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秋风细雨中，金黄的银杏叶被吹

落满地，夜阑人静时，月光悄悄爬上树

梢，敲打窗棂，乐山师范学院特殊教育

学院A栋3楼的考研自习室里，陈润卿

坚持着日复一日的考研“行程”，他俯

首案头，口里念念有词，笔下勾画忙

碌，眼里是坚定的目光。功夫不负有心

人，2021年考研成绩出炉，陈润卿以复

试排名第一的优异成绩被四川师范大

学特殊教育专业录取。深夜的星光照

亮了脚下的路，听障的困难阻挡不了

奋斗的信心，陈润卿的故事不只是励

志……

1999年，陈润卿来到了这个世界。

然而，这个婴儿沟通和社交能力的欠

缺引起了家里人的注意，通过一系列

的听力检查，医生得出了结论：这孩子

患有轻度耳聋，并且随着年龄的增长，

陈润卿的听力一直在慢慢地流失。从

四级轻度，到三级中度、二级重度，最

终，演变为现在的一级极重度耳聋。父

母抱着年幼的陈润卿，四处求医，从县

到市、到省、到全国各地……只要有希

望，他们都一直在不停地追寻，即使希

望渺茫。

“爸妈从来没有放弃过我，所以，

我也从不放弃，对这个世界充满了期

待。”陈润卿说。

读高中时，一位老师向陈润卿介

绍了乐山师范学院的特殊教育学院。

特殊教育学院成立于2015年1月,设有

特殊教育、教育康复学 2 个本科专业，

艺术设计、服装与服饰设计、计算机应

用技术 3 个专科专业。那时，他便在心

中埋下了对乐山的向往。于是，高考

时，陈润卿报名参加了单招，被特殊教

育学院录取。

第一次来到乐山师院，看着校园

内一碧如洗的蓝天和浓绿的树荫。陈

润卿想：“这是我所向往的学校，这是

我人生路的新起点，我一定要过得无

比精彩！”大学期间，他践行了这句话。

尽管在听力方面有一定障碍，但陈润

卿并不因此而放弃提升自己。无论在

学习、运动还是各种活动，陈润卿都认

真对待，用最好的面貌展示出自己的

风采。

“我第一次给他们班上课时，涉及

到助听器的特点发展和使用，所以邀

请他以亲身经历说一下。”特教学院

教师刘秋竹回忆道，本来以为只是简

单的小分享，没想到陈润卿认真制作

了 PPT，讲授的思路和内容都让人惊

喜。

陈润卿热爱文学，在大二那年，他

向全国听力障碍征文比赛投稿，荣获

二等奖“陈润卿的文字不仅美，而且很

有思想，我在指导他参赛的同时，也很

感动。”刘秋竹说。

除了文学，羽毛球、摄影、书法

……陈润卿都有所涉猎，并积极参加

校内各类比赛，多次获奖。大三学年，

由于成绩优秀、表现突出，他被评为学

校邦泰自强之星（标兵），校园之星（才

艺之星）和学校三好学生。“人生就是

不断地尝试，不断地学习，再在学习中

找到快乐。”陈润卿谈道。例如英语四

级，对听障学生来讲有一定困难，陈润

卿从大一开始，考了四次后终于达标。

“虽然英语对我来说很难，但更难的是

放弃，我不喜欢轻言放弃。”

一次与老师的谈话后，陈润卿萌

生了考研的想法，在他看来，“人生的

意义在于不断挑战自我、证明自己。”

备考期间，陈润卿每天七点半便

准时到达自习室，除了下午会在寝室

小憩一会儿，其余时间都坐在桌子前，

一直学习到晚上十点半。用他的话来

形容，考研期间他就是“早上追着初

霜，晚上迎着月光”。

因为听力问题，不管是在英语还

是“面试”环节，陈润卿都面临重重困

难。“英语听力这方面学起来和练起来

比较难，需要下很多功夫。”陈润卿说

道。面试中，他不能听见老师的提问，

只能通过讯飞语音翻译转化文字，理

解意思之后再进行回答。

“我非常感谢特教学院的老师们，

在我考研期间，他们给了我在精神上

的支持。”备考期间，每当他心态焦虑

时，老师们都会与陈润卿交谈，教授他

学习方法、不断鼓励他，一杯奶茶、一

顿便饭、几句鼓励，这些都化为无形的

力量，抚平他心中的焦躁。

谈到未来时，陈润卿的眼中充满

着希望，“我想争取在川师大多拿些奖

和奖学金，多结识一些志同道合的朋

友，毕业后找个好工作，说不定还能考

回乐山师范学院当老师呢!”
新生活即将启程，但无论在哪里，

陈润卿都会是那个“眼里有光，脚下有

路”的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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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清玄在《白雪少年》中写道：

“在我无知的岁月里，她比我更珍

视我所拥有过的童年，在她的照相

簿里，甚至还有我穿开裆裤的照片

……只留下这一点甜意，那甜意也

有赖母亲爱的保存。”

我有张幼年时的照片，大约是

一岁的时候拍的。在老家祖宅前，

黑瓦，青砖，朴素而整洁。而我穿着

肚兜，光着头，睁着一双水灵灵的

大眼睛，坐着一辆古老的孩子专用

的坐椅上。“这是你外公亲手做的，

你外公是方圆百里最有名的木

匠。”我长大后，母亲不止一次这样

告诉我。

其实我是尴尬的，照片周边有

些泛黄，而且照片上我穿得极少，样

子也挺好笑。“一点也不好看”，我总

是嘀咕着，想着要拿了来。可母亲把

它珍藏放在一个相册里，还写了编

号。更让我吃惊的是，母亲这本相

册，按我的年龄来排列，每年至少有

三到五张。

我上幼儿园时，紧紧搂着父亲

不肯下来；上中班时，跳舞唱歌的

舞台照；过生日时的一脸蛋糕；上

小学后戴红领巾，笑成一朵灿烂的

太阳花……一张张，母亲是如数家

珍，能准确地说出照片的故事。

我越长越大，照片就越多。有

一张让我难忘。上初中那年，我磨

着母亲，要她答应我学骑自行车。

那时候，骑自行车是非常流行的事

情，骑去学校，可以缩短路程，又威

风。母亲经不起我撒娇，就答应了。

我欣喜地推着车就冲出门，结果没

过十分钟，就冲进了家门前的沙堆

上，脚蹭出了血，手也擦伤了。母亲

听到声音，赶紧出来，看到我狼狈

的样子，又气又好笑。

那天，母亲帮我擦好药之后，

就逗我：“拍张照片吧，就扶着自行

车，留个纪念。”我并不愿意。但经

不起母亲再三催促，只好扶着车拍

了这张照片，手上、脚上的伤口清

晰可见。后来，母亲指着照片对我

说：“你看，不听妈妈话，受伤了还

知道不好看？这是给你个教训。”我

听着，看着照片，心中暗叫惭愧。

一年复一年，我长大后到外地

读书。离家远，假期回家也是来去

匆匆，母亲再没能给我照片留念。

偶尔，我给母亲看和同学的照片，

母亲显得有些落寞，说：“我只想给

你拍照。”我答应着，但总是未能如

愿。久而久之，母亲也没再提。

我结婚时，母亲很不舍得，婚

礼前一周回家探望。母亲拉着我

说：“好像还是小孩子，怎么就要嫁

人了？”我失笑，说：“妈妈，我都这

么大了，不是以前的小孩子了。”母

亲也笑了，说：“谁说的，你看看，在

我心里，你永远是孩子。”母亲马上

翻出那本厚厚的相册，打开，指点

着，如数家珍……我眼中突然有了

泪。我长大，母亲老去，一切都物是

人非。

后来读到林清玄写的文章，读

到他的母亲也珍藏着当年的照片。

他说这是母亲爱的保存。我心中猛

地释然，大抵天下的母亲都会这

样，对孩子的爱是永恒的。

今年的夏天有些姗姗来迟。我

感受到夏天的来临，是在彩虹里。

只要逢集，又逢到周末，我必

然要去集市。逢集的日子，格外热

闹，仿佛天下人家的烟火味都聚在

了一起。看看那些起早摸黑四处赶

集的摊贩们，面容晒得黧黑，那样

亲切。还有一堆堆带着泥土芳香的

新鲜蔬菜，简直让人穿越到乡下的

小菜园。

周末头天晚上忽然起了风，夜

里风声中仿佛听到了雨声。周末没

有闹铃催促，睡到自然醒后，比往

常有些迟了。大概夜里下雨的缘

故，天色还有些昏蒙蒙的，有几分

凉意。

起床收拾、做饭、吃饭，琐碎的

日常忙碌一番，半个上午转眼就没

了。要出门时，站在衣架旁，看着还

没有收起来的那套衣裳，就顺手拿

起穿上。虽迈入了夏天的门槛，天

气似乎一直没热起来，春衫也就一

直没有退场。

早上的集市正热闹，旁边的道

路堵着两排长长的汽车，好在我们

知道另一条路，绕远了些，终于进

到集市的停车场。下车，偶一抬头，

发现天特别干净明亮，也许是夜里

下过雨，空气也比往日清新很多。

云彩悠闲地游弋飘动，明亮的天空

与集市的喧嚣和拥挤相映成趣，一

边是碧云天的渺远，一边是俗世烟

火的绵密，天上人间，对比鲜明。

喜气洋洋的热闹和拥挤，是生

活的真正样子。吃永远是生活里的

头等大事，在带着泥土的五颜六色

的蔬菜前，谁还会端着仙女的姿态

呢？我从容地走进蔬菜水果区域，

在自行车、电动车，还有孩子的哭

闹声、大人的训斥声汇织的拥挤里

选择喜欢的菜蔬。

然而，今天总有些不同，心里

有些急，似乎脾气也有些坏。我不由

自主地撸袖子，是天热还是穿多了

呢？看过温度了，和前些天一样，难

道时间催着赶着，到底还是换季了？

“彩虹——彩虹——”正暗自

懊悔，却见刚才那两个哭闹的孩子

仰头对着天空兴奋地又蹦又跳。两

个孩子兴奋的喊声一下子惊醒了

集市上忙乱的人群，大家纷纷放下

手中的蔬菜，抬起头观赏蔚蓝天空

上的彩虹，脸上荡漾着惊喜和孩子

一样的欢欣雀跃。那一刻的集市真

安静，大家都沉浸在神奇的自然现

象里，每个人内心既庄重又喜悦。

那彩虹并不是真正弧形的赤

橙黄绿青蓝紫，而是淡淡的一片彩

云，飘在明净的天空，悠闲、美丽，

像生活里遥不可及的梦想。

彩云易散琉璃脆，那又怎样？

平淡凡俗的日子怎能没有一些美

的梦想支撑？人们举起手机，选一个

好看的角度，把最美的彩云留存。

春天的厚衣裳带来的烦恼燥

热瞬间被我抛却在了脑后。彩云散

去，生活继续。夏天来了，接下来的

生活主题该是到处觅清凉了。

母亲爱的保存
■ 何小琼

看着身边的小朋友一个个都在换牙，而

自己的牙却纹丝不动，6 岁半的女儿不禁有

些着急。“我的牙为什么还不掉呢？”好几次，

在吃早饭的时候，这个傻孩子都这样说。

终于，一天早晨，女儿发现她有颗牙松动

了，便扑到我们面前，张大嘴巴，用手指指给

我看。但那颗牙松动得不是很厉害，于是我

说：“这颗牙离掉下来还早呢。”女儿听后，一

脸失望。

之后，女儿每天都会有意无意地用手去

摇晃那颗松动的牙。一天早晨，她又在摇，我

打趣道：“别没事了就摇它，该掉的时候自然

会掉。说不定哪天早晨一起来，那颗小牙就不

见了。”

“那它会上哪儿去呢？”“它掉了后，被你

咽到小肚子里去了。”“要是我真的把牙咽到

肚子里怎么办？”女儿很担心地问。看着她那

满脸紧张的神情，我和妻子忍住笑，故意逗

她：“那样的话，小牙就会在你的肚子里扎根。

以后，你吃东西时，就不用嚼了——直接咽下

去，肚子自己会嚼的。”说完，我和妻子哈哈大

笑，女儿才知道我们是在逗她。

又有一天，女儿咬苹果的时候，“哎呦”一

声，那颗牙疼得让她没法咬。虽然这颗松动的

牙还没有“离岗”的意思，但显然它有些碍事

了。于是，我决定带女儿到口腔医院去拔牙。

路上，我问女儿：“你想听到大夫怎么

说？是把它拔掉呢？还是先留着？”

“最好……还是先留着吧……”一直把

期待“掉牙”的女儿，临近关头，却有些叶

公好龙了。“还是拔掉好，”我说，“不然会

妨碍你吃东西的。”“拔牙疼不疼？”她担心

地问。“不疼，就像蚊子叮一样。”我安慰

她，“如果会很疼的话，医生会提前给你打

麻药的。”“那打麻药疼不疼？”对疼的恐

惧，让女儿的问题没完没了，一心想在爸爸

这里得到确凿的安慰。

因为有了足够的心理准备，拔牙时，女

儿脸上是一幅坦然、冷静的表情。回到家

后，她专门找了个小盒子，将那颗牙珍藏了

起来。

女儿这次换牙的经历，带着她成长的痕

迹，让我体会到的生命拔节的声音。

彩虹带来夏天
■ 耿艳菊

女儿换牙记
■ 白云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