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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臂男孩彭超报到同济
凭一双脚从四川县城考到上海：
我想去更大的世界看看！
晨报首席记者 庞菁涵

8 月 29 日， 同济大学
签到入学的新生中， 有一
个清瘦的身影， 他窄窄的
肩膀两侧，衣袖空空，签字
台前，他左脚站定，右脚抬
起， 用大脚趾和二趾握起
签字笔， 在表格一栏写下
自己的名字——
—彭超。
这个名字 ，许 多 人 并
不陌生。 第一位受益于残
疾人高考便利政策的考
生、 以 608 分进入四川大
学 的 无 臂 男 孩 、中 国 诗 词
大 会 2016 年 首 期 首 位 擂
主 …… 从 出 现 在 大 众 视
野 至 今 ，他 靠 着 双 脚 一 路
从 四 川 县 城 米 易 “走 ”到
魔 都 上 海 ，考 入 同 济 大 学
法 学 院 ，让 自 己 的 折 翼 人
生屡次飞出新高度。

彭超展示录取通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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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日，彭超在同济大学参
加研究生考试复试，一张他坐在考
场用脚答题的照片火遍全网。
这是同济大学专门为他准备的
“考桌”。复试当天上午，彭超签到
后，学校研究生招生办公室的老师
找来了两只木凳和一张木板拼成一
张特殊的课桌，以便他用脚答题。
尽管学校主动为彭超放宽了复
试答题时间，但他仍在规定时间内完
成并交卷，
第二天的面试也顺利通过。
这是彭超在大学毕业两年后再
一次走进校园。
年，为分担父
母经济压力，大学毕业他就入职一
家教育机构，
从事讲师工作，与此同
时准备考研。
那段时间，他独自挎着
背包，到各个中小学为孩子们做励
志演讲。工作之余，
就掏出书本背诵
知识要点。
第一年考研失利，他决定再战。
年的疫情，阴差阳错给彭超留
出了充足的复习时间。

“那是一段非常孤独的 ‘战
斗’，只能靠自己感悟。”
上半年隔离在家，他每天坚持
不少于
个小时的学习时间，反
反复复巩固知识点，下半年恢复一
边工作一边备考的状态，每天也不
会少于 小时学习。
“工作了两年，今年又可以重
回校园了，同济大学，九月等我！”
彭超被录取后在朋友圈中发了一条
动态，难掩激动之情。
怀抱期待，他终于盼来了报到
的日子。
月
日，从衷和楼的法学院
报到处领取新生报到资料，到西南
二楼办理入住手续，彭超都一个人
用脚搞定。挂着斜挎包的彭超，
静静
地排队，走到签字台前，左脚站定，
右脚抬起，弯下身子，用大脚趾和二
趾握起签字笔，认认真真在表格签
下自己的名字。
惊叹于这一系列操作的师生不

由地夸赞：
“他真的好厉害！”
一路上有不少热心同学想帮助
他，但他更希望大家把他当做普通
人对待。
早在开学前，同济的老师们就
开始和彭超联系，沟通他的入学和
住宿需求。彭超报到完成后，来到根
据他的情况重新调整过的 “爱心
屋”：根据提前录入的人脸识别信
息，直接“刷脸”开门；学生社区服
务中心在宿舍配备可移动式开关，
并在卫生间外距离地面大约
公
分处新装了开关，轻轻抬脚就能操
作；浴室热水器龙头升降杆也做了
下移调整，方便洗浴；马桶也据其习
惯由坐式改为蹲式。
刚报到就能入住已经改造好的
宿舍，学校在迎接新生前做的准备
之充足可见一斑。提起报到当天的
所见，他感慨：
“那天很激动，也有
说不出的感动，同济大学考虑得周
到细致，
竟为我做了这么多！”

彭超的生活，在
年前遭遇
剧变。
一阵始料未及的痛，击穿正在
家附近工厂里玩耍的彭超，从漏电
的变压器上跌落昏迷，再醒来时，
岁的他已经做完了双臂截肢手术。
“最开始还没什么感受，后来
发现自己很多事都做不了，干什么
都需要帮忙。”
第一次，小小的彭超会一个人
坐在那里发呆，
想到自己的双手再也
回不来了，总有想哭的冲动，甚至想
过死。但彭超没有走向消极，
在父母
的鼓励下，
他选择与这场灾难抗争。
彭超的父亲回忆起，多年前看
过一则新闻，有一位失去双臂的人
靠脚实现了生活自理，甚至可以写
字画画，这个先例，
为迷茫中的一家
人带来了希望。
“我爸说，我有时会把笔扔了，
赌气说不想练字。”在彭超的记忆
里，六七岁的画面已经模糊，但父亲

却清楚地记得，那时，他每天都要陪
着儿子面对墙壁，练习韧带拉伸，努
力尝试用脚趾握笔写字，几个小时
过去，常常练到抽筋，磨出血泡。
在很长一段时间，小彭超只穿
拖鞋，以便随时以脚代手。夏天凉拖
鞋尚好，
冬天尽管穿着棉拖鞋，
但脚
跟却常常冻裂，加上写字需要脚跟
作为支撑点，一层厚厚的老茧结在
他的右脚。
经过一年半的练习，彭超学会
了用脚写字、完成基本生活动作。去
校园里和大家一样接受正常的教
育，是全家所愿，也是一直以来努力
的动力。
最初被学校婉拒后，彭超在
父母的带领下一次次到校沟通，年
纪小小的他，当场用脚写字，向校长
证明自己也能像其他小朋友一样读
书学习。
终于，小彭超打动了学校，
他如
愿以偿入学了。一年级时，他每分钟
的写字速度只有七八个字，导致成

绩垫底，经过不断努力提高写字速
度，从二三年级开始，每次的试卷都
能按时做完，成绩位居前列。
很快和同学们打成一片的彭
超，甚至忘记了自己的“不同”，脸
上洋溢着这个年纪该有的笑容，只
是每当有人提及自己的痛处时，他
幼小而敏感的内心还是会突然难
过。
许多年后，当彭超以阳光积极
的面貌激励无数人时，只有他自己
最清楚，笑容背后经受的身心磨砺。
就像二年级的那个雨天，在步
行上学的路上，小彭超一个踉跄滑
倒，没有双手做撑挡防护，重重地栽
倒在地。雨水打在脸上，
身边空无一
人，
疼痛从四面传来，
一瞬间，
所有的
委屈都袭上心头，彭超说，我没有别
的办法，只有让自己坚强，用双脚找
回平衡，
努力重新站起来、
往前走。
这种坚韧，种在他童年的筋脉
里，随同岁月成长，直至强大。

“国家的政策帮助了我”“我
遇到了很多善良的人”……
对于自强的彭超来说，也是这
些政策和这些人，成为他后来圆梦
的故事助力者。
读到高中，
彭超依旧保持优秀。
年高考，他答出了
分的
出色成绩，在攀枝花米易县引起反
响。
但对于他本人来说，这却是一
次“失常”的发挥，
由于自己每分钟
字的写字速度，低于常人每
分钟
字左右的速度，导致每科
试卷都没能答完，思考再三，他决定
复读，来年再战。
彭超的事迹在当时引发媒体报
道，
很快，
县残联、市残联、省残联逐
级关注到彭超，并向他了解实际困
难，紧接着中国残联主席张海迪也
了解到了他的遭遇，经过多方努力，
赶在
年高考前夕，
《残疾人参
加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
管理规定（暂行）》，由教育部与中
国残疾人联合会联合出台了。
“四月底五月初时，老师很高
兴地过来跟我说，国家出了政策，
你
这样的情况可以增加
的考试
时间！”彭超的内心无比激动，短短
一个月后，他再次踏上考场，这一
回，他交出了完整的试卷，以
分的优异成绩考入四川大学法学
院，成为四川省首批享受高考特殊
政策的考生之一。

彭超说，一直以来，残疾人都很
难走上读书这条路，坚持下来更难，
国家的政策支持给了他们更多的机
会和选择。
为了方便家人照顾，四川大学
为彭超的爸爸提供了一份后勤工
作，工作之余可以抽空去寝室看看
他，帮他打扫卫生。
彭超与室友相处和谐，学习之
余会一起打打游戏，
《王者荣耀》
《绝地求生》 这些大众手游他用脚
也能玩得挺好，熟练以后甚至打到
了黄金段位，可以带着大家上排位。
渐渐的，他独立乘车出行、购物等等
都愈发熟练，彭超心里，自己和普通
人已并无区别。
“遇到不方便的地方，同学们
帮助我很多，在食堂打饭，会有阿姨
帮我端餐盘。”彭超说，自己遇到了
很多善良热心的人，这也促使他愿
意以更加积极的心态面对生活。
大学期间，他有了更多的时间
花在自己喜欢的古诗词上，
几千首来
来回回品读，比如宋词，他偏爱婉约
派，去体验其中的心境，不经意间就
背下了数以百计的名家名句。
年，
彭超报名参加董卿主持的诗词大
会节目，在与一位北大博士的对垒
中，
成为当年首期的首位擂主。
年，彭超大学毕业，四年
间，他没有向家里要过钱，生活费全
靠奖学金，
也是在这一年，他被评为
“第六届全国自强模范”。

“我想去更大的世界看看，成
为更好的自己。”
对于这次考研，彭超很真诚地
说，
上海是中国最前沿的大都市，
同
济更是自己心仪的一流大学，如果
没有趁年轻做出努力，我可能再难
有机会走得更远、感受更广阔的世
界。
自助者，
天助之。正是彭超不言
放弃的自我拼搏，才吸引来前赴后
继的好事、好人，不是幸运，而是值
得。
月 日，彭超接到邮政快递
的电话，他知道，自己期待已久的东
西来了。
在父亲的镜头里， 岁的儿子
已经不再是曾经那个练字练到抽筋

扔笔的小孩，他坐在家中满是奖状
的白墙前，
面带着笑容，用双脚熟练
地一层层打开邮件，举起来自同济
大学法学院的硕士研究生录取通知
书。那场噩梦般的意外转眼
年
过去，这一刻，镜头背后的父母，是
欣慰的。
通知书“开箱”视频，
是彭超在
自己新开的视频号下发出的第一条
内容，获得八千多点赞。
“彭超你是米易县的骄傲！虽
没有双翅但同样鹏程万里！”一条
留言如是。
彭超说，这其中很多都是
老乡、同学和亲朋在转发支持。
从六年前靠双脚考入川大引发
广泛关注，到今天再次出现在公众
视野，面对网络上如潮的赞美和鼓
励，彭超以留言的方式向大家发
声——
—希望所有的朋友能珍 惜 时
间、不负韶华，我们朝着梦想的远
方，一起加油。
忙好了这几天，彭超准备带父
母到黄浦江边逛逛。关于未来，他已
经有了设想，将通过三年学习进一
步提升专业水平，积极参与学校实
践项目，如果有机会攻读博士、留学
深造，他都将努力争取。
当年选择法学，彭超就是希望
做一件多用脑用口的工作，扬长避
短，有所发展。数年过去，他用自己
的双脚，从四川大学“走”到同济大
学，从小县城米易“走”到魔都上
海，那个看看更大的世界、成为更好
的自己的愿景，正在自己的脚下一
步步变成现实。

童年时的彭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