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史蒂芬·霍金：轮椅上的勇士

史 蒂 芬·霍 金 (Stephen
Hawking)于 1942 年 1 月 8 日
生于牛津， 那一天刚好是伽
利略逝世三百年。 可能因为
他出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
时代， 所以小时候对模型特
别着迷。 他十几岁时不但喜
欢做模型飞机和轮船， 还和
学友制作了很多不同种类的
战争游戏， 反映出他研究和
操控事物的渴望。 这种渴望
驱使他攻读博士学位， 并在
黑洞和宇宙论的研究上获得
重大成就。

霍金十三、四岁时已下定
决心要从事物理学和天文学
的研究。 十七岁那年，他考到
了自然科学的奖学金，顺利入
读牛津大学。 学士毕业后他转
到剑桥大学攻读博士，研究宇
宙学。 不久他发现自己患上了

会导致肌肉萎缩的卢伽雷病。
由于医生对此病束手无策，起
初他打算放弃从事研究的理
想，但后来病情恶化的速度减
慢了，他便重拾心情，排除万
难，从挫折中站起来，勇敢地
面对这次的不幸，继续醉心研
究。

七十年代，他和彭罗斯证
明了著名的奇性定理， 并在
1988 年共同获得沃尔夫物理
奖。 他还证明了黑洞的面积不
会随时间减少。 1973 年，他发
现黑洞辐射的温度和其质量
成反比，即黑洞会因为辐射而
变小，但温度却会升高，最终
会发生爆炸而消失。

八十年代，他开始研究量
子宇宙论。 这时他的行动已经
出现问题，后来由于得了肺炎
而接受穿气管手术，使他从此

再不能说话。 现在他全身瘫
痪， 要靠电动轮椅代替双脚，
不但说话和写字要靠电脑和
语言合成器帮忙，连阅读也要
别人替他把每页纸摊平在桌
上， 让他驱动着轮椅逐页去
看。

霍金一生贡献于理论物
理学的研究， 被誉为当今最
杰出的科学家之一。 他的著
作包括《时间简史》及《黑洞
与婴儿宇宙以及相关文章》。
虽然大家都觉得他非常不
幸， 但他在科学上的成就却
是他病发后获得的。 他凭着
坚毅不屈的意志， 战胜了疾
病，创造了一个个奇迹，也证
明了残疾并非成功的障碍。
他对生命的热爱和对科学研
究的热诚，是值得年轻一代学
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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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张海迪的事迹曾鼓
舞和感动无数人。她因此
成为一代中国青年的楷
模，被誉为“中国的‘保
尔’”。

张海迪 1955 年 9 月
生于济南，5 岁时， 爱唱
爱跳的小海迪突然跌倒，
经过多家医院检查确诊，
她患上了脊髓血管瘤。以
后的 4 年里，小海迪动过
3 次大手术，先后摘除了
6 块椎板，幼小的生命虽
然保住了，却从此高位截
瘫。 她因此没进过学校，
童年起就开始以顽强的
毅力自学知识。

张海迪以保尔·柯察
金的英雄形象鼓舞自己，
用惊人的毅力忍受着常
人难以想象的痛苦，同病
残作顽强的斗争，同时勤
奋地学习， 忘我地工作。
她先后自学了小学、中学
和大学的专业课程。

张海迪还自学了英
语、日语、德语等世界语，
翻译了近 20 万字的外文
著作和资料。翻译出版了
《海边诊所》《丽贝在新学
校》《小米勒旅行记》《莫
多克———一头大象的真
实故事》 等作品。 1983
年，张海迪开始走上文学
创作的道路，著有散文集
《鸿雁快快飞》《向天空敞
开的窗口》《生命的追
问》。 还写作出版长篇小
说《轮椅上的梦》《绝顶》
等。 多本著作在国外出
版，曾获全国“五个一工
程”图书奖。至今，张海迪
创作和翻译的作品超过
200万字。

1991 年， 张海迪在
做过癌症手术后，继续以
不屈的精神与命运抗争， 她开始发奋学习哲学
专业研究生课程。 1993 年，她在吉林大学哲学
系通过了研究生课程考试，并通过了论文答辩，
被授予哲学硕士学位。

上世纪 80年代初，张海迪的事迹被媒体报
道后， 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 1983 年 3 月 7
日，团中央举行命名表彰大会，授予张海迪“优
秀共青团员” 光荣称号， 并作出向她学习的决
定。 1983年 5月，中共中央发出《向张海迪同志
学习的决定》，邓小平亲笔为她题词：“学习张海
迪，做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的共产主
义新人！ ”1983 年全国妇联授予她“三八红旗
手”称号；1989 年中宣部授予她“优秀青年思想
工作者”称号；1991 年中国残联授予她“自强模
范”称号；1997 年张海迪被日本 NHK 电视台评
为“世界五大杰出残疾人”；2000 年被国务院授
予“全国劳动模范”称号。

张海迪多年来还做了大量的社会工作，她
以自己的演讲和歌声鼓舞着无数青少年奋发向
上。她经常去福利院、特教学校、残疾人家庭，看
望孤寡老人和残疾儿童，给他们送去温暖。张海
迪曾长期担任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理事，中
国残疾人联合会主席团委员， 山东省残疾人联
合会副主席等职务。 2008年 11月，张海迪当选
中国残联第五届主席团主席。她积极参加残疾
人事业的各项工作和活动， 呼吁全社会都
来支持残疾人事业，关心帮助残疾人，激励
他们自强自立，为残疾人事业的发展作出了突
出的贡献。

海伦·凯勒：黑暗的世界里走出辉煌的人生

1880 年出生于亚拉巴马
州北部一个叫塔斯喀姆比亚的
城镇。在她一岁半的时候，一场
重病夺去了她的视力和听力，
接着， 她又丧失了语言表达能
力。 然而就在这黑暗而又寂寞
的世界里， 她竟然学会了读书
和说话， 并以优异的成绩毕业
于美国拉德克利夫学院， 成为
一个学识渊博，掌握英、法、德、
拉丁、 希腊五种文字的著名作
家和教育家。 她走遍美国和世
界各地，为盲人学校募集资金，
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盲人福利
和教育事业。 她赢得了世界各
国人民的赞扬， 并得到许多国
家政府的嘉奖。

一个聋盲人要脱离黑暗走
向光明， 最重要的是要学会认
字读书。 而从学会认字到学会
阅读， 更要付出超乎常人的毅
力。 海伦是靠手指来观察老师
莎莉文小姐的嘴唇， 用触觉来
领会她喉咙的颤动、 嘴的运动
和面部表情， 而这往往是不准
确的。 她为了使自己能够发好

一个词或句子，要反复地练习，
海伦从不在失败面前屈服。
从海伦 7岁受教育， 到考入拉
德克利夫学院的 14 年间，她给
亲人、 朋友和同学写了大量的
信，这些书信，或者描绘旅途所
见所闻，或者倾诉自己的情怀，
有的则是复述刚刚听说的一个
故事，内容十分丰富。在大学学
习时，许多教材都没有盲文本，
要靠别人把书的内容拼写在她
手上， 因此她在预习功课的时
间上要比别的同学多得多。 当
别的同学在外面嬉戏、 唱歌的
时候， 她却在花费很多时间努
力备课。

海伦能够走出黑暗， 达到
那么高的学术成就， 除了靠她
自己的顽强毅力之外， 同她的
老师莎莉文的循循教导是分不
开的。 她说“我的老师安妮·曼
斯菲尔德·莎莉文来到我家的
这一天， 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
一天”，“她使我的精神获得了
解放”。 是她的老师教她认字，
使她知道每一事物都有个名

字， 也是老师教她知道什么是
“爱”这样抽象的名词。 海伦幼
年得病致残后， 变得愚昧而乖
戾，几乎成了无可救药的废物，
但后来她却成为一个有文化修
养的大学生，这确实是个奇迹。
可以说这个奇迹有一半是海伦
的老师安妮·莎莉文创造出来
的， 是她崇高的献身精神和科
学的教育方法结出的硕果。 莎
莉文小姐不管教海伦什么，总
是用一个很好听的故事， 或是
一首诗来讲清楚， 她的教育经
验十分丰富， 教育方法也与众
不同， 她从不把海伦关在房间
里进行死板的、 注入式的课堂
教育。

海伦用顽强的毅力克服生
理缺陷所造成的精神痛苦。 她
热爱生活，会骑马、滑雪、下棋，
还喜欢戏剧演出， 喜爱参观博
物馆和名胜古迹， 并从中得到
知识。 她 21岁时，和老师合作
发表了她的处女作《我生活的
故事》。 在以后的 60 多年中她
共写下了 14部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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