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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城相亲

宽容谅解习惯适应
然后携手一生

我的轮椅人生
2003 年冬天的一场大雪，改变
了哈尔滨姑娘杜敏的人生：
在去滑雪
的路上，一辆大卡车撞上了她乘坐的
小车，正值花样年华的她成了一名严
重的脊髓损伤者，再也不能正常行
走。经历过悲伤和绝望后，杜敏借助
轮椅开始了新的人生。她不仅生活
能够自理，还能开车上下班。如今，
她在位于市第九医院的“恰如家”养
老助残爱心服务中心担任培训老师，
教脊髓损伤者学习康复，鼓励大家乐
观面对。

父爱给我生的勇气
我母亲早亡，16 岁就独自离家在外
求学。从电脑培训学校毕业后，我在哈
尔滨的一家广告公司从事平面设计工
作。那时的我，有充沛的精力去尝试很
多事情，对未来充满了憧憬。但 2003 年
冬天的那场车祸改变了我的人生，我醒
来后在医院里躺了整整三个月。
刚开始躺在病床上时，医生说我一
个 月 后 就 能 康 复 ，其 实 那 是 善 意 的 谎
言。在这个谎言的慰藉下，我期盼着很
快能像从前那样健步如飞。一个月过去
了，我仍旧只能躺在床上，连翻身都困
难，但我还是积极配合治疗，每天把自己
的脸擦得干干净净，笑着告诉每一个来
看望我的人：
“医生说我能够好起来的。”
“两个月后会好起来的。”
“三个月后
会好起来的。”……医生的话让我隐隐感
到不妙，但是我依然坚信自己一定可以
站起来。
三个月后，我被转入了康复医院。
我平时爱臭美，转院的时候，爸爸给我买
了一个小巧漂亮的轮椅。有时候，我会
滑着轮椅去各病房串门，听到伤友夸我
和我的轮椅漂亮，就特别开心。
起初，我以为去康复医院是接受更
好的治疗，直到有一天，一位伤友满是绝
望地告诉我：
“ 治什么治啊，我们永远也
好不了了！我已经躺了七年！”
那一刻我彻底崩溃了，开始拒绝治
疗，更拒绝坐轮椅。我每天躺在床上以
泪洗面，有人来了就把头蒙在被子里谁
也不见。我茫然无助，想死都死不了。
车祸后，父亲一直在医院陪我，其实
他比我更早知道这个结果。绝望的我根
本没有注意到父亲的感受。他把所有的
痛 苦 埋 在 了 心 里 ，只 是 鼓 励 我 配 合 治
疗。在我心如死灰的时候，医生劝我：
“人生的路还长，你要学会自理。你不知
道你爸爸每天蹲在病房外偷偷抹眼泪
吧？他每天帮你擦洗、翻身，图什么？为
了你爸爸你也该好好活着！”是啊，我怎
么没有想到这一点呢？我受伤后，爸爸
一下子苍老了很多，他一个大男人为我
端盆倒水多不容易，是我的自私让他忍
受了更大的痛苦。我要好好地活下去，
让爸爸能够放心去做自己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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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敏（左）和同伴在轮椅舞蹈比赛中。 受访者供图

舞蹈让我找回自信
在车祸中，我的脊椎严重损伤，导致胸部以下失去知觉。2004
年底，我选择了出院。为了不麻烦家人，我租住在离康复医院不远
的地方，在那里待了四年。前两年，有保姆照顾我，我从网上找到
一些资料，跟着视频练习，慢慢地学会了翻身，还学会了上下床（就
是从轮椅上挪到床上，从床上挪到轮椅上）。在网上，我结识了一
些同样脊髓损伤的朋友，大家相互鼓励。我还学会了做饭、打扫卫
生，利用自己的电脑知识，在网上为瑞星杀毒软件做推广，这份工
作给我带来了每月两三千元的收入。在后面的两年时间里，我辞
退了保姆，
自己照顾自己。
2008 年，我在网上认识了伤友小庞，从她那里知道了轮椅舞
蹈。舞者坐在轮椅上旋转，划出优美的弧线，就像一只只飞翔的蝴
蝶。看了网上的视频后我俩都很激动，决定结伴去北京学习轮椅
舞蹈。
我和小庞搬到了一起住。她是第一个与我在现实中见面的伤
友，在共同生活的日子里，我们相互鼓励和帮助，向家人证明了我
们的能力。
2010 年，
我和小庞来到北京学习轮椅舞蹈。轮椅舞蹈于上世纪
60 年代在英国兴起，是残奥会的一个项目，包括摩登舞（华尔兹、
探
戈、
维也纳华尔兹等）和拉丁舞（伦巴、
恰恰、
桑巴等），
形式有独舞、
双
人舞蹈、
混合舞蹈和集体舞。在训练中，
我们最先练的是轮椅转圈，
练
好了这个基本功后，
就可以在轮椅滑动的同时做一些动作了。为了防
止转圈时人从轮椅上飞出去摔倒，
就用带子把自己绑在轮椅上。高强
度的练习，
让我们的手上起了水泡，
绑带子的腿上也出了水泡，
但是这
一切都阻止不了我们对舞蹈的热爱。
舞蹈让我找到了自信，我不再是那个躲在房间里不敢见人的
轮椅姑娘。在北京，我不仅学会了在轮椅上跳舞，也认识了很多朋
友，还找到了一份满意的工作，并考取了驾照。其间我两次接到央
视《星光大道》栏目组的邀请参加节目录制，央视七套的《生活 365》
和央视五套的《体育人间》也都先后报道过我。

在宁波幸福靠岸
恢复了自信的我，只有伤残的肢体，没有伤残的心灵。2014
年春，武汉大学的樱花开了，伤友们相约在那里聚会，我也从北京
乘飞机赶了过去。古朴的建筑，彩云般的樱花，在这个美丽的春
天，我邂逅了人生的另一半。这个清秀的宁波男孩比我大三岁，也
是因为意外导致脊髓损伤。他话语不多但细心体贴，每次大家一
起过人行横道，他总是帮其他伤友挡住车辆，等大家都通过了他才
过去。一次出行途中，当我上一个陡坡时，他主动向路人求助，请
他们帮我把轮椅推上去。他没有豪言壮语，也没有甜言蜜语，只是
默默地在背后支持我。在网恋了一年后，我决定嫁给他，从北京来
到了宁波。
我们的婚礼在宁波举行，亲友们从哈尔滨赶来祝福我们。婚
后两年我开始工作，在宁波江北区“恰如家”养老助残爱心服务中
心担任一名培训师，我分享自身的经历，帮助那些和我一样脊髓损
伤的朋友。两年多来，我和“恰如家”的同伴们帮助了十多位伤友
重建自信、重塑自我。他们中有的人也和我一样学会了生活自理，
考取了驾照，可以开着车在城市里自由地穿梭，他们有了更加积极
乐观的人生。
我在这里讲述自己的故事，
只是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脊髓损伤
者，
我们热情洋溢，
神采飞扬，
我们上班、工作、自驾旅游、游泳健身，
也逛街购物。我们只是换了个行走的方式，
我们一样热爱生活。

一段感情里，最怕的就是：一个很
忙，
另一个很闲；
一个圈子很大，
另一个
只有 TA；一个心思敏感，另一个又不
爱解释。彼此关系逐渐疏远，
往往不是
因为不爱了，
而是因为差异太大造成的
矛盾和误会让彼此都累了。
爱是从相互欣赏开始的，
因为心动
而相恋，因为互相离不开而结合，更重
要的一点是，相爱的两人需要宽容、谅
解、习惯和适应，
才会携手一生。
周天艾 1992 年，高 1.62 米，重 48
公斤，
本科，
老师，
年薪 10 万元。
爱笑的女生，总是传递快乐正能
量，
很有亲和力；喜欢绘画，
勾勒精彩爱
情画卷。
黄琳 1990 年，高 1.67 米，重 52 公
斤，
本科，
行政，
年薪 8 万元。
个性爽朗的女孩，快人快语，给人
放松温和的感觉；外表不错，寻找一份
厚重的安全感。
秦鸣岳 1990 年，高 1.73 米，重 65
公斤，
本科，
设计师，
年薪 10 万元。
很潮很时尚，是个运动高手，注重
养生；家境优越，
欣赏气质女生。
柴玉萍 1988 年，高 1.62 米，重 50
公斤，
硕士，
银行，
年薪 10 万元。
明眸皓齿，笑容甜美，腹有诗书气
自华，
很有知性魅力；家境优越，
喜欢大
气的男生。
吴天明 1986 年，高 1.74 米，重 75
公斤，
本科，
公务员，
年薪 15 万元。
憨厚可爱，属于微胖帅哥，为人诚
恳低调；家境优越，
爱好电影和羽毛球。
曾爱嘉 1987 年，高 1.62 米，重 49
公斤，
本科，
事业编，
年薪 12 万元。
她，离异，带一女儿，气质好，坚强
乐观，
是个厨艺高手；温和有涵养，
落落
大方。
周涵光 1985 年，高 1.71 米，重 60
公斤，
硕士，
外企，
年薪 20 万元。
他，
彬彬有礼，
看问题很深刻；喜欢
阅读，
博学多才。

红娘工作助人为乐，现招热
情热心人士加入我们，为爱推波
助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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