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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动

14岁男孩的低调宽慰

天很冷，风猎猎地吹。12月
9日下午6点，长沙星沙。

14岁的小标（化名） 骑单
车，穿越渐沉的暮色。上初一的
他，刚放学回到家，就往外赶。

小标到达泉塘安置小区的
一个小家庭旅馆时，11岁的屈
妍正趴在床上写作业。 这个旅
馆是屈妍家租房开的。 屈妍的
妈妈因为脑瘤住进了湘雅医
院，8日刚动完开颅手术， 爸爸
在医院照顾妈妈， 只有屈妍和
姐姐在家。

“作业还有多少？” 小标蹲
在床边看屈妍写作业。 两个小
伙伴聊起来了。 小标心里一直
惦记着屈妍：妈妈生重病，她肯
定很着急。“我知道那种感受。去
年12月，我妈妈生病时，我心里
很着急，不知道该怎么办。语文、
数学成绩下降了好多。”小标说，
想跟屈妍聊些愉快的事， 让她
放轻松，不要老想妈妈的病。

冬天天黑得早，每次小标放
学归来都快天黑了。而且，还有
一堆作业候着他。 自从12月4日
得知屈妍妈妈生病的消息，这已
经是他第3次特意来看屈妍。每
次，他总是小大人似地叮嘱小屈
妍“好好搞学习，别太操心了”。

两人相差3岁， 一个上小
学，一个读初中，不同校，平时

的交集和沟通并不多。 小标低
调的宽慰，是伙伴之谊，更是出
于一份简单的报恩之心。

报恩的第二种道路

去年12月，小标的妈妈病倒
了。当时，屈妍的妈妈黄荷花陪
小标母亲罗显阳看病、照顾她和
小标，忙进忙出了大半个月。

罗显阳说：“得过重病的
人，才能理解那种痛苦和折磨。
我那时，只有儿子，没有其他家
人。那不仅仅是钱的问题，是连
说话的地方都没有。 荷花姐对
我的关照， 我特别感激。”4日，
听到屈妍妈妈生病的消息，她
“人一懵，眼泪就跳下来了”。这
一切都落在了小标的眼里。

那天下午， 罗显阳把自己
关在厨房里写求助信， 想为黄
荷花募捐，“她那么帮我， 我不
帮她的话，良心上过不去。可是
我也没钱”。 做开颅手术得准备
七八万元，而脑瘤还不知是良性
还是恶性的，后续不知道要花多
少钱。罗显阳知道屈妍家开家庭
旅馆，生意不太好，刚够一家人
生活。屈妍爸爸开摩的，也赚不
了多少钱。 而屈妍17岁的姐姐，
因为自闭症，还需要人照料。这一
家子生活本来就不易，治病的钱
更是东拼西凑来的。

罗显阳特意不让小标知道
太多。“我不想让他操心， 之前
因为我生病的事，他压力很大。
但他感觉到了，想‘刺探’一下，
‘妈妈，你写的什么咯？让我给
参考参考嘛。’”

小标对她说：“只有你报恩
吗？我也可以嘛！”罗显阳“无
情” 地拒绝了儿子：“我也希望
你有爱心， 但是现在你的主要
任务是读书。你专心学习，交给
妈妈咯，我保证做好。”

每天回到家， 小标第一句
话就是问妈妈：“荷花阿姨怎么
样了？”

罗显阳每次去湘雅医院看
屈妍妈妈，小标都想跟着去。每
次都被妈妈拒绝了。于是，他想

到了第二条道路：宽慰小屈妍。

“借条男孩”的秘密账本

去年，小标写借条的故事感
动了许多读者和网友。 这次，妈
妈罗显阳在想法子帮黄荷花时，
无意中发现了小标的秘密。

小标在一个本子上， 偷偷
记了一笔账， 足足写了7页。从
去年到现在，谁帮助了他，捐助
了多少钱， 捐助人的姓名、电
话、单位都被他记了下来。所有
他自己知道的爱心人士都在这
个爱心账本上了。 最近的一笔
记录落款是8月20日：抗日老兵
黄爷爷捐600元给我读书。

这个小本上， 还有小标草
拟的短信， 过年过节他会给有
联系方式的爱心人士发短信。
其中，有一条写着“我会更加努
力学习。 我长大了用知识像帮
助我妈妈那样去帮助需要帮助
的人。我会把你们给我的爱，世
世代代传下去。”

三湘都市报记者也收到了
好几条小标发来的节日短信，
最近一条是9月8日发来的中秋
祝福。

小标害羞地回答记者：“我
想记住他们。 长大了如果有机
会，想亲自去看看他们。”

这些日子， 小标又有了心
事：看妈妈为荷花阿姨着急，忙
进忙出的， 我很担心。 看她很
累，也担心阿姨。

不过， 双鱼座的他爱做
梦， 有时候做一些愉快的梦：
我妈妈的病好了，荷花阿姨的
病也好了，作业也少了，压力
就小了。

小标的心愿是：“荷花阿姨
快快康复，自己的成绩能搞好。”
他知道，这也是妈妈的心愿。

截稿时， 记者获知了一个
好消息：经过鉴定，“荷花阿姨”
的脑瘤被确认为良性。 术后恢
复效果不错，她已经回家休养。

■文/记者 李婷
图/记者 唐俊 李婷

“她去年帮了我妈妈，现在她有困难了，我想帮助她 ”

“借条男孩”与“荷花阿姨”的报恩故事

去年12月， 三湘都
市报曾报道了13岁“借
条男孩”小标的故事，引
发广泛关注。 相依为命
的妈妈病倒了， 小男孩
想向1000位好心人借
钱给妈妈治病， 并写下
了10张借条。

妈妈的病好了，可
是“借条男孩”又有了新
的心事。 去年帮助他和
妈妈的荷花阿姨要做开
颅手术，缺钱，想报恩的
妈妈忙着筹钱。 他既担
心妈妈累倒， 又担心荷
花阿姨的病。可是，妈妈
担心他的学习， 不让他
管。不过聪明的他，找到
了自己的报恩方式。

他的一个小秘密也
被妈妈发现了。 他不止
写了借条， 还记了一份
秘密爱心账本。

黄荷花一直是位热心
人。在“借条男孩”的妈妈生病
的日子里， 她白天忙着陪护
她，晚上才顾自家的事，经常
打扫自家小旅馆到夜里一两
点。

如果您愿意帮助“荷花
阿姨”，助力“借条男孩”报恩，
请 拨 打 本 报 热 线
96258，0731-84329424， 或@
三湘都市周末新浪微博联系
我们。

“憨儿要工作”后续

有提供工作岗位的
有来当志愿者的

12月7日，本报05版刊出《“你
给他一份工作， 他能还你十分的努
力”》后，社会反响热烈，诸多爱心人
士纷纷通过本报与相关机构联系。

识字岭附近的同发大酒店愿意
为憨儿提供保洁和传菜岗位。12月
11日， 开福区怡智家园的李阳洋等
几位学员参加了面试， 学员杨诗颐
通过面试， 将在就业辅导员的帮助
下支持性就业。

湖南商学院团委书记曾晶则在
第一时间参观了春之晖特殊孩子援
助中心， 并已初步达成志愿者服务
意向。 该校青年志愿者协会将固定
充当憨儿和家长组织的志愿者。科
佳摄影城则为春之晖联系了华菱安
赛尔汽车板有限公司， 目前双方仍
在接触中。

“憨儿要工作”大型公益活动将
持续关注心智障碍者的就业问题。您
有一技之长可以为这些心智障碍者作
职业培训吗？ 你能给他们提供一个适
合的工作岗位吗？ 只要你愿意帮助他
们，均可成为我们的志愿者。

联 系 电 话 ：0731-88036538,�
13973194813。 也可以拨打本报热
线96258，0731-84329424， 或@三
湘都市周末新浪微博联系我们。

■文/记者 王安琪

天快黑了，刚放学的小标（左）特意来看屈妍，跟她聊点开心的事。罗显阳在湘雅医院看望刚做完开颅手术的恩人黄荷花。

小标在一个本子上偷偷记
了一笔账，谁帮助了他，捐助了
多少钱，捐助人的姓名、电话、
单位都被他记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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