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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徐亚平 通讯员 易朗朗

一位农村残疾女作家， 不
能坐立、 行走， 身体左右摇
摆， 时常抽搐， 却以极大的毅
力自学， 通过勤学苦读， 顽强
地用鼻尖进行写作， 成为“亲
吻” 文字500余万次、 引起轰
动的作家。

“许我以微笑问候”。 她
把生活的苦难像剥大蒜一样层
层剥掉， 留下坚硬的壳与明亮
的果， 心里装着光亮， 把苦难
照得无地自容， 把灵魂的圣洁
与饱满举在眉梢。

虽与黄扬非亲非故， 但我每年都要去看
她几次。

2月5日， 农历正月初一， 诗人周自然早
间来电： 下午干啥？ 我说， 走基层， 看黄
扬。 他说“我也去”， 还带上闺女、 音乐人
颖丽来了。

出门时， 诗人樊黎君和摄影家易亮、 袁
越夫妇仿佛心有灵犀， 不约而同来了。 我
说， 我要去看看黄扬。 他们都说去。

瞧， 黄扬就这么让人牵挂和疼爱。

残疾女作家脸上绽放出灿烂
的笑容

黄扬是谁？
黄扬是岳阳一位残疾人、 女作家， 家住

岳阳楼区梅溪乡滨湖村。
她出生于1985年。 妈妈许秀梅怀着她

时， 因胎位不正难产， 黄扬出生后没有呼
吸， 输氧4个小时后才哭出声。 黄扬3岁时被
确诊患上“手足徐动型脑瘫”： 小脑损伤，
自主运动有障碍， 不能坐立、 行走， 全身时
常抽搐。

坐在客厅的一把椅子上， 黄扬身体左右
摇摆。 她把生活的苦难像剥大蒜一样层层剥
掉， 留下坚硬的壳与明亮的果， 心里装着光
亮， 把苦难照得无地自容， 把灵魂的圣洁与
饱满举在眉梢。

正月初一， 黄扬还在自己的天地里创作
属于自己的文学。 《坐观人间荷叶天》 呈现
在她面前亮着的iPad上， 格式工整而规范。

与她寒暄两句， 她脸上绽放出灿烂的笑
容。

因为疾病， 她口齿很不伶俐， 呜哩哇啦
如同说一种你听不懂的小语种。

好在她有绝招。 她用下巴点亮了 iPad。
大家还没反应过来， 她已小鸡啄食般打出了

“感谢各位老师的到来， 辛苦了！”

“坚持下来， 真的能破茧成蝶”

不能行动， 不能说话， 她上过学吗？ 她
怎么会爱上写作的呢？

“黄扬没上过学， 全靠自学。” 黄扬妈
妈告诉大家， 小时候， 黄扬每天用嘴巴和下
巴翻 《新华字典》， 每天都会全身汗透、 胸
肌红肿， 但她从未放弃， 后来就能读 《莎士
比亚选集》 《卓娅和舒拉的故事》 了。 看到
电视里有人用脚写字， 黄扬竭力模仿， 可浑
身无力； 尝试叼笔写字， 一笔一画， 口水直

流……
2010年7月的一天， 黄扬不小心从床上

掉到地上， 忽闻悦耳的歌声。 呵呵， 电视机
开啦！ 是她的鼻子意外碰到了遥控器。 她喜
坏了， 便用鼻尖调台。

黄扬盯上了妈妈的手机。 先用鼻尖开
机， 用嘴巴和下巴控制住手机， 再用鼻尖在
按键上敲字。 敲一个字， 鼻尖须触摸键盘四
五次。 她的两个胳膊压出了两道茧子。

2011年4月6日， 黄扬开了名叫“墨翼
然” 的微博：“墨代表文字、 创作及学问；
翼， 是羽翼， 希望像海燕翱翔于苍穹； 然，
期望所有梦想都能实现、 苦难都能释然。”
发现微博在举办微小说大赛， 她决定参赛。
一条微博只需140字， 但她每天弯腰敲字近
10个小时， 常常鼻内出血、 胸口疼痛。

起初， 她一天发1条微博， 后来多达15
条， 写不到剧终， 2248位粉丝都称她为“鼻
尖舞者”。 姨妈许如诗赠之 《钢铁是怎样炼
成的》， 嘱咐她“坚持就是胜利”。 黄扬看到
梦想在招手。 “我很倔！ 坚持下来， 真的能
破茧成蝶。” 黄扬自嘲时把自己笑“歪” 了。

被“夹”在1平方米的“袖珍小
国” 里勤学苦读

黄扬的文学才气从何而来？ “就是勤学
苦读， 黄扬爱读书。” 黄扬妈妈说。

黄扬有一个自己的书柜， 摆放着鲁迅的
《朝花夕拾》、 余秋雨的 《千年一叹》、 莫言
的 《红高粱》 等50多本著作。

这些书都读过？ “读过。” 黄扬说。
黄扬成天摇摇晃晃， 一不留心就从椅子

上滑到地上， 怎么读书呢？ 黄妈妈自有办
法： 把闺女按在倚墙的椅子上， 拖一个小方
桌顶住她。 她就被“夹” 在1平方米的“袖
珍小国” 里了。 她是这个“小国” 埋头苦读
的女王！

不过， 如今的黄扬跟上了时代的步伐，
在 iPad里下了两个听书软件 :“世界文学名
著” 和“茅盾文学奖作品集”。 她说：“我每天
听书8小时。”

为什么要听书？ “买书贵， 听书不翻
页， 节约时间。” 黄扬说。 妈妈在一旁“翻
译” 着。

黄扬用下巴或鼻尖娴熟地展示着听书软
件里的作品，《钟鼓楼》《白鹿原》《少年天子》
是她近期阅读过的书目。

“你最喜欢的作家是谁？” 周自然追着
问。

“喜欢雨果， 他写了 《巴黎圣母院》 和
《悲惨世界》。” 黄扬不假思索。 周自然充满
好奇： “《悲惨世界》 说的是善良的女主人
公舍己救人。” 黄扬笑呵呵立马纠正：“您说
的是 《巴黎圣母院》 。 ” 这一笑整个人又

“歪” 了。

与文字 “亲吻” 500余万次

除了读书， 还干啥呢？ “写作。” 黄扬
说。

还是被“夹” 在“袖珍小国” 里。
常人打一个字， 几秒搞定， 但她要折腾

好久， 得极力控制自己摇晃的身体， 将鼻
尖、 下巴和嘴唇在iPad的拼音输入法上来回
点上四五遍。 是在与文字亲吻呢。

“林清玄每天写3000字,你呢？” 樊黎君
见 iPad 里 有 林 清 玄 的 作 品 集 便 问 道 。

“2000。” 黄扬说了好几遍， 等到大家完全听
清她才点头确认。

2000字要写几个小时？ 这次大家无论如

何也听不懂了。 黄扬再次下巴、 嘴唇和鼻尖
联动， 在iPad里打下一行字：“除了听书， 剩
下的时间都在写作。”

日复日， 年复年， 黄扬“写” 成了自传
《许我以微笑问候》、 武侠小说 《千年屠刀》
等， 共90余万字。 概算起来， 她已“亲吻”
文字500余万次。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了
《许我以微笑问候》， 在第十届上海书展上推
出， 引起轰动。

“众人盼望着的春天到了。 如果可以，
我想问问她下一次的归期， 问问她在外可一
切安好？” 樊黎君阅读ipad里黄扬正在修改的
《一棵橘树在春天的心心念念》， 不禁问道：
“你最喜欢春天吗？”

“桃树理解了离去即是回归， 冬便予以
成全， 在她干枯的心里埋下一颗艳丽的火种，
一旦点燃， 那生命的绝舞就会美丽整个冬
天。” 黄扬翻出自己正在创作的 《在冬天， 跳
一支生命的绝舞》， 饱含深意地回答： “春
天、 冬天， 我都喜欢！”

看这位残疾人如此苦难而顽强地写作，
客人们眼眶都湿润了……

希望有个机器人陪伴， 减轻
母亲的负担

我忽然傻傻地问黄扬， 累死累活写这么
多文字干嘛？ “发表， 赚稿费！” 黄扬天真
地一笑。

赚稿费作什么用呢？ “给妈妈买衣服买
包， 她太辛苦了。” 黄扬费力地把身体挪了
挪。

是的， 她生活不能自理， 连最简单的擦
汗动作都得要妈妈代劳， 心里既感激又愧
疚。

新年有什么新愿望吗 ？ 黄扬高兴地说
起自己曾去电影院看过科幻片 ， 希望未
来有个机器人陪着她， 这样就能减轻母亲
的负担。

“这些年， 多亏了区政府和好心人的帮
助。” 照顾黄扬30余年的许秀梅满怀感激，

“黄扬每月有合计955元低保。 好心人黄政伟
给了黄扬很多帮扶支持。 时间长了， 也不好
总是给别人添麻烦。”

周自然感慨道： “女儿是妈妈生活的一
部分， 妈妈是女儿身体的一部分。 妈妈用一
生雕刻一件作品， 女儿用灵性思考自由和人
生。”

“让人看见 我 这 只 萤 火虫
微弱的光”

无法用言语充分表达自我的黄扬， 为什
么让人动容？ 我翻看黄扬新发表的作品
《蛹》， 其中的推荐语给出了答案：“你进行灵
魂的自我拯救， 连面目狰狞的命运， 也会对
你微笑。”

尽管家境贫寒、 自身举步维艰， 被真情
呵护的黄扬却用各种方式奉献爱心：“让人看
见我这只萤火虫微弱的光。”

汶川地震发生后， 她敲碎存钱罐， 把钱
捐给灾区； 雅安发生地震， 她又敲碎一个。

从2013年开始， 黄扬让妈妈用轮椅推着
她， 到室外监测水质和空气质量。 滨湖村菜
叶受污染长满黑点， 村民葛新先找黄扬问
计。 “她动动鼻尖， 便找来了志愿者。” 听
到乡邻点赞， 黄扬害羞地微笑。

对了， 黄扬就是一个微笑天使。 她把家
门口的花笑开了， 把门前池塘的水笑得清波
荡漾……

湖南日报记者 李传新

最爱的人在远方,最亲的人在故乡。
对于长沙医学院的哈桑 (英文名：

TULE� HASSEN� BARUD)和陈伟泽
（英文名 ： USMAN� WAZIR） 来说，
今年寒假虽然没有回国， 但春节的长
沙让他们感到更加温暖。

来自巴基斯坦的陈伟泽第一次在
长沙过年，他说：“长沙过年好热闹！”

来自埃塞俄比亚的哈桑来长沙已
经3年多了， 一直没有回去。 虽然想念
家乡的父母和亲人， 但他却很喜欢长
沙。 当他的朋友问他现在何处，他自豪
地回答：“我生活在长沙！ ”

放假之后的校园清静了很多， 但
长沙医学院的留学生公寓却人气很旺。
这个假期， 在长沙医学院， 像哈桑和
陈伟泽一样留在长沙的， 还有300多名
外国留学生， 他们都没有回家。

2月5日， 农历正月初一， 记者来
到长沙医学院留学生公寓， 采访了这
两位在长沙过年的“洋学生”， 让我们
一起来听听他们在长沙过年和生活的
那些故事。

“生活在这个大家庭
里， 跟在自己家一样， 很温
暖”

陈伟泽 （USMAN WAZIR）
长沙医学院 临床医学2018级C班

我的中文名叫陈伟泽， 今年19岁，
来自巴基斯坦。

第一次远离家乡 ， 在长沙过中国
年感到很开心。 长沙过年好热闹！

中国年的时间有点长 。 过年的氛
围从 “小年” 就开始了。 1月29日， 正
值农历小年， 学校特地给我们这些留
在长沙的外国留学生安排了集体小年
团圆饭， 我与来自美国 、 英国等国的
留学生， 和学校老师们一起过了个开
心的 “小年”， 第一次近距离感受了中
国的传统年俗文化。 老师们现场手把
手教我们编中国结、 写对联 、 写福字
等， 一系列极具中国年味的文化体验
活动， 感觉特别新鲜 。 我把和同学们
拍的团圆饭照片发给了家人 ， 让他们
一起感受到自己在中国过年的快乐和
幸福。

中国年很有趣 。 过年了 ， 走在长
沙的街头、 小区， 只见每家都贴春联、
贴福字， 随处可见红红的灯笼 。 大年
三十晚上， 满城响起鞭炮声 ， 还有很
漂亮的焰火， 之前从来没有见过这么
美丽的烟花。 在学校的留学生微信群
里， 老师们还给大家发红包 ， 谁抢到
了这些象征好运的红包都感到特别的
开心。

我是去年8月来到长沙医学院， 在
长沙生活半年多了 ， 我很喜欢这里 。
虽然 ， 在国外留学会遇到很多困难 ，
有时候我也会想念家人 ， 但是我的班
主任杨赟老师对我就像对待自己的孩
子一样， 无论什么时候遇到问题 ， 他
都能及时给我帮助； 无论什么时候打
电话给他， 他都会帮助我解决各种困
难。 他是我求学以来遇到的最好的老
师之一。

长沙给我的第一印象很好 ， 这里
的人很有礼貌， 对外国人很友好 ， 如

果你遇到问题 ， 他们会尽力帮助你 。
我去参观游览了橘子洲 、 岳麓山 、 长
沙世界之窗 、 长沙博物馆 、 长沙图书
馆等地方， 感觉长沙非常美丽。

这个寒假 ， 我没有回国 ， 我想尽
最大的努力提升我的汉语水平 ， 利用
假期准备学校即将举办的三大汉语竞
赛———长沙医学院第六届中文歌曲大
赛、 长沙医学院第六届汉字临摹大赛、
长沙医学院第五届留学生中文演讲大
赛。 当然 ， 我也会坚持我的爱好 ， 比
如玩斯诺克台球、 读书、 写诗。

长沙医学院是我的第二个家 ， 我
生活在这个大家庭里 ， 跟在自己家一
样， 很温暖。

“长沙人乐于助人， 我
和长沙缘分真的很深”

哈桑 (TULE HASSEN BARUD)
长沙医学院 临床医学2016级A班

我中文名叫哈桑 ， 今年21岁 ， 来
自埃塞俄比亚。 来长沙3年多了， 一直
没有回去过， 因为如果回去了再回来，
会更想念家里的亲人。

今年是我在长沙过的第三个春节。
过完年我要去益阳 “走亲戚 ” 。 这个
“亲戚 ” 是我在地铁上认识的一位朋
友， 他在长沙做生意 ， 因为一个偶然
的机会和他认识 ， 我们聊得很开心 ，
成了好朋友， 这个春节他热情地邀请
我去他家里玩。

我喜欢长沙的美食 。 在长沙过春
节 ， 我都会去黄兴路步行街逛一逛 ，
那里有很多美味的小吃 ， 比如米粉 、
糖油粑粑、 臭豆腐等 。 很多人喜欢吃
长沙的臭豆腐， 但我更喜欢吃糖油粑
粑， 还有辣辣的鱼嘴巴 ， 也喜欢吃蛋
炒饭。 我已经爱上这些美食了。

长沙人很友好 。 有一次 ， 我上街
坐公交车忘了带钱 ， 旁边的一位乘客
主动帮我垫付， 我很感动 。 每次在街
上不知道路时， 只要一问 ， 长沙人都
会很热情地告诉我 。 我在长沙已经生
活3年多了， 我很喜欢热情的长沙人 ，
长沙是我的第二故乡。

长沙人乐于助人 ， 我也特别喜欢
帮助别人。 我和长沙缘分很深。

去年我有幸能够帮助到一位在长
沙医治的湖南朋友 。 38岁的张先生因
风湿性心脏瓣膜病在中南大学湘雅二
医院就诊。 术前检查时发现 ， 他血液
内有一种特殊抗体： 抗FYA抗体阳性。
中国人仅有0.2%的人群此类抗体阳性，
而非裔留学生此类抗体的阳性率为
90%。 长沙血液中心接到湘雅二医院的
请求后， 立即启动应急献血保障机制，
在稀有血型之家开展非裔献血者招募。
记得当时长沙医学院校园内停着献血
车， 招募志愿者捐献中国罕见的 “熊
猫血”， 我们非裔留学生纷纷伸出援助
之手 。 最终 ， 3名非裔献血者通过检
测， 我有幸成为其中的一人， 献血300
毫升。 我从遥远的非洲来到长沙 ， 没
想到我的血液能帮助到这里的人 ， 说
明我和长沙的缘分真的很深！

作为一名医学生 ， 救治病人是我
们的天职。 虽然我们肤色不同 ， 国籍
不同 ， 但血管里流淌着同样的血液 。
想到我在长沙学习还能帮助别人 ， 感
到非常开心。

长沙医学院的留学生过小年学写“福”字。 通讯员 摄

他们是学习、 生活在长沙的外国留学生。
虽然想念家乡的亲人， 却很喜欢长沙， 在长沙
过中国年更感到开心， 还要去益阳“走亲戚”。
他们与长沙有着怎样的特别缘分？ 他们在长沙
过年和生活的情形和感受是怎样的———

“洋学生”
长沙过中国年

跳一支生命的

▲黄扬没上过学， 靠自学成
才， 她用鼻尖在 ipad上敲字写作，
被称为“鼻尖舞者”。

荨黄扬（中）是一位微笑天使。
徐亚平 摄

周刊·特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