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活不过 18岁”的他们，弟弟考上博士哥哥当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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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个人 在医学
上被定义了生命期限，
他是在颓废绝望中等
待死亡的降临，还是
扼住命运的咽喉活出
生命的色彩？

今日女报 / 凤网记
者 连 续 12 年追 踪 采
访益阳市安化县一对
患罕见病的双胞胎兄
弟 龚 前 文、 龚 后 武，
也由此见证了生命的
不屈与精彩：他们闯
过生命禁区，弟弟考
上大学、保送研究生
后又考上博士，哥哥
大学毕业后成为一名
优秀的软件工程师。
同时，记者也跟着亲
历了一场感恩之旅：
他们把曾经帮助自己
成长的力量，传递给
了更多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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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而为人，就要努力
活出生命的色彩
文 / 谭里和

今日女报/凤网记者持续12年追踪采访残疾双胞胎兄弟

兄弟情
每天上班，龚前文都要路过长沙市高

新区管委会广场。早上8时，广场上会奏

响国歌、升起五星红旗。他便把轮椅停下

来，双手垂放在膝盖上，默唱国歌，注视着

五星红旗缓缓升起。

31岁的龚前文是长沙市麓谷高科技

工业园区一家计算机公司的软件工程师，

也是一名罕见病——脊髓性肌萎缩症

（SMA）患者。上班途中这一抹鲜红的亮

色，会让习惯安静的他热血澎湃。

而此时，龚前文的双胞胎弟弟龚后武

则开着电动轮椅行走在另一条上班的路

上——他是麓谷高科技工业园区一家大

型数据公司的软件开发工程师，也是一名

SMA患者。

靠轮椅代步，行动艰难，但兄弟俩都

很从容，一如他们此前面对苦难的生活。

3岁时，两兄弟都被查出患上了SMA这

个被医学界公认为“头号杀手”的遗传病，

多名专家预言他们活不过18岁；9岁，母亲

去世，父亲一边打零工一边照顾他们；读

小学时，为了省钱，兄弟俩共用一套课本，

成绩却从没落后过……

2008年，哥哥龚前文被河北唐山师范

学院录取，龚后武则考取了湖南中医药

大学。

“那一年开学，实在没钱交学费，

我们打电话给媒体，是今日女报社的记

者来给我们做了一个整版的报道。报道

刊发后，一个至今不愿公开姓名的好心

人，默默帮助了我们4年。”8月9日，在

麓谷高科技工业园区租住的房子里，龚

前文对记者说，“这份恩情，我们会记

一辈子。”

2008年9月16日，《今日女报》的报道引来了爱心人士对兄弟俩的资助。

“求学路上，我们的成绩都

离不开他人的鼓励和帮助。”龚

后武说，除了爱心人士的资助，

老师和同学对他的照顾更是无

微不至。

“考上大学后，因为我的

身体情况，很多专业不愿意接

受我。这时，是章小纯老师向

我伸出了手。”龚后武至今都

记得章小纯老师鼓励他的话，

“她对我说，‘我几年前有一

个残疾学生，通过自己的努力，

现在非常出色，你将来一定也

能跟他一样。’”

龚后武去食堂不方便，爬楼

梯更是吃力。班长召集同学们

开班会，最后全班动员，38个男

生轮流背着他去上课、去图书

馆，15个女生为他送饭，一日三

餐、风雨无阻。

2012年，龚后武以连续4年

年级第一的成绩被保送到湖南

中医药大学中医诊断学专业读

研，新的爱心团队再次接力。

“整整7年，我没有迟到过，

没有饿过。”谈及这些，泪水在

龚后武的眼眶里打转。

这名特殊的学生，同样给章

小纯老师留下了深刻印象——

坚强，懂得感恩。

2011年4月，龚后武获得“中

国大学生自强之星”称号，拿到

了5000元奖金。“他找到我，说

自己一直被老师同学照顾，这次

要把全部奖金捐给学校。”8月6

日，已是湖南中医药大学人文与

管理学院党委书记的章小纯对

记者说。

考虑到龚后武的实际困难，

又难却他的这份善意，章小纯

最后说服龚后武，拿出1000元

捐给了湖南中医药大学尚善爱

心社。

相似的关爱和温暖，也发生

在河北唐山师范学院求学的哥

哥龚前文身上。

除了有同学们专门成立的

“爱心小组”，后来班上第一个

入党的同学杨立强，主动和龚

前文一起住进由车库改成的宿

舍，一住就是四年。

“帮我打水、打饭……他就

像个贴身‘保姆’。”对此，龚前

文很感恩。

“我只是帮过龚前文的人

中的一个。”8月8日，远在北京，

已是一家开发公司高级软件工

程师的杨立强告诉记者。

“前文的成绩非常优秀，

同学们学习上有问题，他总会

帮忙。我大学毕业去北京实

习，是他从奖学金里拿出1500

元钱，解了我的燃眉之急。”

杨立强说，大学4年，龚前文

的出现让他多“修”了一门

课，“这门课告诉了我什么是

坚强、奋进、向善和感恩，会

让我受用一辈子”。

一路走来所受到的帮助，兄

弟俩点点滴滴记在心上。参加

工作后，他们把这份关爱投射到

了更多需要帮助的人身上：邵

阳市新宁县黄金瑶族乡二联村

一名女生因病因贫辍学，兄弟

俩委托一位熟悉的扶贫干部带

去1000元，并写了一封鼓励她

的信；从媒体上看到永州市江

华瑶族自治县白芒营镇柏家村

一特困户受灾，兄弟俩联系村

干部转达了爱心；长沙市岳麓区

莲花镇一个贫困家庭的孩子需

要辅导，龚后武摇着轮椅上门

教学，最后这名学生考上了理想

的大学……

难忘恩

 ▲2015年6月，龚后武研究生毕业。离校时，章小纯老师与他合影。

15年的记者生涯，采写的很多报道已成为我生命

中的一部分——2008年9月16日《今日女报》刊发的《被

“判死刑”的双胞胎兄弟考上大学》一文便是。

12年前的8月末，我接到母校——湖南中医药大

学招生办一位老师的电话，说学校录取了一名残疾学

生，但是家里困难，交不起学费，希望我能就此写一

篇报道。

我从小患小儿麻痹症，导致身体重度残疾，一路靠

许多人的帮助完成大学学业，我深刻地明白这名残疾

学生内心的渴望。请示报社领导后，我赶到学校。在学

校专门安排的一间改造过的一楼宿舍里，我见到了当

时还能勉强站立的龚后武。

巧合的是，愿意接受龚后武的，也是在大学里给过

我无私帮助的章小纯老师。

采访中，我得知龚后武还有一个双胞胎哥哥，叫龚

前文，跟他一样，患有脊髓性肌萎缩症（SMA），已经

被唐山师范学院录取，也正在焦急地等待学费。

报道刊发一个星期后，我接到一位男士打来的电

话。电话里，他没有提出要对兄弟俩进行资金帮助，只

是希望我能带他去看看龚后武。

我立刻答应了他。

他没想到我是一名残疾人记者，见面时非常惊讶，

看了证件，才让我上了他的宝马车。

在龚后武的宿舍，我们没有停留多久。在跟章小纯

老师核实了龚后武、龚前文的情况后，这位男士表示愿

意出10万元资助兄弟俩大学四年的学费和生活费，并当

场掏出了1.4万元，递到了龚后武手中。

送我回报社途中，我本能地问这位爱心人士的名

字。他说，做了这点事，宣传就变味了。

这篇报道，成了我和龚前文、龚后武兄弟的纽带。

12年来，我们一直保持联系，逢年过节，我都会接到兄

弟俩发来的祝福。拿到国家奖学金了、评上“中国大学

生自强之星”了、找到工作了、保送研究生了、在长沙买

房子了……他们不断有好消息传到我这里。许多次，我

都想写一篇关于兄弟俩的后续报道，但兄弟俩都说等

等，再等等……

2019年4月，我接到龚后武的电话，说他已经进入了

湖南大学博士生录取综合考核名单，如果有导师接纳，

就能读博士了。直到这时我才知道，龚后武2018年的成

绩就完全达到了博士生的录取条件，但因为身体原因

没有被录取。眼看又要落选，龚后武有些焦虑。

后来，虽然湖南省残联出了《推荐函》，龚后武还

是没被录取。我原本想写一篇报道呼吁，龚后武没有同

意，只是很平静地说了一句：“师兄，我明年再考！”

今年7月31日，龚后武给我发了一张照片。照片上，

他面带笑容，右手把湖南大学博士研究生录取通知书

高高举起……

凝视这张照片，我的脑海里不断闪现12年前第一

次见到他们的一幕。曾经自卑无助的少年，已然成了生

活的强者，我的眼睛有些发涩，突然感到了一股力量。

接下来的整整10天，我对他们进行了与其说是采

访，不如说是对残疾人生存和生活状况的深入探讨。健

全人看来再平常不过的求学、工作和爱情，对残疾人而

言，是用付出一生的代价都不一定能获得的。但一个奋

发图强、自强不息的残疾人，不会被自身的这些局限所

禁锢，他们在遭受痛苦的同时，其实也在不断地超越局

限，从而获得幸福。

生而为人，就要努力去获得一份为人的尊严和体

面，活出生命的色彩！

经历风雨终见彩虹，通过努力，这对

患罕见病双胞胎兄弟的人生已经翻篇。

如今，学业和事业都取得一定成绩的兄

弟俩，希望遇到可以接纳他们的姑娘。

谈及爱情，哥哥龚前文有些羞涩。

“在广州的时候，我曾跟一个女

孩表白过。”龚前文说，但对方回复

他“我不想伤害你”，让他至今没再

提感情。

相对于哥哥的小心翼翼，性格开朗

的弟弟龚后武在喜欢的女孩面前大胆

一些。

“我读研究生的时候，就直接问

过一个女同学，我们可不可以成一个

家？”龚后武呵呵笑着，“她没有说接

受，也没有完全拒绝”。

这段若即若离的“爱情”，伴随了

龚后武几年。

“对待感情，我们看得非常清楚，

被拒绝是正常，不拒绝才是意外。”龚

后武说，“女孩接受我们，意味着要包

容我们身体上的残缺，我们更应该包容

对方的顾虑。”

“我们对爱情的要求，是希望对方

善良、真诚，能互相帮助和照顾。”哥

哥龚前文补充道。

龚后武告诉记者，他们已经在公司

附近买了房子，“哥哥付的首付，我负

责装修，等哥哥结婚，我就搬出去”。

比龚前文晚出生两分钟的龚后武

说，他读完博士还要争取成为博士

后，“我相信将来会有两个女孩走进

我和哥哥的生活，推着我们的轮椅，

相伴一生”。

等待爱

2012年6月，龚前文、龚后武兄弟均

以所在省份高校“优秀毕业生”的身份

毕业。

这一年端午节，龚前文登上了南

下的火车——他的目的地是广东残

疾人信息产业园里的一家软件开发

公司。

“最开始，公司除提供食宿外，只

发200多元的工资。”龚前文说，他很珍

惜这个工作机会，也用扎实的专业技能

证明了自己。

2017年年底，龚前文在网上投放

的简历被长沙市高新区麓谷高科技工

业园区的一家软件开发公司看中。当

他离开广州这家公司时，月工资已涨

到9000元。

彼时，弟弟龚后武研究生毕业已

两年，是长沙市高新区麓谷高科技工

业园区一家大型数据公司的软件开发

工程师。

相比9年前兄弟俩一北一南上大学

时的青涩以及对未来的不安，这次他

们的团聚，命运已掌握在自己手中。

很快，他们便崭露头角。

2019年10月，在浙江省嘉兴市举

办的第六届全国残疾人职业技能竞赛

上，龚前文以湖南省计算机编程项目

第一名的身份参赛，最终获得全国第

八名的好成绩；龚后武从研究生二年

级开始，25岁的他便成为博士生课程

数据挖掘的助教，2018年开始参与科

技部发布的科技创新2030—“新一代

人工智能”重大项目，主持和参与了

北京协和医院、解放军总医院、中国

中医科学院等多个大型三甲医院的临

床科研数据分析与多个病种的AI建模

工作。此外，他还发表SCI论文、EI

论文7篇。

2018年和2019年，龚后武两次达

到博士录取条件，但因身体残疾没被

录取。他没有放弃，今年7月，湖南大

学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博士生导师金

敏把分到手的唯一博士生指标给了龚

后武。

终成才

▲2017年，
兄 弟 俩 在
长沙会合，
工 作 上 互
相支撑，生
活 中互 相
照顾。

自信、乐观的龚前文（右）、龚后武兄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