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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1日早上7点半，四川师

大学附属第七实验中学高一（4）班

的班主任邓宜吉像往常一样到班

上清点学生人数。她先后数了 3
遍，发现少一个学生，点名过后，确

定了迟到的学生是罗明汶。“我当

时很吃惊，罗明汶常常是最早到教

室的，从来没有迟到过。”邓宜吉

说，“我更担心他是不是出了意

外。”

过了十多分钟，罗明汶终于赶

到学校。他对老师说，自己在上学

路上遇见一个车祸受伤的老人，司

机跑了，他一直守着老人，直到警

察和医生赶到。听完他的解释，邓

宜吉半信半疑，但几个从初中就跟

罗明汶同班的同学纷纷为他担保，

告诉她说：“罗明汶从来不撒谎，而

且他常常会扶老爷爷、老奶奶过马

路。”

两天过后，邓宜吉的疑虑完全

被打消。受伤老人的亲属为学校和

罗明汶送来了表示感谢的锦旗。警

察调取的道路监控录像显示：当天

早上6：50，一位老人被一辆电动车

撞倒，司机查看老人情况后骑车逃

离。随后，一个骑自行车的男生路

过，发现受伤老人后，他立即停车，

来到老人身边，先是脱下自己的外

套，披在老人身上，由于天下着雨，

他又为老人撑起伞，一刻也不曾离

开。期间，他不断向路边的车辆招

手求助。

这个男生正是罗明汶，回忆起

当天的情境，他依旧历历在目。

“我努力向路过的车招手，但

是大多都放慢速度看了看就离开

了。”罗明汶说，“有一辆车停了下

来，我向他们求助，他们说先打

110，但他们着急上班，不能帮我

打。”又过了几分钟，才终于有一位

三轮车师傅借了手机给他，两个人

一起守在老人身边，直到警察和医

生赶到。

罗明汶告诉记者，虽然几次求

助失败，上课时间也越来越近，但

他没有想过提前离开。他说：“我相

信世界上还是好人更多，果然，我

们得到了三轮车大哥的帮助。”在

他看来，自己和三轮车大哥的举动

都是很平凡的举动，因为大多数人

都会这么做。

亲爱的毓儿：
毓儿，这次中期考试没有取得理想

成绩，你闷闷不乐的样子让爸爸很心

疼。其实，学习的过程重于考试结果，只

要你努力了，开什么样的花都是好花，结

什么样的果都是甜果。昨天是难得的周

末团聚，原计划等你补习结束后就去看

场电影，再吃一顿你最喜欢的冒菜，但爸

爸再一次爽约了。爸爸欠你太多，也有

太多的话想对你说。今天早上，很想好

好给你赔个不是，“sorry”都到了嘴边，最

终还是没有说出口。此刻，爸爸正在成

都飞往南昌的航班上，又踏上了长达一

周的出差行程。突然，我想在蓝蓝的天

空上给你写封信，让那些没机会说出口

的话飞进你的心窝。

爸爸想跟你说的第一句话是：我心

中，你最重，人生起落都是暂时的，超越

了自我就实现了梦想。记忆还烙在 13

年前的那个中午，当你哇哇啼哭着来到

这个世界时，产房推开的那一刹那，惊喜

从此就刻在了爸爸心坎上。你是爸爸收

获的最棒的果实，更是把幸福的钥匙，开

启了我们全家快乐生活的音乐盒。今

天，你才13岁，已经学会了独立生活，独

立学习，正承担着中考的压力。虽然这

次考试没有实现你的目标，但我眼中的

你是最棒的！失败是成功的垫脚石，这

个世界没有随随便便的成功，更不能轻

言放弃，只要真正付出过努力，你的世界

就没有实现不了的梦想！

爸爸想跟你说的第二句话是：人生

就是一场马拉松，不看你跑得快与慢，咬

牙坚持，跑到终点才是王者。坚韧是一

种品质，只要源源不断地输入毅力，你随

时都可以满血复活。爸爸经常告诉你：

“咬牙坚持，绝不能对生活说半个 No

字。”还记得去年的今天吗？医生告诫爸

爸必须加强锻炼。那天晚上，你说要陪

爸爸跑步。我们俩从川陕立交出发沿三

环路天府绿道一路向东，但爸爸仅仅跑

了不到1公里就累得上气不接下气，你

却一口气跑完5公里。从那天起，无论

春夏秋冬，无论刮风下雨，爸爸黎明锻炼

的时候你多半还在会见周公，爸爸午夜

锻炼的时候你早已进入梦乡。马拉松！

是你和我想都不敢想的遥远神话，但就

在昨天，爸爸这个大胖子完成了此生首

次 21 公里半程马拉松。你没有坚持跑

步，你的“马拉松”还躺在那儿等着你。

毓儿，一定要记住：没有做不到，只有想

不到！再远的路，不怕慢、只怕停。

爸爸想跟你说的第三句话是：人生

路上无坦途，只要你笑着去欣赏，山高路

陡、险滩急流皆是好风景。我常常在反

思，爸爸当得不称职。你刚出生的时候，

体弱多病，3 岁前，基本上都在医院度

过，又提前进入学校，童年少了该有的色

彩。孩子需要爸爸的陪伴，但我常常以

父亲自居，对你生硬说教，有时，还横加

批评。今天，请接受爸爸对你说声：“宝

贝！对不起！”

一帆风顺、一路顺风只是人生祝愿，

风雨同舟、乘风破浪才是人生常态。人

生如四季，冬夏分明、昼夜分明、睛雨分

明；人生有五味，酸甜苦辣麻，你要学会

摆脱情绪纠缠，及时调整自己。无论你

这次考试体会到的是什么季节、什么滋

味、什么心情，你都要勇敢地去经历、去

体验、去拥有。放下包袱，振作精神，人

生就是美妙的长途旅行。

爸爸想跟你说的第四句话是：人生

需要及时调整频道，能控制自己的现在，

才能掌控自己的未来。大海航行靠舵

手，你要做自己的掌舵人。 毓儿，你最

近学习越来越努力了，但这几次考试都

不太理想，我觉得是你调整频道、改变自

己的时候了。你应该从记忆的方法、背

诵的熟悉程度、做作业的环境、玩手机的

时间等细节开始改变。爸爸相信你，只

要你及时调整频道，努力改变自己，一定

会有惊喜发生。

时光一去不复返，一段历程一重

天。爸爸明白，越过初三，考进高中，你

就可以“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随

着你年龄的增长、学业的进步，你的生活

空间会越来越广阔，这意味着你与爸爸

的距离会越来越远。你现在慢慢成长的

过程，就是慢慢离开爸爸的过程。从今

以后，爸爸会尽量多陪陪你。让我们正

确面对困难和挫折，揣上好心情上路，把

人生当成欣赏风雨、笑看起落的美妙旅

途。

你的爸爸“翼娃”

给儿子的一封信
■ 张翼

是少年一颗金子般的心
■ 本报记者 钟兴茂 葛仁鑫 文/图

“看见老人躺在地上，满脸是血，我有点紧张、害怕，但更觉得应该去帮助

她。”罗明汶说。这个平常不善言谈的高一学生，在谈到为什么救助老人时，语

气变得十分坚定，他补充道：“如果再遇到同样的情况，我还是会义无反顾地这

么做，这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做的。”

近日，许多人为岳池县救助车祸老人的高中生点赞。在面对“路遇因车祸

受伤的老人，救，还是不救？”的灵魂考问时，他用自己的赤子之心和实际行动

给出了肯定的答案，也促使着越来越多的人反思。

那么，事情的经过是怎样的呢？救人的罗明汶是个什么样的人？是什么

支撑他做出了这样的善举？记者来到罗明汶的学校和家里一探究竟。

罗明汶平凡的善举感动了许

许多多人。

受伤老人的家属来送锦旗时，

拉着罗明汶的手，热泪盈眶地说：

“好孩子，好孩子，谢谢你呀！救了

我家老婆子的命。”

班主任邓宜吉说：“罗明汶同

学毫不犹豫伸出援手，帮助危难中

的老人，令人钦佩。他心地善良、行

动果敢，彰显了互助美德、弘扬了

社会正气，应予以表扬和鼓励！”

校长郭开全说：“罗同学有路

见不平的正义感，但并不盲目施

救，而是理智地向成年人求助，既

能见义勇为，又会冷静思考，这正

是我们要培养的学生。”

同学徐溪说：“以前，总以为见

义勇为在教科书里、在历史故事

里，没想到就在我们身边，他值得

我们学习。”

而最欣慰的则是罗明汶的父

母。父亲罗先明说：“我从心底为娃

儿的举动感到骄傲，乐于助人、见

义勇为是社会需要的，也是我们期

待的。”他们夫妻常年在外打工，罗

明汶和姐姐由外公外婆从小带大，

他们常常教育两个孩子，要懂得感

恩、孝顺，在家多做力所能及的家

务，在外礼让老人。

罗明汶的外公外婆在城郊的

老家还种了十几亩地。外公留在老

家照看，外婆则每天城里城外来回

跑。“婆婆常常告诉我和姐姐，要懂

事听话、好好学习，不然对不起她

这么奔波。”罗明汶听在耳里、记在

心里，在学校认真听课，从不迟到

早退；放学后径直回家，还主动承

担起扫地、洗碗等家务。14岁以后，

他还常常下地干活，收割小麦、水

稻时，他都在田间地头帮忙。

“内敛、认真、有礼貌、说到做

到、有责任感。”仅仅相处了半年，

罗明汶就给班主任留下了很好的

印象。邓宜吉说：“虽然他很少主动

找老师交流，但总是有问必答。他

是班上的体育特长生，每天有一节

晚自习要参加训练，但各学科老师

布置的作业、交代的任务，他都能

按时按量完成。”体育生有独立的

大课间训练活动，但邓宜吉常常看

到他在帮助同学们搬完体育器材

后，才前往自己的场地。

事件还原 一次不寻常的迟到，一桩平凡的善举

罗明汶读六年级时，就和读初

中的姐姐一起上体育教练课。教练

吴超玉说：“罗明汶看着斯文内向，

但体育方面一点就通，许多动作、

标准、要求，一教就会，又能吃苦，

在体育方面是个好苗子。”在他的

建议下，罗明汶小学毕业后，参加

了四川师范大学附属第七实验中

学的体育特招考试，不仅顺利通过

考核，还获得了学校的体育特长生

助学金，免除了初中三年的学费。

那一年，四川师范大学附属第

七实验中学开始布局初中生体育

教育，指定体育教师易杨担任一个

班的班主任。“我们班娃娃都很活

泼，学校希望我发掘他们的体育潜

能，训练出一批特长生。”体育老师

当班主任，易杨坦言，“我也是第一

个吃螃蟹，不知如何下手。”

罗明汶正好在他班上，第一节

体育课的测试，易杨就发现罗明汶

体育基础扎实、动作规范。“捡到这

么一块‘宝’，我一下子就有信心

了。”更令他惊喜的是，罗明汶不但

自己很有冲劲，还常常帮助其他同

学，纠正动作、分享经验、加油鼓

劲，为他减轻了许多负担。仅仅过

了一年，这个班就在校运会上一战

成名，综合积分全校第一，总分比

第二名多了 60多分。其中，罗明汶

贡献了 100 米短跑、1500 米长跑、

跳高的第一名。

“除了天赋，罗明汶突出的体

育成绩还与他日常的刻苦训练有

关。”易杨告诉记者，有一次，他注

意到罗明汶跛着脚还坚持训练，一

连三天，他由开始的欣赏到察觉不

对劲。带着罗明汶去医院检查后，

小腿轻微骨裂。原来，周末时，罗明

汶在家崴了脚，没告诉任何人。“我

还能参加训练吗？他当时泪眼汪汪

地问我，还是第一次见到他那么惊

慌。”易杨安慰道：“你先好好休息，

等恢复了还能继续训练的。”休养

那段时间，罗明汶就去图书馆看了

许多关于科学运动的书籍。

由于发现及时，恢复状况良

好，罗明汶赶上了那一年的岳池县

中小学生运动会，在跨栏比赛中拿

了第一名，但在随后的广安市中小

学生运动会上仅获得第二名，几年

来一直无法超越。“我的短期目标

是，拿一个全市运动会的第一。”他

顿了顿，接着说，“以后我还想拿全

省第一、全国第一。”

考进国内知名的体育院校，是

罗明汶求学路上的目标，他说：“为

此，我不仅要加强体育训练，更需

提升文化成绩，还要加油！还要努

力！”

品德培养 把教导听进耳里、记在心里、做在事里

未来目标“还要加油！还要努力！”

近些年来，“老人倒地，扶，还
是不扶”的话题备受社会争议。扶，
担心“扶”出麻烦，惹祸上身；不扶，
有违尊老、助人的社会公德，于心
不忍。16岁的罗明汶用实际行动
作出了响亮的回答。

罗明汶的善良，有他从小成长
的家庭环境的耳濡目染，更离不开
广大中小学校坚持立德树人、落实
五育并举，全面开展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的教育。罗明汶虽然学业成
绩不是最好的，但他那颗善良的心
却是难能可贵的。

令人欣慰的是，近些年不断有
像罗明汶一样善良的学生涌现出
来。如今年9月，成都中医药大学
的两位学生彭婕婷、陈家利在常德
火车站，跪地对昏倒路人实施了20
多分钟的急救；10月底，上海一位
老伯突发疾病晕倒在地，也是一名

高中生迅速上前对老伯进行心肺
复苏；还有小学生归还地铁人员5
元车费，初二男孩为阿尔兹海默症
外婆发明认人神器……当成年人
还在利益和道德间犹豫时，少年们
已经毫不犹豫地挺身而出，一次次
用纯粹友善的心灵打动着我们。

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强则国
强。一代又一代少年成长为国之栋
梁，也将肩负起国家和民族复兴的

重任。罗明汶的善举犹如冬晨冷雨
中的一束光，让我们看到了国家未
来的希望。春晚小品《扶不扶》感
叹：“人倒了咱不扶，人心不就倒了
吗？人心要是倒了，咱想扶都扶不
起来了。”有少年如罗明汶，人心、
公义就不会倒。期待更多像他一样
见义勇为、乐于助人的少年和成年
人，我们的社会就会涌现出更多温
暖的正能量，驱散所有“寒意”。

善举背后
岳池县高中生罗明汶路遇受伤倒地老人，毅然施救——

短评
有少年如罗明汶，人心就不会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