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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红梅之前一直和丈夫经营一家
咖啡店!回去不久!咖啡店正式关闭!夫
妻俩都没了收入来源" 为了照顾她!丈
夫也没法再找工作" 她便跟丈夫商量!

闲在家里不如开个网店挣点钱" 在此
之前!出于兴趣!吕红梅做烘焙已经有#

年了!平时也总是有朋友找她做蛋糕!

慢慢在当地的妈妈群里小有名气"

而今年#月份!网店才接到单子"

她记得第一单是一个妈妈给女儿订
的$ 生日蛋糕" 客人的好评鼓励她
不断做下去" 记者在12.3"44

256789#上看到!蛋糕的款式
不是太多!但其中小兔#老虎#愤怒的
小鸟都设计得惟妙惟肖" $我不喜欢
模仿!都是我自己挖空心思想的" %吕
红梅说每个顾客都有不同的要求!所
以每次做的形状#裱花都不同"

如果客人中午要! 她便前一天

晚上做!客人下午要!就上午做!然后
自然放凉! 为的就是保证蛋糕新鲜#

口感自然"

烘烤之前的$打蛋白%工序!如
今对她来说!已经是不可能完成的事
了" $打蛋器大概有!斤!我拎着太费
劲了!只有我老公来做了%"她说尤其
从医院回家的这两个月!明显感觉体
力不如前"

裱花是另一个费劲的事" $我太
瘦了! 坐得骨头疼! 一般都站着裱
花%"她说先前只是腰疼!现在两侧的
盆骨都疼! 只有躺下时舒服一点!但
她必须坚持站着"每个蛋糕总共的制
作时间要%个小时左右! 即便是有先
生帮忙!也很消耗吕红梅的体力" 尽
管她很想能多做一些多挣一些钱!但
先生规定她每天只做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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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采访费老师时!费老师感慨
了一句!$毕业后最记得老师的!反而
是在校时成绩一般的学生" %这感慨!

记者不止从一个老师那里听到"

费老师说!现在和她联系最多的
学生! 并不是当时班上成绩最好的"

这位记住了她的女生!在校时成绩中
等" 女生在微博上说!一直希望自己
再优秀一点!再去见老师"

成绩好的学生毕业后!为什么反
而与老师渐行渐远&

这也许吻合经济学的一个概念!

边际效应递减" 我们向往某事物时!

情绪投入越多!第一次接触到此事物
时情感体验也越为强烈!但是!第二
次接触时!会淡一些!第三次!会更淡
''一步步趋向乏味"

换句话说! 学生在学校成绩好!

他能获得各方面的青睐! 评三好生#

阳光少年!当班干部!甚至是老师平
时的表扬#笑脸!得到都会多一些"

好比吃糖!吃第一颗!好甜(吃到
第五颗!不过如此(吃到第十颗!就不
记得滋味了" 成绩一般的学生!吃到
的糖不多!所以滋味记得最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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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毕业&"多年的学生! 连自
己是哪一届都模糊了!但还记得当
年高中教过自己的一位$好老师%)

她是一位愿意蹲下来跟我们聊天
的好老师!从不鄙视成绩不够好的
学生!一直觉得每个人都有未发挥
的潜力!对我们抱有比我们自身更
大的期盼''

近日!这位学生在新浪微博上

说!$希望在教师节前能得到我老师
的联系方式!她在杭州建兰中学!有
个非常不容易重名的名字***费盛
丽!谢谢各位!请帮我转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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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帮忙联系上了费老师!她
正在做晚饭!听到消息!意外#惊喜"

费盛丽老师住在杭州城西!她
执意在小区大路边等记者!怕黑黝
黝的陌生环境里记者转迷了路"

她短发!大眼睛!和学生在微博
上的评论一样!很漂亮"

费老师没有开通新浪微博!记
者用手机先给她看了微博内容"

$这是哪位学生&%一整个晚上!

记者和费老师一起!像侦探一样!在
网上一点点寻找踪迹"

费老师找出当年毕业照!我们
根据微博内容!一个个猜!是他& 或
者是她& 一个小时后!发微博这位
学生给费老师打来电话"

她是女生!原杭五中毕业!&''(

年入学!)"""年毕业!&班"

电话里!因为隔了&"多年!彼此

都有点陌生" 学生说!今年刚从香
港理工大学读完硕士!高中时在班
里不引人注目!可能费老师对她印
象不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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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希望他们能身心健康!快
乐开心地成长!这是我的教育理念!

我也是这么教女儿的" %费老师上
小学六年级的女儿!至今没上过奥
数培训班!明年的小升初!费老师
说!顺其自然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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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学生!我更希望为他们以后
的发展打好基础!而不是把他们的
潜力挖光!中学是他们今后人生发
展的加油站" %

费老师认为自己其实很普通
的" 她对很多学生的关心也是随风
潜入夜的平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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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红梅的故事最先在南京西祠网
站上引起网友的关注" 最初是*月&)

日!一个叫$枫叶荻花%的网友发帖+抗
癌一年咧!各种辛酸!我唠叨一下," 当
记者前天注意到时!已经有'页%!"多个
跟帖" 写这篇文章!是作者纪念自己抗
癌一周年!$活着!留给自己看!死了!留
给孩子看!告诉他!妈妈曾经为了能陪
伴他长大!努力过!斗争过!可能也失败
过"%接下来文章断断续续记述从去年*

月份以来生病#就诊的经过"

开头看起来有点沉重!但读着读
着发现文中的幽默不免令人惊讶"

$为什么总不让人吃饭呢& 姐饿着两

天咧- %她很喜欢用$姐%自称!总是一
副潇洒的样子"她把癌症称为$小癌%!

把上万元的药水!称为$万元金水%!红
药水在她的描述中成了 $红色的饮
料%" 而成功地偷拍帅气男护士的背
影!也让她高兴了半天"

刚说到因为癌细胞扩散导致盆骨
疼痛!马上又提醒网友$后面还有好玩
的小故事%" 这份乐观让网友心疼不
已! 又忍不住破涕为笑!$怎么把痛苦
的治疗过程! 说得跟逛商场一样随
意& %网友$群峰无语立斜阳%说!文字
里透着楼主的达观!好像只有$达观%

才能描绘这个笑说痛楚的年轻妈妈"

记者联系到发帖人吕红梅" 躺在
床上的她回忆起抗癌一年来的点点
滴滴" 去年*月底!她吃饭时总有腹胀
的感觉!总会噎得慌!爱打嗝" 随后注
意到脖子上长了两个淋巴结!慢慢在
增大" 吃了&"多天的消炎药!没有任
何改变" '月初!她在宜兴人民医院检
查!结果三天后才出来!是胃癌转移"

$当时我在无锡办事! 在返程的大巴
上最后一排!低声痛哭%!说起这段!

她还是会$呵呵%一笑" 后来进一步检
查!确定为$低分腺印戒细胞癌伴广
泛转移%"

今年)月已经欠下很多外债的她
实在负担不起巨额费用! 不得已从南
京转到宜兴人民医院"从今年(月份到
现在就再也没去过医院"$她的治疗效
果算是非常好的!如果放任自然发展!

还是很不乐观的%!对于吕红梅选择回
家治疗!仇医师也很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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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收入都加起来! 要凑够一次
化疗所需的!万元也很难"她说自己希
望到'月份能挣够去医院检查以及买
一次口服药的!"""元钱"

她从不跟客人说起自己的情况!

但时间长了!总有人知道"他们便会在
网上拍了货!不让她发货!相等于变相

给她捐款!但这是她一再拒绝的" $咱
对社会没啥贡献! 却要伸手到大家腰
包里掏钱!难为情的!我想用自己的劳
动来赚取我的医药费" %

她说自己开这个网店也是为了刚
上小学的儿子!$让他知道妈妈也是个
自强不息的妈妈! 我希望能影响到我

的孩子!在困难面前能像我一样" %

在最后!这位妈妈坦然地告诉
记者!万一她不在了 !希望可以把
这个蛋糕店留给儿子! 告诉他!妈
妈曾经为了能陪伴他长大 ! 努力
过!斗争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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