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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开蓉的腿是在 2020年 5月 17
日摔伤的：她爬上窗台晾衣服，脚底

一滑，从 6 楼跌落，直直地摔在坚硬

的水泥地上。之后的 3 天，开蓉都在

闯“鬼门关”，直到她在 ICU醒来，得

知自己内脏严重受损，全身多处重

度骨折。

距离高考只有 40 多天，开蓉的

高考冲刺被迫暂停，她在医院的病

房开始了长达近5个月的康复生活。

在 ICU 的最初半个月，不能吃

东西、不能喝水，甚至不能翻身，靠

输液维持生命。脱离生命危险之后，

刘开蓉转院到了广元，进行恢复治

疗。吃药、打针、做理疗，生活好像只

剩下了这3件事。

恢复治疗的过程十分痛苦，每

次都让开蓉大汗淋漓，身上的衣服

几乎没有干爽过；一大把药片像吃

饭一样吞，苦涩的中药汤像喝水一

样咽；身体的伤痛和对未来的焦虑，

又时时让她从睡梦中惊醒，枕头上

的水渍，分不清是汗，还是泪。

这段经历是班主任吴晓东向记

者讲述的。开蓉回忆起住院的那段

时间，对身体的伤痛提得少，更多说

起的是自己想回学校而不得的无

奈。

很难想象错过高考对一名高三

生来说意味着什么。开蓉说，刚出事

头几天，她天真地以为自己还有希

望赶上高考，然而现实很快就让她

清醒过来。高考那几天，开蓉躺在病

床上整天整天地哭，“同学跟我说题

不难，我就觉得，怎么会这样。”她用

“绝望”来形容那几天的心情。

等病况稍好一些，刘开蓉让妈

妈拿来一些书，想着能够翻看，也不

至于太“掉队”。可是伤痛让她甚至

连翻书的力气也没有。

这个夏天，广元市旺苍东城中学的刘开蓉收到了中国矿业大

学的录取通知书。或许在外人看来，这个成绩并不耀眼，但当你听

了开蓉的故事，了解这一年来她所经历的一切，你一定能体会到这

份录取通知书背后沉甸甸的分量。

一份来之不易的
录取通知书

——记刘开蓉的高考故事
■ 记者 梁童童

见到刘开蓉时，她刚在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做完检查，穿着一身红白配

色的汉服，手上拿一把折扇，上面写着“平安顺遂”。扇子是今年4月她买

给自己的，“算是对我自己的祝福嘛。”露出两颗洁白的虎牙，刘开蓉笑得

有些羞涩。

刘开蓉喜欢穿汉服、听相声，喜欢中

华传统文化，最喜欢的科目则是化学——

两者结合，她的梦想是去故宫修文物。姐

姐刘俊华说，这是开蓉从小的目标。“她一

直都很有自己的想法。”

刘俊华说，开蓉复读的这一年，妹妹

看起来跟其他高三生没有什么区别，除了

学习就是学习。伤病，除了让行动不方便，

似乎也没有什么别的影响。但她知道，开

蓉只是把康复的压力藏在了升学的压力

之下。因为腿疼睡不着的时候，开蓉才会

来找姐姐，倾诉内心的千头万绪。

跟刘俊华聊天时，开蓉坐在一边的沙

发上，时而发呆，时而玩会手机。那天，她

刚在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做完检查。直到现

在，她的右腿神经挫伤仍未痊愈，且时时

会有后遗症状发作，每过一段时间，都要

去医院复查理疗。

“肯定会对未来有担心啊，军训肯

定是训不了了，体育活动估计也参加不

了，还不知道有哪些不方便的……”开

蓉说着，不时看一眼窗外又下大的雨，

“但是我觉得也还好，毕竟生死我都熬

过来了。”

为她做检查的那位医生曾感慨她“命

大”。“医生说，我这个摔法，不死也是重

伤，我能恢复到现在这样已经是万幸了。”

话音顿了一下，微笑又浮现在开蓉脸上，

“所以错过了一次高考又怎么样呢？我还

是相信，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配合治疗、康复训练、忍痛学习

……聊起这些在当时坚持下来的

事，回头望去，开蓉感叹：“还是很佩

服我自己。当时可能就觉得，是一定

要做的事情，然后就这么上了。”

聊天过程中，开蓉经常会使用

的一个句式是：“xxx 对我也特别

好。”从住院时的医生、护士姐姐，到

学校的老师、同学，似乎开蓉遇到的

每一个人都是大好人。“可能是因为

我特别乖吧，哈哈，都心疼我。”

班主任老师吴晓东听闻刘开蓉

出事，立即赶到医院，在手术室和病

房外守护了她整整一天；此后，吴晓

东和其他老师、同学们也时常来探

望。学校为她组织募捐、申请困难补

助，减免了部分学习和生活费用；高

考时，为开蓉申请了特殊通道，吴晓

东开车接送她进出考场。

同桌的唐晓莉给予了开蓉很大

的帮助。因为开蓉行动不便，许多小

事都需要唐晓莉帮助她完成。本来

只是点头之交的两个女孩子，在这

一年中变得十分要好。今年，开蓉生

日，唐晓莉为她准备了一个生日蛋

糕。

“我本来不想过的，因为我的生

日离高考很近，而且就是我摔下去

的第二天。”去年的生日，开蓉在

ICU 里、在昏迷中度过。“今年唐晓

莉给我买的蛋糕，特别好吃。”开蓉

说。

但说起最想感谢的人，毫无疑

问是妈妈。开蓉住院那天，妈妈也住

进了医院，照顾开蓉所有的饮食起

居；在开蓉因为焦虑而发脾气时，包

容她的一切情绪；开蓉返校后，妈妈

每天中午都把饭菜送到教室里。当

她从摔倒的地方挣扎起身时，妈妈

用她的一切给女儿支持和保护。

度日如年的日子，就这样过了

近 5 个月。2020 年国庆假期结束，刘

开蓉的伤情稳定了些，能够下地走

路了。她的右臂被诊断为“开放性+
粉碎性”骨折，用以支撑固定的钢架

一直架到了肩上，高高耸起；她的右

腿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走路时难

以保持重心稳定，一碰就会摔倒。医

生建议她再休养一段时间，但刘开

蓉毅然决定：回学校学习！

终于能够重新回到课桌前，但

一切都变得艰难很多。首要难题是

写字。开蓉右手的食指、中指都不能

正常弯曲，她只得用无名指和小指

握笔，书写缓慢，笔迹变形，自己的

作业都不能及时完成，更不要说跟

同学一起做测验了；因为腰伤，久坐

对她而言都是一种煎熬；知识点生

疏已久，以前的优势学科，现在都要

重新起步。

开蓉说，她也很多次产生过“混

日子算了”的想法，但这种想法一产

生，就会觉得很对不起自己，也不想

辜负亲人和老师的期待。于是，她咬

着牙、流着汗，做不完的卷子，就稍

后再交；字写不好，但卷面必须干净

整齐；身体酸痛了，就趴在桌子上听

课；成绩掉下得多，就一分一分往回

补……

开蓉身上浓郁的中药气味和她

顶着右肩的支架在教室一角刻苦学

习的形象，都深深烙在老师和同学

的脑海里。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凭着

扎实的基础和坚强的意志，刘开蓉

的身体慢慢地好转，她的成绩也逐

步回升。

半年之后，她在广元的一诊考

试中终于考出了原先的水平。“那次

考试以后，我就更加相信，我可以

的。”开蓉说。

今年高考，刘开蓉以586分的成

绩考入了中国矿业大学，而且录取

专业是自己喜欢的化工类专业。

意外 ——

离高考还有40多天，她从6楼摔下

重启 ——

只能用无名指和小指握笔，“我可以的。”

感恩 ——

“XXX对我也特别好”

勇气 ——

“毕竟生死我都熬过来了”

暑假里的这些天，我每天

下班回家，路过楼梯拐角时，就

能闻到从一楼住户厨房里飘出

的浓郁香味。

这个一楼住户家有一个聪

明的女儿，正在武汉上大学。

放暑假前，我很少能看见她家

厨房里会有忙碌的身影，更别

说会有什么香味从厨房里飘出

来。

那天早上，我去上班，迎面

碰见这位一楼的女主人。她正

从菜市场回来，手里提着鱼和

排骨。我停下脚步，笑着问她：

“姑娘放暑假了，这些天我天天

闻见你家厨房里的香味，今天

是做鱼汤和红烧排骨吧？”

“是的呢，我家丫头昨天要

吃红烧鸡翅，今天专门点了鱼

汤和排骨。”女主人满脸幸福地

答道。

那一刻，我突然被女主人

的幸福打动了。为了女儿，一

大早去菜市场，天又这么热，每

天都变着花样下厨给女儿做

饭，她不仅没有一点怨言，还满

脸洋溢着微笑。我想，女儿不

在家时，夫妻两人绝对不会费

如此周折，奔忙在菜市场和厨

房之间。

我突然想到了自己。还是

学生时，我每周六回家，家里就

像是来了什么重要客人似的那

样热闹。母亲早早就会在厨房

里忙碌起来。这个时候，父亲

也会给母亲打下手，帮忙宰鸡、

杀鸭，择菜、洗菜，从菜园子到

厨房，父亲忙得脚不沾地。常

常还没到中午，厨房里就飘满

了诱人的香味。那些放假的日

子，只要我回家，母亲仿佛尽力

把家里最好的菜肴，都让我品

尝一遍。等我周日下午离家返

校，家里的厨房又恢复了平静，

香喷喷的味道也随之消失，父

亲和母亲又开始了“糊弄”的生

活。

后来我上大学、结婚，到城

里工作，也只有在假日，才会有

时间回家看看父母。每次回

家，母亲仍会像变戏法似的，从

冰箱里取出许多菜，在厨房里

忙个不停。

记得有一次，父亲给我打

电话，说他在沟塘里捉到了几

条大黄鳝，叫我们放假回家一

起吃。恰巧，那个周末比较忙，

没能抽空回家。好不容易等到

下一个假日，当我和老公带着

孩子回家时，发现父亲养在桶

里的黄鳝死了。

“黄鳝活着时，你和妈在

家，为什么不烧来吃？”看见几

条大黄鳝就这样死了，我觉得

非常可惜，这样责问父亲。

“黄鳝昨天还好好活着，突

然就死了，真的没想到。”父亲

讪讪地说道。

“你爸天天忙着给黄鳝换

水，我说时间长了怕黄鳝死了，

你爸总是说，闺女喜欢吃，再等

几天闺女就放假回家了，不会

死的，不会的。”母亲也叹气。

其实我是知道父亲的。父

亲知道我自小爱吃黄鳝，所以

抱着幻想，希望黄鳝能够活到

我们回家。

虽然没吃到黄鳝，但是我

仍觉得无比幸福。因为在父母

的厨房里，如果有了好菜，父母

总是想方设法留着，等孩子假

日回家，再用心烹制我们爱吃

的菜肴，这假日里的厨房，永远

弥漫着爱的味道。

假日里
的厨房

■ 鲍海英

梁童童 摄

受访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