得这句平淡的承诺会成为

“改变儿子一生最有分量的一句话”。

然而， 小小年纪的毕明哲却把它当成

了自己的责任。 为了让王理踏实地接

受自己的照顾， 毕明哲在自我介绍时

故意把自己的年龄多说了两岁， 当上

了王理的大哥。 事实上， 他比王理还

要小半岁。

从此以后， 每天凌晨5点半， 毕明

哲就早早起床， 花半个小时的时间步

行到王理家， 然后背起他赶着上6点半

开始的早自习。 而到了晚上， 本来9点

半就结束的晚自习， 等毕明哲送完王

理再回到家， 往往要到晚上11点。

背王理上下学的事情， 毕明哲在

开始的一两个月中没有跟任何人声张，

一直瞒着父母。 每次回家晚了， 父母

关切地问他干什么去的时候， 他就以

班上有事或者自己加班学习为理由搪

塞。 后来父母悄悄跟踪他才发现， 原

来自己刚刚开始发育的孩子每天在背

一个同龄的孩子上下学。 像所有爱自

己孩子的父母一样， 这让他们非常心

痛。 终于， 一天晚上回到家后， 毕明

哲看见父母都阴沉着脸坐在客厅等他。

他一边擦着汗， 一边对父母说： “多

看了下书， 没想到又这么迟了！” 就准

备进浴室洗澡， 父亲喝斥他： “还撒

谎！ 这么大的事情， 也不跟父母说

说！” 毕明哲这时才明白父母什么都知

道了。 于是老老实实把事情都说了， 还

特意跟父母强调， 自己已经跟王理爸爸

说包下接送王理的活儿了， 自己也算是

个小男子汉了， 男子汉应该一诺千金。

担心背王理上学会严重影响毕明哲

身体发育， 甚至影响到学业， 父母坚决

反对毕明哲继续背下去。 喜爱他的姐姐

更是异常坚决地反对他做这个事情。 这

个夜晚， 12岁的少年毕明哲跟父母说了

很久很久， 终于， 善良的父母勉强答应，

说再背一段时间看看。 以他们的想法，

儿子只是一时冲动， 少年心性， 能坚持

多久？

没想到， 他们的儿子一背就是8年！

放弃本科读专科，

“你到哪， 我跟着到哪”

3年后， 毕明哲和王理同时初中毕

业， 两人一起踏入了临湘一中。 换了校

园， 离家更远了， 而毕明哲和王理的兄

弟情却更加亲密了。 这一年王理的体重

已经达到了一百斤以上。 那段时间， 在

临湘一中的校园内， 人们几乎每天都能

看到毕明哲背着王理上下教学楼的身影，

他们的教室在五楼， 每天至少要上下10

次。 对毕明哲来说， 每次上下楼都意味

着一身汗水。

“有一次他送我回家时摔了一跤， 爬

起来还是背着我回家了。 后来我才知道

那一跤摔得他左手骨折了。” 说起这事的

时候， 王理眼眶湿湿的。 “我记得有一

次班主任打电话给我， 说小毕没去学校。

我心急火燎地赶到学校才发现， 小毕正

背着王理进教室。” 王玉虎说， 平时从不

迟到的毕明哲很不好意思， 还跟他解释

因为他自己生病了。 王玉虎这个汉子忍

不住哭了， 他说， 自己身患多种疾病，

在云南工作的时候遭遇车祸， 王理的妈

妈患乳腺癌接受化疗———“因为我儿子的

事， 苦了小毕”。

一转眼， 3年飞逝而过。

2010年6月7日， 两人同时参加高考。

两个人分在不同的考场， 考完后毕

明哲赶过来背王理回家。 那天， 到高考

现场采访的记者， 第一次见到兄弟俩。

“以后上大学不在一起了， 怎么办？”

记者追着问老毕， 他将王理往背上使劲

挪了下， 望了记者一眼， 没作声。

但是没想到， 几个月后， 两人同时

出现在湖南保险职院的校园。

记者了解到的情况是， 毕明哲上了

本科， 但为了当年的那句承诺， 他放弃

读本科的机会， 而选择与上了专科线的

王理一起报读专科， “兄弟， 你在哪，

我就在哪。” 他坚定地对王理说。

“做这个决定我其实也纠结了很长一

段时间。” 毕明哲参加的是专业考试， 属

于提前批次录取。 在王理的录取结果出

来之前， “放下王理去读自己喜欢的专

业还是继续照顾他”， 毕明哲每天都不止

一次地想过这个问题。

最后， 他还是瞒着家人放弃了读本

科。 父亲知道后暴怒， 他告诉儿子， 放

弃本科就放弃了太多的未来和机会。 但

是毕明哲仍然坚持， 最终， 认为“他在

做善事” 的父母， 还是理解他和认同了

他的选择。

大学校园， 无数个

“老毕” 在成长

“老毕” 和王理的故事很快传开了，

在湖南省委教育工委、 省教育厅的大力

支持下， 毕明哲和王理双双录取到保险

职业学院就读。 之后刚一进入大学， 学

校就专门为王理调拨了一间位于一楼的

宿舍， 而且还改进了宿舍进出的大门以

及卫生间的设施。 同时， 学校还将王理

的母亲接到学校， 专门照顾王理的生活

起居。 而王理就读的保险职业学院金融

保险系2010级金融保险 （客户服务与管

理） 班的同学们， 在开学第一次班会上

就郑重承诺： 从上大学的第一天起， 王

理同学上课、 自习、 食宿的接送， 全包

了！ 同学们还专门安排了每天的值班表，

全班同学轮流担任护送员。

突然“失业” 的毕明哲， 一下子还

真不适应了。

他开始全身心投入大学生活， 成功

地竞选上班长， 还担任了国际保险学院

学生会办公室主任， 主持节目， 参加演

讲比赛， 进入社团， 等等， 力求全方位

地发展自己。 学习之余， 他组织同学参

与献血； 他为身患重疾的同学伸出援手，

为灾区募捐； 他还到福利院看望老人，

到孤儿院与另外一位同学认领了一名孤

儿， 却不愿意留名， 每个月从自己的生

活费中省出200元作为资助……

而越来越活泼的王理也进入了学院

文明督察队， 成为了一名文明使者。

不久后， 王理的妈妈因为患病回家

接受治疗， 老毕又和王理住到了一起。

“好兄弟， 一辈子”， 说这话时， 老毕和

王理相视一笑。

很快“老毕” 就跟王理班上的同学

打成一片， 看电影、 打扑克， 甚至一起

吃泡面、 喝啤酒， 这个特殊寝室也成了

大家的根据地。

王理的班长王霖， 之前自己的衣物

都不会洗， 但这以后， 会经常来帮王理

洗衣服、 洗澡， 扶他上厕所。 一些女同

学则经常来打扫卫生、 送吃的。 “班上

的风气都好了很多。” 王霖说。

如今， “老毕” 和王理都进入毕业

季了， 当问起毕业后准备怎么办时， 两

人都选择了沉默。 良久， 毕明哲抬头喃

喃道： “要是王理的病能治好就好了。

我还希望他能够和我一起继续读书。” 毕

明哲正在准备专升本的考试。 “说实话

我们现在也没想过太多以后的事情， 可

能总有一天我们要分开， 我不能再这么

方便地照顾他。 但是不管怎么样， 我们

的兄弟情总是不变的。” 说这话时， “老

毕” 的眼神清澈而坚定。

将砖头的一半放在课桌上 ， 另一半架

空， 随后……只听 “啪” 的一声， 砖头架空

的一半被硬生生地给劈了下来。

这段“劈砖表演”发生在四川大学的课堂

上，表演者是该校副教授魏骁勇。 表演过后，

他回到讲台，在

PPT

上列出了物理公式，原来

其原理是物理学中的杠杆定理和冲量定理。

“把科学用到实践中， 能产生意想不到的结

果”，他一语道破了自己功夫的内涵。

有人质疑他作秀、炒作，其实，这并不是

重点，重点是在大学生逃课盛行，很多教师叫

苦不迭的当下，省去抱怨的时间，省去对放低

身价的不屑， 琢磨一下怎样能让学生愿意走

进课堂，毕竟这是取得好的教学效果的前提。

当然，如何做个好老师，这仅仅是个开始。

（俞水 点评）

用大爱诠释医者仁心

———回应 《张金哲 ：大道至简 大医

至仁》（

10

月

12

日）

读罢小儿外科之父———张金哲院士

的人生故事， 我深深地被他的大爱大善

所打动， 老人家用自己60年的从医经历

生动诠释了何为“医者仁心”。 在社会医

患矛盾突出的今天， 张金哲的从医之道

尤其值得我们深思和感悟。

坚持对每一个病人起身相迎、起身相

送在张金哲看来是最平常不过的事。 条件

不足就自己钻研制作医疗器械、创新手术

方法，以神农尝百草的精神甘愿奉献女儿

和自己做医学试验，这是医生探索精神和

勇于献身精神的体现。 与患者交托命的朋

友，做任何事都推己及人、将心比心，这是

医生仁爱之心的体现。 张金哲简单又朴

素的处世之道和对孩子最真实的爱， 让

我们看到了一名医者的爱心与责任。

医生自古以来就是一种救死扶伤的高

尚职业， 需要代代学习传承的不仅仅是高

超的医术， 更需要像张金哲那样把高尚的

医德言传身教给自己的学生。 让张金哲遗

憾的是，现在虽强调医德，但是医学的专业

课中却没有相关的课程。希望不久的将来，

医学生的医德教育不再是张老的遗憾。

———苏州大学教师丁姗

●

盲目建大楼、 建

大学城 ， 是浮躁的表

现。 一流不在大楼， 不

在速度， 而在你培养出

来的学生的水平。 但现

在国内高校普遍是论文

第一， 而非育人第一 。

一流教授在干啥？ 在做研究。 当年我在

复旦被破格提为教授时， 苏步青老校长

就提醒我： “你是教授， 该去上课！”

———中国科学院院士、 复旦大学原

校长杨福家在接受采访时说。

●

什么是中庸？ 中， 就是不走极端；

庸， 就是不唱高调。 中庸不等于不积极

进取、 不活泼向上。 你完全可以朝气蓬

勃地中庸。

———易中天近日为东南大学学生做

题为“中庸的原则” 的讲座时， 认为

“中庸” 被妖魔化。

●

发出去一千多份邀请函 ， 却没有

一家企业或者个人肯回应我们。

———贵州省教育厅下属的教育发展

基金会负责人说， 该基金会遭遇“零捐

助”。

●

当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的模式发

生矛盾时， 有积极适应者， 也有消极适

应者。 适应能力本身也是一项重要的素

质和教育目标， 这个世界并没有绝对理

想的教育环境， 这不仅是对孩子的挑战，

也是对家长的考验。

———《6年后我将收获怎样一个孩

子———开学一月摧垮家长坚持6年的教育

观》， 在微博上引起了热议， 有人这样认

为。

●

为这事冒昧麻烦社长 ， 实感难为

情， 本作为老师也悠然自得， 实在是因

我校处级干部四百多人， 老师完全边缘

化， 心生感慨， 惭愧。

———语文出版社社长、 原教育部新

闻发言人王旭明在微博上称， 一位大学

老师朋友想当处长问能否为之说情， 得

到否定答案后， 这位老师这样回复。

●

别的大学搞校庆 ， 捐款可能有几

亿元。 我们学校到现在还不到

2000

万元，

太少了， 领导都非常着急。

———一所大学校友基金会的工作人

员对记者抱怨。

●

我们的未来取决于理解彼此 、 理

解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 随着我们的互

相了解， 我们可以更好地相互学习、 相

互尊重， 我们的世界也会成为一个更加

美好、 更加和平、 更加繁荣的地方。 我

们有责任向学生传递一份乐于回馈社会

的责任感。

———上海纽约大学成立仪式上纽约

大学校长约翰·塞克斯通的讲话。

●

这些批评莫言的人 ， 他们一本莫

言的书都没有读过， 他们不知道作品的

质量是什么， 所以他们不应该 “开枪”，

这个让我非常生气 。 著作是最重要的 ，

他是体制内作家， 这跟他的写作一点关

系都没有。 评选诺贝尔文学奖的唯一标

准就是文学质量， 对于作者的政治立场，

我们一点都不管。

———诺贝尔文学奖终身评委、 瑞典

著名汉学家马悦然谈及莫言获奖时说。

●

我是好学校里的差生样本。 当年，

我的记忆也很辉煌， 但那是一个差学生

在一所好学校， 生命如何被成全的记忆。

———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

副院长于丹近日在北京四中的校友论坛

上做演讲时如此说。

●

文化是流水 ， 越流越活 。 先进的

往落后的那一边流， 就叫 “洼地效应”。

大家都爱看好莱坞大片， 如果你国产影

片拍得好， 大家不也争着去吗？ 这不能

算是文化侵略， 只是文化

竞争。

———资深学者资中筠

在南京演讲时说。

（赵秀红 整理）

当局者和旁观者

■

赵秀红

盘点这个月来来往往的新闻人物，

10

月真是大喜大悲。 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

奖当是本月最引人瞩目、 也会是本年度

中国的 “文化事件”。 莫言的获奖有 “脱

敏” 的功效， 帮助国人克服了对诺奖的

复杂心态。 围绕着他的获奖， 大众不同

的意见和情绪似乎在发酵 ， 狂喜者有 ，

惊愕者有， 尖刻的嘲讽和挖苦也有。 我

甚至听到过有的言论说， 要把莫言的书

下架 。 以如此 “文革 ” 思路对待作家 ，

还是让人惊讶， 你可以不喜欢， 但不能

这般偏激。 有句话很有道理， 适用每个

人反观自己： 偏见往往来源于无知， 我

们对一件事情知道得越少， 越容易形成

强烈的、 单纯的看法。 频频 “开枪” 者，

也许一本莫言的书都没读过， 只拿莫言

抄写过延安文艺讲话来阔谈他的人格和

道德。 抛开这只是个文学奖不说， 谁敢

把自己放在一个显微镜下， 保证自己的

人生都是由无比正确的部分组成？ 倒是

当局者的态度让人欣赏。 莫言说， 我是

在旁观一个叫做莫言的写作者， 这个机

会千载难逢， 必将受益终身。 跳脱开当

局者， 像旁观者一样清醒地看自己， 莫

言的态度很有点魔幻现实主义的味道。

所谓大悲， 是指南怀瑾的离开 。 早

在五十多年前 ， 南怀瑾就已声名鹊起 。

1976

年， 根据南怀瑾演讲辑录的 《论语别

裁》 在台湾出版， 受到狂热追捧 ；

1990

年， 他的著作引进大陆， 同样掀起 “南

怀瑾热”。 他一生争议不断， 被一些人尊

为一代宗师、 道家隐士， 也有人认为他

是文化骗子、 高级策士、 “野狐禅”。 他

离开了， 有关他和他的作品的争议并没

有停止， 争议集中在他到底算不算国学

大师上。 在有关他的争议的人群中， 有

不少文化名人 。 譬如 ， 台湾作家李敖 、

历史学家许倬云 、 著名学者张中行等 。

他的太湖大学堂也影响了不少科教界的

人物， 南方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就曾追

随他听经十年。 南怀瑾到底是怎样的一

个人物？ 本是仁者见仁的事情。 南怀瑾

曾说过： “我从来把自己归入旁门左道，

而非正统主流。 我只是一个好学而无所

成就 、 一无是处的人 。 一切是非曲直 ，

均由读者自己去判断。” 当事者的这一清

醒的姿态， 倒值得我们这些旁观者玩味。 相

对正统的学院派来说， 他的确算是一个江湖

派， 可无论如何， 他是传统文化的传播者，

不过提供了一个特别的角度： 不那么传统和

严谨， 更大程度上依靠直觉。 学问越辩越清

晰， 若能在社会上唤起对佛学等传统文化的

热爱和尊重， 他自有他的价值， 南怀瑾的意

义需要时间去证明。

本月还有个人物刺激了我们原本有些麻

木的神经。 清华大学教授程曜因为学校擅自

将他撰写的内部评估报告的内容发在个人网

页， 选择绝食抗议。 终于在绝食第五天， 系

里撤下网页， 并向所有教师道歉。 作为局外

人， 我跟很多人一样， 觉得程教授是小题大

做， 这样做至于吗？ 可是当了解程曜为此事

抗议一年多， 了解程曜认为当时是在论文发

表的微妙时刻， 涉及造假， 关系到知识产权

的问题时， 了解到程曜之前发表的 《救救这

些孩子》 的文章， 对清华学生不问问题、 对

分数的过于敏感深以为忧， 你就能更深刻地

理解他绝食抗议的初衷。 “社会很糟糕， 但

没有人出头永远不会改变。 如果变革成功，

他们就是英雄”， 程曜家人的这句话也许有

助于我们以当局者的心情去看待绝食事件。

有些事情我们希望能以旁观者的姿态唤起一

份清醒， 但是有些事情不妨以当局者的角度

来体味， 因为人在不经历一些事情之前， 永

远都不够了解自己， 当然， 也包括我们身处

这个社会的各色形态和价值观念。 因为， 关

心他就是关心你自己， 社会的进步也就是靠

公众这一点点的努力慢慢取得， 这就是文明

的步伐在前进。

月末谭

一家言

“

表情榜

李舒曼： 较真的效应

前襟向左， 右边一片压住左边那片， 按

照中国古代习惯， 只有死者和部分少数民族

穿左衽， 汉服的正确穿法应该是右衽 。 然

而， 人教版七年级 《中国历史

(

上册

)

》 中

屈原穿的衣服竟是左衽。

发现错误的是武汉七一华源中学初一女

生李舒曼。她把这个发现发布到论坛上之后，引

起热议，人教社做出应答，坦承插图印制有误。

事情并非就此而止，这个女孩的举动引起

了示范效应，不仅网友纷纷给教材挑错，甚至

李舒曼所在城市的多所学校开展 “晒失误”活

动，学生纷纷在课堂上给老师找问题、挑毛病。

虽然压力增大了，但老师们却欣然表示，“独立

思考、质疑能力就是要从小培养”。 也许，比起

拼分数，这才是基础教育的题中之义。

早上

6

点起床、 锻炼、 吃早饭，

40

分钟

后便开始一天的学习， 晚上

10

点半听英语

新闻，

11

点到深夜

1

点读书、 背单词……拥

有这样作息时间表的清华博士生马冬晗与她

同样在清华就读的双胞胎妹妹马冬昕， 被网

友冠以 “学霸” 称呼。

意外走红的“学霸”收获赞叹的同时也招

来非议———书呆子！应试教育机器！这非议让

一部分孩子很解气， 因为这两个如雷贯耳的

名字对她们曾经的同学来说就像是梦魇，即

使小她们两届的学弟学妹也在网上无奈地发

帖表示，当初父母总是拿姐妹花与自己比较，

感觉自己平凡得“该死”。

其实，无论是姐妹花的被非议，还是同学

们的被阴影，都配得上一声叹息。 花朵无论是

鲜艳还是素淡，都有自己的美丽。 只要为自己

的理想去努力，每一种生活方式都值得尊敬。

马冬晗： 学霸的阴影

魏骁勇： 劈砖的意义

读后感

徐立： 抠门的老头

6.3

元如何过一天？ 当这个参照中国扶

贫标准的 “贫困秀” 在网上热翻了天， 一个

82

岁的 “抠门” 老人悄悄告别了人间。

虽然每个月有近

4000

元的收入， 但湘

雅二医院眼科退休副教授徐立给自己定下的

伙食标准是一天不超过

5

元钱。 大冷天， 拄

个拐杖， 顶风冒雪走到更远的商店， 就为买

鸡蛋一斤能便宜两毛钱。

这个“叫花子教授”用“抠”出来的钱做什

么？国内遭灾，他必定捐款；有病人缺钱，他必定

帮忙。最让他上心的是资助贫困学生，有次他上

手术台前突然哭起来， 他担心若自己下不了手

术台，他资助的没有毕业的贫困学生怎么办。

不过， 谁也不知道他究竟资助过多少学

生， 因为他连说说自己的事儿都很抠门， 有

记者要报道他资助学生的故事， 跟了他整整

两天， 也没有问出一句话。

”

最是文人真本色

———回应 《莫言 ： 站在人的立场写

作》 （

10

月

13

日）

“最是文人真本色”， 读完这篇文章

之后， 我头脑中冒出来这样一句话。 他

面对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所表现出来的淡

定、 幽默， 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充满自信

的作家所表现出来的文化自觉和意识。

莫言无疑是属于成功的作家， 他的

成功不只是这次获奖， 其实早在上世纪

80年代， 他就天马行空， 恣意汪洋， 以

构建出来的文字世界在中国掀起“莫言

旋风”； 莫言也是中国作家中作品被翻译

最多的作家之一， 莫言以其文学作品向

世界宣告了中国文学的独特魅力。

莫言的小说具有一种特别的魔力， 一

种对现实和历史的反思， 莫言以其想象力

丰富了历史空间， 以画面性的故事把我们

带回到历史的真实之中去。 莫言文学世界

的魔力究竟在哪里？ 就在于他为百姓写作，

立足民间， 关注民间， 反映民间， 表现民

间， 才得到了民间的认同， 这也是他写作

的边界。 这种民间性构成了他文学的力量，

足以震撼世界。 他说要用奖金在北京买一

套房子， 他接受访谈时说最大的愿望就是

结束访谈……获奖之后的这些表现， 显示

出莫言淡泊名利、 超然物外的人生境界不

是偶一为之， 而是从他的精神血液里流淌

出来的人格魅力。

———南京市教育科学研究所洪劬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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