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邢占一治印

补记

坚持到底
就是胜利

核心
提示

1995年出生的柳静，10岁时遭遇车祸失去
一条腿，疼爱她的父亲也离开了她。为了将她养
大，母亲组建了新家庭。善良的继父不惜借债为

她进行后期治疗，同时鼓励并悉心培养她。2010年，柳静
走上了体育运动之路，先后练习了举重、游泳、轮椅篮球、
手摇车、高山滑雪、越野滑雪等项目。至今，柳静在各种比
赛中共夺得15枚奖牌，其中包括6枚金牌。目前，她正在
为迎战2022年冬残奥会而刻苦训练越野滑雪项目。

2005 年遭遇车祸，2010
年走向运动场，2014 年摘得
人生的前两枚金牌，不幸的遭
遇让柳静学会了坚强，一次次
失败让她懂得了坚持的力
量。其实，人都是在挫折中成
长起来的，正如柳静所说：“天
无绝人之路，要在危机中看到
希望。”

柳静遭遇车祸卧床的那
段时间，亲人们对她不离不
弃，特别是她的继父王扶栋，
满怀希望带着她四处治疗。
一次次无果而归，没有击败这
对农家夫妇，是家庭的爱让希
望之火越燃越烈。从战胜伤
口不愈合到成功接受整形手
术，从拄拐蹒跚走路到重返课
堂，从一次次转换训练项目到
摘得一枚枚奖牌，柳静用经历
和结果告诉我们，坚持到底就
是胜利。

诚然，仅仅坚持是不够
的，坚持的背后还要有支持
的力量。柳静最初练习举
重，后又练习游泳，而后是轮
椅篮球，直到练习手摇车项
目，她才真正“找到自我”。
只有敢于尝试，才能知道是
否适合，但尝试需要勇气，更
需要支持。试想，每一次转
换训练项目，能不增加家庭
负担吗？在接受采访时，王
扶栋道出了心里话：“其实最
害怕换项目，一换就得从头
开始，当然少不了花钱。但
不管怎么难，我们都支持她，
哪怕是借钱。”

努力不一定成功，但放
弃注定失败。当看到柳静
风光地站在领奖台上时，
或许你没有看到她背后的
艰 苦 付 出 。 柳 静 告 诉 记
者，手摇车项目除了常规
体能训练外，平均每天要
练习手摇车 5 个小时，每次
的里程都在 70 公里至 80 公
里之间，而且多是坡路，“对
臂力是个很大的考验，每
天胳膊都很酸痛。”

张富丽翻出手机里柳
静发给她的一张自拍照说：

“看着孩子都心疼。”照片中
的柳静，衣领结了厚厚的
冰，但她依然笑得很开心。
张富丽解释说：“想想也正
常，在零下二十几摄氏度的
室外训练，呼出的气在领口
结冰是常事。”

人生好比是无数场的比
赛，有入围赛，也有晋级赛，
还有淘汰赛，但无论入围还
是被淘汰，我们都应该有一
份超越自我、挑战自我、战胜
自我的心。柳静以她的经历
诠释着坚持的力量。

寒冬时节，披着银装的三棱山
近在眼前，山的北面是阜新蒙古族
自治县化石戈镇万德号村。遥望
过去，一栋栋平房的烟囱冒着缕缕
青烟，让人瞬间感受到一种久违的
烟火气。

“老丫头真会疼人。”1月4日中
午，坐在屋内热乎的火炕上，村民王
扶栋发出感慨。他口中的“老丫头”
是女儿柳静。几分钟前，在滑雪训练
基地训练的柳静与他们微信视频时

说：“我这边最低气温零下27摄氏
度，家那边一定也很冷，你们别舍不
得，多烧点煤，让屋里暖暖乎乎的。”

哞、咩的叫声不时透过玻璃窗
传进屋来。王扶栋看了看院中的
3头牛，“牛是柳静给买的，她总惦
记家里。”话音未落，他又将目光投
向远处的三棱山，“每当我遇到困
难时，我就会望着三棱山发呆，是
它教我战胜了一个又一个困难。”
王扶栋的思绪回到了十几年前。

爱让残疾女孩对命运说不
本报记者 年旭春

“当初，她们母女俩真是太难了！”
王扶栋望着坐在对面的张富丽说。

张富丽原本有一个幸福美满的
家庭，有疼爱她的丈夫和乖巧的女
儿，但一场突如其来的车祸，瞬间将
这个三口之家撞得支离破碎。

2005年10月6日晚，张富丽的丈
夫驾驶摩托车带着她和女儿柳静行
驶在乡间小路上。在距家约 1 公里
处，对面一辆三轮车亮着大灯行驶过
来，在错车的一刹那，三轮车车厢上
横绑着的木杆将一家三口刮倒在
地。在送往阜新市内医院的路上，张
富丽的丈夫停止了呼吸，张富丽骨盆
粉碎，柳静被撞掉一条腿。经医护人
员奋力抢救，昏迷了三天三夜的柳
静，奇迹般地苏醒过来。当得知父亲
去世和自己失去左腿后，她失声痛

哭。“那时我才10岁啊，感觉就像天塌
下来一样。”在接受电话采访时，柳静
说起当初的感受。

柳静至今记得救护车将她送回
家的情景，“家还是那个家，但已物是
人非，炕上躺着的只有我和妈妈。”好
在柳静的姥姥姥爷对她们不离不弃，
每天照顾、陪伴可怜的母女俩。

车祸之后，柳静失去了童真的笑
容，性格也变得内向。2006年春天，柳
静终于能坐起来了。透过窗户，看着小
伙伴背着书包从家门前走过，柳静暗下
决心，“我要站起来，重返校园学习！”

柳静开始练习拄拐走路，她的腋
窝经常被顶得红肿疼痛，妈妈心疼女
儿，就缝了一个松软的小垫子垫在柳
静腋下。不久之后，柳静终于能依靠
拐杖行走了。

突如其来的车祸，撞碎一个幸福家庭

村里人看张富丽母女俩可怜，多
次想帮张富丽再找个“当家的”，可介
绍了好几个都没成。“我是三级伤残，
干不了啥活儿了。柳静是二级伤残，
后期手术及治疗还得花不少钱，人家
嫌我们俩是累赘。”张富丽回忆说。

2006年，同村人王扶栋出现在张
富丽和柳静面前。他不挑张富丽干不
了活儿，更不嫌弃躺在病床上的柳
静。王扶栋留给柳静的第一印象是又
高又瘦，不爱说话，“没结婚时，他就不
声不响地照顾我和我妈。”而张富丽则
认为，有人能接受她们母女俩的状况，

“那可真是大好人”。2007年3月，张
富丽与王扶栋组建了新的家庭。

柳静虽然不反对母亲找一个伴
儿，但当继父进入她的生活时，她称呼

其为“大大”。一年后，一个男婴降临，
心细的王扶栋发现柳静不高兴，安慰
她说：“老丫头，虽然你小弟出生了，但
我只能对你更好，不能差着你。”

王扶栋没有食言。那时，柳静的
伤口经常流血，疼痛难忍，他就背着柳
静奔走于阜新市的各个医院。听说北
京的医院手术做得好，他就背着柳静
去咨询。柳静在微信视频中深情地
说：“爸爸背着我四处去看病，让我重
新感受到父爱，感受到家的温暖。”

遗憾的是，王扶栋背着柳静寻来
问去，人累得够呛，钱花了不少，却一
直没找到好的治疗方案。后来，王扶
栋想出一个简单办法——拿着柳静
的伤口照片去咨询。

转机出现在 2009 年。王扶栋再

次拿着照片来到中国医科大学附属
第一医院，两名专家答应尝试为柳静
进行手术治疗。医生们反复研究了
一个月，并请来北京的专家一起会
诊，最终确定了手术方案。

又一难题摆在柳静一家人面前：
手术费用不够。为了让柳静能尽快接
受手术，王扶栋下了决心，对张富丽
说：“我们借钱也要给孩子治疗。”在媒
体的呼吁下，社会各界爱心人士伸出
援助之手，加上王扶栋、张富丽东挪西
凑的钱，柳静如愿接受了整形手术。

王扶栋告诉记者，为柳静进行后
期治疗共花了十多万元，欠下 6万元
外债，直到 2018年才还清。柳静说：

“2011 年除夕夜，我改口称他为爸
爸。我爸真是个大好人！”

借钱也要治疗，让柳静再次感受到父爱如山

有人说，命运就像一盘棋，可以
自己主宰，也可以任人摆布。从小性
格坚韧的柳静，在爱的包围中，慢慢
走出阴霾，接受了自己成为残疾人的
事实，但她不接受命运的摆布，开始
向命运发起挑战。

2007 年，柳静拄着拐重返校园。
为了接送她上学，王扶栋买了一辆带
篷的三轮摩托车。因病情反反复复，
耽误了很多上课时间，柳静的学习成
绩受到影响。

2008年的一天，柳静在家随手打

开电视机，看到屏幕上正在直播残奥
会比赛，赛场上运动员们不服输的拼
搏精神感染了她，一个念头闪过她的
大脑，“我也要站在领奖台上，我要向
命运说不！”

柳静兴奋地把自己的想法说给
张富丽、王扶栋听，他们当即表示支
持。2009 年，柳静在中国医科大学
附属第一医院做完整形手术后，身
体状况逐步好转。2010 年 9 月，在
阜新市残疾人联合会的帮助下，柳
静结识了举重世界冠军、阜新市体

育运动学校举重教练魏香颖。尽管
没有训练残疾人的经验，魏香颖还
是收下柳静，带她进行体能和举重
训练。

为了让柳静在体育运动方面取
得更好成绩，不久之后，魏香颖把柳
静介绍到省残疾人训练中心练习游
泳。因游泳成绩没有起色，2011 年 2
月，柳静又练起轮椅篮球，幸运的是
这一次有了成绩——在第八届全国
残疾人运动会上，柳静所在的轮椅篮
球队获得第五名。

每一次转换运动项目，都意味着
从头再来，但柳静咬牙坚持着。和柳
静一起咬牙坚持的还有她的父母。

“愿意练啥都行，就是借钱，我和你妈
也支持你训练。”每次柳静遇到挫折，
王扶栋都这样对她说。

2012年初，省手摇车队教练刘伟
邀请柳静加入手摇车训练，柳静高兴
地答应了。2012年 5月，柳静来到省
队手摇车训练基地，每天参加高强度
的体能训练和混合训练，其手摇车技
术不断得到强化。2014年 5月，全国

第九届残疾人运动会手摇车项目在
广州市开赛。暴雨中，柳静操纵着手
摇车在积水的路面上疾驰，冲向终点
的那一刻，她的眼里、耳朵里、嘴里浸
满了浑浊的雨水。在这次比赛中，柳
静一举夺得两枚金牌。

柳静告诉记者，在参加的各种赛
事中，她共夺得 15 块奖牌，其中 6 块
金牌、6 块银牌、3 块铜牌。目前，为
迎战 2022 年冬残奥会，柳静正在黑
龙江省牡丹江市双峰滑雪场训练越
野滑雪。

走出阴霾，向命运接连发起挑战

柳静（左）与教练王锦芬在双峰滑雪场合影。（采访对象提供）

王扶栋、张富丽与女儿柳静在进行微信视频聊天。 本报记者 年旭春 摄

2018年，柳静在奥地利参加高山滑雪比赛后留影。（采访对象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