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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阳照着这座城市，水波温柔，19 岁的
刘郦微近来最喜欢去的地方是海边，因为这
里有很多美好的回忆。刘郦微就是全网点赞
的那个“休学一年陪妈妈康复”的青岛女孩。
她一米六的个头，看上去很瘦弱，但眼神里
的坚毅，又透露出这个年纪少有的成熟。

责编

妈妈，
下辈子换我来当妈妈！
青岛女孩休学一年独自陪母看病，妈妈去世想带她照片看西藏
一直觉得妈妈还没走
2021 年 11 月 25 日，记者在西海岸新区
一栋写字楼里见到了刘郦微。面对镜头，刘
郦微很平静地讲起自己和妈妈的故事。
11月15日早上，
刘郦微妈妈犯了癫痫。
“送
到医院后，
查着查着，
妈妈突然就不好了。
查出
在签
很多毛病，
包括肺部感染……”
刘郦微说，
了很多张病危单后，
第二天上午妈妈的情况进
一步恶化，
“大夫说插着呼吸机在医院也很遭
罪，
我们就听大夫的话，
11月17日就回家了。
”
回家后，刘郦微妈妈一直处于昏迷状
态，
“ 我就一直在跟她说话，叫她，但是怎么
叫也叫不醒。她只是张着口大口呼气……”
因为妈妈一直没吃东西，刘郦微把香蕉和牛
奶拌在一起，放在微波炉里热了一下，喂了
妈妈两口。
“只吃了两口东西，18 日上午八点
四十左右，
妈妈就走了。
”
刘郦微说：
“妈妈希望身后事简简单单。
通知亲戚朋友来看了看，我就通知灵车拉走
去火化了，安葬在我们老家那边的公墓里。”
刘郦微在讲述时很平静，仿佛在讲述别人的
故事，
“ 我都麻木了。我一直觉得妈妈还没
走。我这几天出门坐地铁，拿起手机就搜索
医院的路线。搜着搜着，突然意识到，妈妈去
世了，
她不在了……”

刘郦微和妈妈的自拍合影照 。

没人比我照顾得更好

刘郦微翻看手机中妈妈的照片 。

刘郦微称妈妈更像她的姐姐和朋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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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肯定活不下去的。”眼看着妈妈在病床上
遭罪，自己却无能为力，内心非常煎熬。刘郦
微说，对妈妈来说，离开也是一种解脱，
“因
为妈妈很遭罪，特别遭罪。她长期卧床，腿和
脚都变形了，医生每天要给她掰腿，掰手指，
很疼很疼。每天都要扎差不多二十针，头部、
脸部、胳膊、腿，全身都扎……”
刘郦微说：
“ 有一阵儿我妈妈情绪很不
稳定，一直在啊啊地叫。我安慰妈妈，她也听
不懂，就一直叫。整个病房的人都没法睡觉，
最后我们只好去住单人病房。她喊累了就睡
会儿，你刚躺下她又开始叫。那一个月，晚上
都不能睡，很累，挺崩溃的。”
那段时间，刘郦微心里很难受，但她尽
量调整情绪，
“我喜欢弹吉他，每天都去楼道
里练，晚上也会等妈妈睡着了去海边玩一会
儿。朋友也很好，他们都会陪着我”。
“生活就把我逼到这样了，你再捶我，我
也就这样了。”刘郦微告诉记者，
“ 特别难的
时候，我就想着，她只有我这个女儿，没办
法，我必须坚持，坚持不下去也得坚持，我坚
持不下去了，她就完了。”
看着极速消瘦下去的妈妈，刘郦微心疼
难过却无能为力。知道妈妈时日无多，就想
尽可能抓住妈妈还在的日子，
“ 我特别重视
仪式感，什么节日都过，每个节日都给她买
蛋糕”。11 月 15 日，距离妈妈发病整一年，在
朋友的帮助下，刘郦微带着妈妈去了双珠公
园，带她走一走，晒晒太阳，
“ 拍了好多视频
和照片，妈妈很高兴”。
刘郦微喜欢拍视频，她把陪伴妈妈的日
子用视频记录下来，想给自己留个纪念。妈
妈走后，刘郦微把视频剪辑之后发到了抖音
上，收获了 39 万多个赞。视频里，她给妈妈
涂指甲油、给她弹吉他唱歌，跟妈妈分享自
己的棒棒糖，给她买生日蛋糕……
“她生病以后就爱吃甜的东西，
跟小孩一
我就给她吃两口。
”
样，
我吃棒棒糖她也会馋，
刘郦微说，做康复时，妈妈也会疼，会哭会喊
叫，
我就给她买一根棒棒糖，
哄着她。
“我还经
常给妈妈唱歌，
弹吉他给她听，
妈妈最喜欢
《当
你老了》
这首歌，
听说人死后最后消失的是听
我一直在给她唱这首歌……”
觉，
她走的时候，
视频的最后，刘郦微写道：
“我开始像小
时候你教我那样，教你说话、教你翻身。你说
要今年陪我去丽江的，我只能自己去了，谁
让你丢下我走了，说话不算数是小狗。从你
出事的时候起，我开始记日记，很庆幸用文
字和照片把你留在我的身边……我给你买
好多好多漂亮包包漂亮裙子，买最漂亮的高
跟鞋，下辈子换我来当妈妈啦。”

刘郦微去年刚刚考上烟台工程职业技术学
院，
学校10月份开学，
妈妈和舅舅一起去送她。
手机视频里，
妈妈穿着漂亮的裙子，
画着精致的
妆，
美极了。
一路说说笑笑，
开开心心地把女儿
送到了学校。
然而，
一个月后，
一切都改变了。
“妈妈是做美容的，去年 11 月 15 日，她
正在给客人做美容，突然昏过去了，就送到
医院动了手术。”刘郦微说，当时医生的诊断
是脑动脉瘤破裂蛛网膜下腔出血，经过了三
次开颅手术，妈妈捡回了一条命，命虽保住
了，但基本是半植物人状态，只有一只手能
抬起来，头部、
脖子、
腿都动不了。
后来，妈妈又转去了康复科，慢慢醒了
过来，意识一点一点恢复了，但是由于脑神
经受损，仍然不能说话。
“最好的那阵子能说
123。她就是跟几个月小婴儿的状态一样，会
哭，会笑，给她东西也会吃，但她什么都吃，
一看不住就咬衣服，衣服都被咬坏了。”刘郦
微指着自己的右肩膀说，
“ 现在我肩上还有
妈妈咬的牙印，我扶她坐起来，也不知道为
什么，突然就咬我了。晚上我拉着她手睡，她
会逮过来咬，
不撒口那种。
”
把妈妈扔到养老院，
我觉
“如果我去上学，
得他们不可能照顾得比我好。
如果我不休学的
是两张欠费信用卡
话，
没人照顾她，
以后更后悔。
”
刘郦微说，
亲朋 “遗产”
刘郦微读初中的时候，父母就分开了。
好友也有心无力，
“因为我妈妈是完全不能自
“他们在一起每天吵架，砸东西，说难听的
理，
大家都有自己的家庭，
大家都很忙。
”
无奈
话，不幸福。我和弟弟也不想生活在这样的
之下，
刘郦微选择休学照顾妈妈。
在医院的日子，刘郦微 24 小时神经紧
环境里，希望他们分开以后能找到更好的。
绷着。每天早上六点起床，给妈妈洗脸刷牙，
他们分开以后，妈妈就领着我出去了，什么
买饭喂饭，
“妈妈吃饭特别慢，喂一次饭需要
也没要，净身出户。妈妈跟我说，弟弟还小怕
弟弟跟着她吃苦，就带着我走了。我们一开
两个小时”。吃完饭后，刘郦微用轮椅推着妈
始在外面租房住，后来妈妈又开店，生活才
妈去做康复治疗。中午推回去吃饭，睡一觉，
“晚上回来以后，天气好
好了一点。”说着说着，刘郦微突然开了个玩
下午再推去做康复。
的话就推她去外面溜达溜达，
回来睡觉”
。
笑，
“ 她说话就是这么直，你跟我说因为我
每天晚上九点多钟妈妈上床睡觉之后，
刘
乖，喜欢我，要带我走也行啊。”
她跟妈妈的相处不像母女，
更
郦微也不能松懈，
“每隔三个小时起来一次，
给
刘郦微说，
像姐妹和朋友，
“有时候我还得宠着她。
妈妈对
妈妈翻个身，
防止褥疮。
白天实在太困了，
有时
护士姐姐就帮我把闹钟
我的教育方式也是放养，
她也不咋管我，
只要
候闹钟响了我没听见，
关掉，
帮妈妈翻翻身，
让我睡一觉。
”
不是原则性问题，
其他都不太管我。
十五六岁
的时候我跟妈妈说我不想上学了，
我妈就把我
我手上全是泡，
实在
扔进打铁的工厂里16天，
下辈子换我来当妈妈
受不了了，
哭着喊着要回去上学。”
妈妈那么爱美的一个人，剪掉了一头长
“我妈妈以前特别好看，
好多人都说我没
发，身体慢慢萎缩，
“我妈妈是特别要强的一
长过我妈妈。
”
刘郦微找到了一张自己六岁时和
个人，她要知道自己躺在那里，生活不能自
妈妈的合影，
妈妈烫了头发，
穿着牛仔裤高跟

鞋。
“妈妈长得美，
也爱美，
喜欢买包买漂亮
衣服，
一发工资就带我出去逛街，
买各种漂
亮的裙子，
去逛街大家都以为她是我姐姐。
所以妈妈并没有攒下钱。
”
刘郦微说，
妈妈去
世之后留下的
“遗产”
就是两张信用卡。
每张
还有花呗要还。
大概欠了几万块钱，
妈妈人缘好，有很多朋友，活得很洒
脱，
“ 去年暑假的一天，我凌晨四点多钟
起来，发现妈妈不在家，原来她开车跟姐
妹去潍坊了。当时我吓坏了，差点报警，
打电话她也不接。第二天给我打电话说
半夜突然想去玩，就走了。在妈妈那里就
没什么大事，也许，我的乐观就是遗传了
妈妈吧。”
但刘郦微知道妈妈很不容易，
“一个
女人离婚时什么都不要，当时还没有工
作，就一个人带着孩子出去了。”刘郦微
说，其实妈妈一直觉得对不起她，会哭着
跟她说对不起。其实，刘郦微并没有觉得
苦，妈妈走后她写道：
“ 你之前经常觉得
对我愧疚，没给我一个完整的家，我从来
没这么觉得，也从来没怪过你，只要有你
在就好啦。”
“现在妈妈走了，我就没有家了……
我妈妈好的时候，我出去玩，玩到很晚，
她会打电话骂我，说怎么还不回来。现在
我跟小伙伴们出去玩，他们的爸爸妈妈
一个个打电话往回叫，我心里会突然羡
慕那么一小下，以后再也没人叫我回家

■心声

感谢好心人
以后多做公益

了。”

隔着世界我依然爱你
“我现在每天都过得很空，心里空落
落的。不敢让自己闲下来，不停地工作。
一直忙我就不会去想这些事。”刘郦微
说，由于经济压力巨大，到今年 8 月份的
时候，实在没钱了，她只好出来做兼职。
做过早教，9 月份，她又开始做小红书博
主，拍照片或者视频推介产品。
《你好，李焕英》上映的时候，刘郦微
和弟弟去看了，
“可能也是代入了自己的
经历，我哭得稀里哗啦。就像电影当中的
妈妈一样，其实，我妈妈也是希望我平安
健康就好了，对我没有更多的要求。我好
好活着，妈妈肯定很开心”。
妈妈走的时候才46岁，
她还很年轻，
有很多地方没去过，
有很多福没享过。
刘郦
微说：
“我妈妈很喜欢旅游，
本来我想打工
攒点钱，
年底带我妈妈去西藏，
但现在她走
了，
我准备过年去西藏，
带着妈妈的照片，
我替她看看这个世界”。
刘郦微的手机里保留着妈妈去年发
给自己的信息：
“妈妈爱你”。
刘郦微想告诉妈妈：
“妈妈，感谢你生下我，陪我到二十
岁。”
“妈妈，隔着世界，我依然爱你。”

刘郦微不敢闲下来 ，
否则心里空落落的 。

采访中，刘郦微说自己很幸运，
得
“我年纪比
到了很多人的关心和帮助。
较小，
在医院的时候，
大家都挺照顾我
的。
康复科其实并没有那么压抑，
很多
叔叔阿姨、爷爷奶奶都是常年在那里
住院的，我们都很熟了，
会聊天会开玩
笑。其实，我觉得那些叔叔阿姨、爷爷
奶奶的家人更了不起，他们有的都陪
了五六年了，我才陪了一年。
医生和护
士姐姐也很照顾我。
其实，
我并没有那
么惨”
。
妈妈生病以后，她以前的客人会
加刘郦微的微信，给刘郦微转钱，少则
几百，多则上千，
“ 他们都说这是以前
拿了我妈的产品，还没给钱。那些产品
其实没有多少钱，
我妈也不记账，但他
们还是转钱给我，
都多给一些”。
“我从小到大碰到的所有人都是
好人”。刘郦微说，她还通过“轻松筹”
筹到了 9 万多元善款，对于那些捐款
的好心人，她心存感恩，
“ 特别感谢他
们，我妈妈走了以后，我也会捐款，或
者去当志愿者，多做对社会有意义的
事情。”未来，刘郦微说自己想继续完
成学业，读完大专以后再继续专升本，
“另外，经历了我妈妈这件事以后，不
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我就想着
。
要去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