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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岁!$&次骨折!打喷嚏"拥抱
甚至掰个烧饼都会使身体破碎的魏瑞
红从小被人叫做#瓷娃娃$% 而就是这
样一个从来没有站立过" 一出生就被
医生宣判活不过&'年的女孩! 在初中
毕业辍学后!凭着&不服输$的固执通
过了北京大学心理学专业自学考试课
程!考取国家心理咨询师二级资格证!

今年(月! 她历时$年写成&(万字自传
体小说'玻璃女孩水晶心(也出版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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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 身高仅&)&米的魏瑞红不仅
成为中国&"万#瓷娃娃$的标杆!也成
了无数网民心中的#巨人$%

#瓷娃娃$在医学上叫成骨不全症
患者! 得这种病的概率在万分之一到
一万五千分之一%轻易地骨折)像瓷器
一样脆弱是他们的特征%

&世界以痛吻我! 我要回报以歌%

我想我的经历可以帮助和鼓励到一些
生活在困境中的人% $魏瑞红在不到&"

平方米的出租房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写书是命运赋予她的责任% 这本书讲
述了她从一个不断地骨折的&瓷娃娃$

成长为心理咨询师的蜕变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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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年初! 魏瑞红降生在河北
省邯郸市广平镇的普通家庭里! 她的
爷爷给她取这个名儿寓意红色吉祥%

然而! 这个小生命并没有如名字般幸
运!在出生的第,+天!她左臂就发生了
骨折! 到('天时医生更是惊讶地发现
她四肢都骨折了%&先天性脆骨症%$医
生宣判称!这个婴孩可能活不过%'岁%

魏瑞红说! 她的童年和青春期都
是在骨折)接骨)再骨折的循环中度过

的% 伴随着骨折的!是一次次难以言表
的疼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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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瑞红在书中写道*#病痛与我将
是一生形影不离的朋友! 他也是我生
命的一部分!活着!就得接受他!就得
与他握手讲和!坦然地面对他!带着他
生活% $

#身体的残疾其实并没有使我自
卑!反而让我更加要强!努力地普通人
一样做事情% 唯一让我难以忍受的就
是失去上学机会% $魏瑞红说%

*岁时!魏瑞红被妈妈抱着走进了
小学!这一抱就是*年% 为了不上厕所!

魏瑞红从不在学校喝水+ 由于不能走
路! 她要在座位上几乎一动不动地坐
上十个小时!常常浑身酸痛+不小心骨
折! 还没恢复好! 她就打着绷带直接
#杀回$了教室% 在努力和坚守中!魏瑞
红收获的是每学期名列前茅的成绩%

不过初中毕业时! 令魏瑞红担心
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虽然中考成绩是
全年级第五名! 但高中学校还是因为
身体原因拒绝了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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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瑞虹在一个个电话和一封封信
中感受到自己能为别人做些事情!在
%***年,'岁时! 她索性公开了自家的
电话!办起了#瑞红姐姐热线电话$% 接
听热线电话时! 她发现包括自己在内
的很多罕见病患者在心理上也有残
缺% 为了能够更专业地帮助自己和别
人!,''$年起!她开始自学北京大学心
理学专业课程! 并花了一年半时间通
过了%-门课程的考试% 接着,''-年和
,''*年! 她又分别考取了国家心理咨
询师三级) 二级资格证% 从%***年至
今! 魏瑞红接听的热线电话已达上万
个!给上千名#瓷娃娃$提供了专业的
心理辅导和医疗咨询%

在此期间!魏瑞红为解决生计!办
起了小学课外辅导班! 最多的时候她
收了+'个学生% 然而正当魏瑞红踌躇
满志的时候!,+岁的她又一次骨折了%

这次严重的骨折使她在床上足足躺了
三个月!也让她对生命有了更多感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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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爱这世界!是在经历了酸)甜)

苦)辣)痛之后% 既然命运让我成为这
十万分之一! 那我应该分享这与众不
同的生命% $在病床上!魏瑞虹开始了
自传体小说的写作%

,''*年!骨折痊愈后!魏瑞虹来到
北京瓷娃娃关怀协会工作% 利用工作
之余!她完成了这本%(万字的书% #对
别人来说!打字写作并不困难!而对于
脊椎变形)双手不能伸直的她来说!这
本书的每一个字都刻着疼痛%

#骨折的声音也是我生命 ,拔节-

的声音! 让我更加坚强% 就像书名一
样! 我是脆弱的玻璃女孩!

拥有水晶般坚硬的内心% $

魏瑞红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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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的英山!山花烂漫)蜂蝶齐舞%

从英山县城到雷店镇! 开车需一
个小时+ 从雷店镇的一处小路盘山而
上!钻过成片的油菜地)翠竹!.'分钟
后才能到达过路滩小学杨庄教学点!

这里是全国优秀教师伍贞祥的学校!

是&一个人的山顶学校$%

这所学校!只有伍贞祥一个成年
人!他一人身兼三职*校长)全科任课
老师)保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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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快看看我写的作业. $#老
师!我的铅笔要削了. $#老师!我要尿
尿. $

英山县雷店镇杨庄教学点里!一
帮孩子围绕在一位身材不高) 面容消
瘦的老者身边% 老人一走一瘸!#孩子
串$也跟着他的步伐左右晃动%

这位老人就是在这座山顶上工作
了一辈子的伍贞祥老师%

今年(+岁的伍贞祥是土生土长的
杨庄村人!%*/0年!他%+岁高中毕业后
回家务农%第二年!村子里杨庄小学需
要一位民办老师!伍贞祥报了名%当时
父母坚决不同意他当老师! 他说*#我
们农村人本来就识字不多! 如果没有
老师!伢们就永远没有希望了% $%*/$

年!他在杨庄小学执起教鞭%

学校的教学设备很差! 连唯一的
三间教室也都是危房% %*/+年!镇政府
决定重修教室! 伍贞祥也加入了建校
的队伍! 他甚至还动员自己的爱人到
校做小工!提水泥砂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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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幸发生了!由于劳累过度!在砌
墙的过程中! 伍贞祥一不小心从墙上
摔了下来!造成右脚骨折%因为缺少治
疗!他从此就落下了病根!走路一走一
瘸%

学校条件很苦! 以前一直没有通水
通电%孩子们中午吃饭都在学校!吃水
需要到山脚一个小溪里挑! 这些都是
伍贞祥的活儿% 几十年里! 他拖着病

腿!每天走近(里的山路!挑水给学生
们做饭% 直到几年前! 学校通了自来
水!挑水的事才告一段落%

%**+年! 杨庄小学和山下的过路
滩小学合并! 其余的几个老师都迁到
过路滩小学% 但山顶上仍然有零散的
几十户人家! 得保留杨庄小学继续运
行%考虑到伍贞祥年龄大了)腿脚不方
便!又是本村人!主管部门最后决定让
他一个人留在杨庄小学!继续教书%

一个人呆在学校! 守护着十多个
孩子+既是老师)又是校长)还是保姆
的生活!就这样伴随了伍贞祥%.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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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问伍老师*#您一个人坚守

在山上!最大的快乐是什么/ $伍贞祥
回答*#在路上遇到学生! 他们叫一声
,老师好0!就是对我最大的安慰% $

刚当老师的时候!他一年的收入
是%*$块钱% 因为是民办老师!他的收
入非常低%甚至到0''.年转公之前!他
每年的收入也不过$'''元%

0''.年! 英山县举行最后一次民
办教师转公办考试!伍贞祥参加!考了
全县第%-名!顺利转公% 现在!他每个
月的工资是%/%.元整%

&教了一辈子书!我觉得最对不起
的是老婆% $伍贞祥说!爱人和他同村!

在家务农% 这么多年! 他一直忙于教
学!完全抽不出时间帮家人%

&家里种了两亩多田!一亩多地%

以前都是种庄稼! 现在种庄稼种不了
了!就改种茶叶% $有时候伍贞祥的爱
人会说! 你当老师一年的收入还没有
种地多!干脆回来吧%

可这些只是说说而已! 老伴也晓
得他离不开学校!只是逗他玩儿%

&今年我可能就要退休了!今后
要好好补偿老伴% $伍老师不好意思地
笑了%

伍贞祥的坚守! 感动了山里山
外% 0''*年!他被评为&全国优秀教师$

和&感动英山十大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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