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罹患癌症——捐遗，无怨无悔

枯叶飘落，秋意正浓。此时，21 岁罹患血癌
的女大学生刘玉婉刚刚做完化疗，正虚弱地躺在
床上。谁也没有想到，此时的她，作出了一个决
定——

“当我走时，把爱留下，如果我的眼角膜可以
换来一个人的光明，我的离去将更加有意义。”刘
玉婉郑重其事地对爸爸刘万超、妈妈齐德笋说。

“女儿的愿望，我得帮她完成！”皮肤黝黑，一
脸风霜，老实巴交的庄稼汉刘万超当场答应了女
儿的要求。

他们夫妇二人立即找到了南阳市第二人民
医院血液科的医护人员寻求帮助。

刘万超、齐德笋夫妇家住南阳市宛城区黄台
岗镇张竹园村，儿子上初中，女儿读大学。勤劳
的夫妇俩靠着几亩地的收入度日，一年仅有万余
元的收入，日子虽然清贫，但家庭温馨和睦，一双
儿女也懂事孝顺，颇令邻里艳羡。

2014 年 5 月，身在学校的刘玉婉发烧、感冒，
20 多天不见好转。2014 年 6 月 18 日，刘玉婉被确
诊为急性粒细胞性白血病，晚期。

这个消息，宛如晴天霹雳，顿时让刘万超夫
妇大脑空白，瘫坐在地，就在几天前，一家人还乐
呵呵地憧憬着玉婉大学毕业后的好日子，没想到
命运却在这个时候同他们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

确诊后，刘玉婉先在南阳市医专一附院化疗
一个疗程，20 多天，随后转至南阳市第二人民医
院继续治疗。虽然刘玉婉的病已纳入了国家新
农合报销范围，但她吃的药有些不能报销，获得
补助以后的医疗费用依然让刘家债台高筑。刘
万超夫妇家中本就不富裕，仅第一次化疗就花光
了所有的积蓄。为了治病，他们东拼西凑，很是
拮据。

刘玉婉是三门峡职业技术学院的学生，得病
后，心思细腻的她经常利用网络查找相关疾病的
资料，了解治疗方法和花销，并积极配合治疗。
2015 年 1 月，治疗半年的刘玉婉精神状况与身体
各项指标都逐渐得到缓解，这个懂事的女孩不想
让父母承担繁重的经济压力提出出院，尽管刘玉
婉的主治医师、南阳市二院血液科主任关红梅多
次劝阻，但刘玉婉坚持出院回家，一家四口度过
了难忘的半年。

2015 年 8 月，不幸再次降临。
“急性粒细胞白血病预后效果不好，属于高

危疾病。”关红梅说。
刘玉婉经过四次化疗后，器官损伤免疫力低

下并伴随真菌感染，重新回到医院的她病情严重
恶化，在重症监护室出现感染性休克，多脏器功
能减退，呼吸衰竭等状况。

尽管父母的陪伴是这个坚强女孩与病魔斗
争的精神支柱，但多次化疗与骨髓穿刺已经打垮
了这个女孩儿的意志。渐渐地，刘玉婉开始考虑
起自己的后事，她偷偷地向护士打听角膜捐献的
相关事宜，并将自己的决定告诉了父母，征得他
们同意。

但血液病患者不能捐器官，听说此事后，刘
玉婉随即向医护人员提出捐献遗体。得知女儿
的决定，刘万超的父亲哑口无言，齐德笋泣不成
声。

那一夜，刘玉婉郑重其事的和父母谈了一次
心，她告诉父母，那是她深思熟虑过的结果，她决
定捐献遗体以供研究。

“如果能早一天找到治疗这个病的办法，就
会少一个人受这个病的折磨。这是我唯一能做
到的事，我不想看到更多和我一样对未来充满美
好向往的生命终结。”刘玉婉说。

在女儿苦口婆心地劝说下，刘万超、齐德笋
夫妇含着泪答应了女儿的要求。

医患同心——抗癌，重拾信心

“我志愿将自己的遗体无条件奉献给医学科
学事业,为祖国医学教育和提高疾病防治工作水
平,贡献自己最后一份力量。”

9 月 16 日,躺在南阳市第二人民医院血液肿
瘤科病床上的刘玉婉看上去安静又祥和，她郑重
地写下了这份申请书，露出了如释重负的微笑。

南阳市第二人民医院血液科的关红梅、王小
英、李哲等人情不自禁地流下眼泪。

“21 岁，花样年华忍受病痛，孱弱病躯还在鼓
励病友，她对生命的渴望我们都看在眼里。”血液
科护士长王小英说。她告诉记者，当刘玉婉第一
次向医护人员提出捐献遗体时，整个科室的医护
人员都心头一震，她的主管护士李哲更是久久无
法平静。

“她很清楚，这个病治疗希望还是很大的，即
使不换骨髓延长寿命五六年、七八年的都有。她
也很明白，现在关键是要控制真菌感染，然而治

真菌的药伏立康唑很贵、服用时间长，副作用大，
还不在新农合报销范围。小姑娘作出这个决定，
唉……”李哲长出一口气，颇有意味。作为刘玉
婉的主管护士，她比任何人都更了解刘玉婉的家
境和心理，她的心情整整一天都因为刘玉婉的决
定起伏不定。

刘玉婉的捐赠意愿也引起了科室其他医护人
员的关注，在深入了解刘玉婉的家庭情况后，大家
自发地为刘玉婉献出了自己的爱心。9月 16日，关
红梅、王小英、李哲等人将科室医护人员的第一笔
捐款 2000余元送到了刘万超、齐德笋夫妇手中。

可是让大家万万没想到的事情发生了——
刘玉婉不愿意接受大家的捐赠！

“我只是个普通的病人，大家挣钱都多不容
易啊，不能拿大家的钱看病啊！我的病治疗难度
大，说不定哪一天我就会离开，科室里的医生和
护士为了我的病白天黑夜地忙，操了不少心，这
个钱我不能要！”刘玉婉一字一顿地告诉医院为
她指派的心理咨询师。

听到刘玉婉的心里话，心理咨询师强忍着即
将夺眶而出的眼泪，她告诉刘玉婉：“大家不是在
消费你的痛苦，也不是怜悯你，而是心里很感动，
觉得你的心灵很美丽，发自真心喜欢你，想帮你。
这样善意的帮助，要感恩而不是拒绝，不是吗？”

通过几次心理辅导，因药物副作用而情绪低
落的刘玉婉又逐渐开朗起来，她接受了科室医护
工作者的爱心，医护病患同心协力，一同与病魔
作斗争，她的病情也逐渐好转起来，脸上的笑容
也越来越多。

秋风无情，人间有义，科室医护人员的帮助，
让刘玉婉更加不后悔捐遗的决定。在她看来，自
己生命的分量被不断地加码，保持乐观积极的心
态，与病魔顽强抗争才是对所有关心她的人最好
的回馈和感恩。

无疆大爱——援手，生命曙光

9 月 17 日，南阳晚报发表了题为《一白血病患
者申请身后捐献遗体——当我走时 把爱留下》
的文章，引发热议。

9 月 18 日，大河网以《南阳坚强女孩罹患白血
病 感恩社会志愿捐献遗体》为题对刘玉婉的故
事进行报道，引起微信朋友圈上千次的转发。

南阳日报、南都晨报、南阳电视台等媒体也都
相继推出新闻报道，为刘玉婉的捐赠行为点赞。

刘玉婉的举动深深地感动着社会各界，短短
几天时间，很多人联系南阳市第二人民医院咨询
捐助事项。

9 月 23 日，2015 年的中秋佳节来临之际，由南
阳市第二人民医院主动发起的第一场爱心救助活
动在医院进行。医生、护士、保洁、电梯工、社会爱
心人士等纷纷到场，为刘玉婉献一份爱心。

保洁阿姨郭功霞，收入不高，却还是为刘玉
婉献出了爱心：“众人拾柴火焰高嘛，这小姑娘挺
好，就是这个病，可惜……”

“刘玉婉把爱心留给人间，我们要为她奉献
爱心！”河南微商通有限公司经理马正博给刘玉
婉点赞。

邓州被电击伤的男孩赵文强由于社会各界
的爱心捐助，得以及时救治，现已脱离生命危险，
她的母亲张守品专程赶到现场为刘玉婉捐款，她
告诉记者，儿子的事儿让她和刘玉婉的父母感同
深受，在大家的帮助下，她的儿子已渡过难关，现
在她要感恩社会，用爱回报社会。

……
一时间，人头攒动，爱心像一道温暖的光，霎

时间充满了病房。短短几十分钟，5 万元善款交
到了刘万超和齐德笋手上，老两口泪眼婆娑，竟
不知道该说些啥好，只是不停地重复着谢谢两
个字。

虽然距刘玉婉写下捐遗志愿书已过月余，但
对刘玉婉的捐助还在持续进行，从未中断——

刘玉婉的母校三门峡职业技术学院为挽救
刘玉婉筹资万余元，她的老师、同学无不为其扼
腕叹息。

国家级“巾帼建功先进集体”南阳市审计局
的同志们听说了刘玉婉的故事，专程赶来看望刘
玉婉，并送上了同志们的捐款和早日康复的祝
福。李玉梅老大姐有一个远嫁的女儿，她红着眼
眶说刘玉婉的微笑能让她想起自己的女儿，她见
不得懂事的孩子遭罪。

……
由爱心企业家李春安发起的“百分之一基

金”在南阳二院的爱心救助基金破例把每人 5000
元的援助标准提升到 2 万元。

刘万超告诉记者，医院已经给他们减免了部
分医药费，他们已经不知道该如何表达心中的感
谢，最近的捐赠，让他们更加不知道怎样表达心
中的感动。他说滴水之恩，就得涌泉相报，这可
是给女儿续命的救命钱，这样的恩情怕是一辈子
都难以报答完了。

秋冬交替，连日的阴雨让南阳格外清冷。孱
弱的刘玉婉躺在病床上，尽管还不时地有发热症
状，她的心里却前所未有的安宁和平静。都说秋
天是个残酷的季节，象征着希望和生命的绿叶会
在秋天变黄、飘落，特别容易让人觉得伤感。但
今年南阳的秋天似乎特别的短，所有残酷的事情
都被那些温暖的东西融化掉了。

“捐遗是我生病后做过最正确的决定，大家
帮我渡过一个又一个难关。我要努力的活着，为
了所有关心我的人。”刘玉婉说。

刘玉婉的故事被媒体报道后，持续发酵，余
温不退。越来越多的爱心人士被这个善良的姑
娘感动，他们为刘玉婉慷慨解囊，用实际行动帮
助这个花季女孩渡过一个又一个难关。

近日，记者带着众多爱心人士的关切，再次
去探望了正在积极接受治疗的刘玉婉。在众多
爱心人士的关爱和赞助下和南阳市第二人民医
院全体医护人员的悉心照料下，刘玉婉的病情日
渐好转，脸色也日渐红润起来。她微笑着跟大家
打招呼，聊天，谈起这几个月的经历，刘玉婉感慨
道，任何善良的举动都会得到好的回报。

“一开始，我只是想通过捐遗为大家做一点
儿事儿，让我的离去更加有价值，没想到就是这
样一个小小的决定竟然让我结识了那么多爱心
人士，好人总会有好报，现在的我被爱包围着，努
力活着是对大家最好的回报。”刘玉婉说。她告
诉大家，往后，除了积极接受治疗，她会像这些爱
心人士一样，把爱传递下去。

爱 的 传 递
——南阳二院助患癌女孩同病魔抗争纪实

□南阳观察记者 李铮 本报通讯员 陈拥军 詹馨

“医”“养”联姻，打造养老新模式
□南阳观察记者 李文超 本报通讯员 崔松涛 实习生 李月银

核心提示

随着我国老龄化的发展，养老问题愈加突出。据统
计，目前我国老年人平均生活不能自理率为8.81%，意
味着我国现在至少有几千万家庭被失能、失智老人的
护理问题所困扰。

但是我国医疗和养老体系长期割裂，卫生系统
管医疗，民政系统管养老，使得养老机构与医疗机构
功能单一化，养老机构“养老不医护”，而医疗机构则
是“治病不养老”，二者并不对接，给老年人的养老和
医疗带来不便，“医养结合”型的养老护理模式呼之
欲出。

冬天刚刚到来，南阳就袭来一阵寒潮，
然而在南阳市第九人民医院住院的张老太
太心里却很温暖。11 月 26 日，记者见到张
老太太的时候护士正在喂她吃饭。家住宛
城区的张老太太因患脑血栓基本丧失行动
能力，家人得知南阳市第九人民医院老年科
能为老年患者提供医疗和养老一体化服务，
便让她住了进来。

“抗日的时候子弹打到我的腿，后来子
弹取出来了，但是每逢下雨或天阴腿就疼。
上了年纪后腿疼的走不了路，坐在轮椅上时
护士担心我孤单，经常推着我出去晒太阳，
陪我说话。咳嗽两声，医生马上就给我检
查，就是自己的儿子也做不到这么细心。这
里就是我的家，今年过年不回去了，我还要
在这里和大伙儿一起过年。”张老太太笑着
对记者说。

像张老太太这样的老年病人越来越多，
虽然居家养老是公认的理想养老模式，但亟
须医疗、家政、照护、心理等多种服务的无缝
衔接。11 月 18 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卫
生计生委等部门关于推进医疗卫生与养老服
务相结合指导意见的通知，提出要充分认识
推进医疗卫生与养老服务相结合的重要性。

记者了解到，医养结合最大的特点是为
老人提供及时、便利、权威的医疗服务。市
九院的老年科配备有专业的医生和护士，每
个医生分管相应的病人，一旦老人有突发情
况，医生便快速到达，及时给予专业的治疗，
大大提高了抢救率，尤其是心脑血管疾病，
如果抢救不及时容易留下后遗症。老人在
病发期间仅需互换信息及更换床头标识，无
需搬移床位，免去老年人生病住院转院困
难。同时老年科的护士人数众多，可以实现
不同时段一对一服务，系统化学习和专业化
训练使护理更加科学规范，护理方法与侧重
点也因人而异。

据南阳市第九人民医院的老年科主任
王付湘介绍，“养”为老人平时的托老模式，
老年科主要收治一些一般养老院无法承担
的患病、空巢老人，并给予全面的专业护理
服务及病情观察；其间若老人出现慢性疾病
急性发作或病情变化，医生和家属沟通并取
得同意后给予办理住院手续由“养”转为

“医”，病情稳定处于恢复期时转为“养”。
南阳市第九人民医院于 2013 年在南阳

市试点老年科，其实在此之前，南阳市南石
医院在 2012 年已成功试点老年康复护理院。

11 月 27 日记者走访南阳市南石医院的
老年康复护理院，看老人晚年生活近况。

临近中午，走进南石医院的老年康复护
理院，记者就闻到阵阵飘香，护理院的主任
赵红介绍，中午做的是鸭肉炖萝卜，有的老
人不能嚼食物，护士就把食物打碎喂他们。
老人们的饮食主要是依照他们的实际情况
专门制定的营养食谱，根据老人口味把饭菜
做得更加丰富，荤素搭配，让他们吃得满意
又健康。

老人的房间里记者闻不到一点异味，
房间收拾的干净利索。赵红说，护士每星
期定期给老人洗头、洗澡、剪指甲、洗衣服

等，护士每隔几小时就要给他们翻身，进行
腿部按摩等，老人身上干净清爽，没有出现
过褥疮。

老年康复护理院将传统的中医预防保
健和现代洗浴相结合，针对当前老年人的多
发病，开发出中医药浴，足疗按摩等特色养
生保健服务，为老年人的健康保驾护航，让
老人安度晚年。

老年康复护理院除了有医生给老人提
供健康指导外，也为老人专门配备聊天室、
棋牌室等娱乐设施，便于他们放松心情、交
流感情，满足身体需求的同时又排解了平时
的孤寂，使他们在心理上得到满足。

癌症晚期的患者不仅要忍受疾病
的疼痛，内心也备受煎熬。王付湘说，
姑息治疗主张既然死亡已不可逆转，
那么不如放弃激烈的治疗手段，转而
利用药物镇痛、心理抚慰等综合方法
缓解患者痛苦，让他们安享最后的时
光。目前，“姑息医疗”正被越来越多
的人所关注。

近几年，南阳市第九人民医院的
老年科收治了数个癌症晚期的患者，
王付湘给记者讲述了一件他印象深刻
的事：半年前有一位五十多岁的乳腺
癌患者知道病情后经常摔东西打人骂
人，家人多次给她转院，听说医养结合
的养老模式后就把患者送到老年科
试试。

患者刚来时仍是老样子，有时候
还故意把排泄物弄的到处都是。最初

刚在老年科工作半年的护士贾琪心里
很是憋屈，自己每天为老人换洗衣裤、
洗澡、洗头、洗脚，伺候老人还受老人
这样的待遇，不过很快她就想通了。

“这些老人快到生命的尽头，饱受
病痛折磨，晚上给他们盖被子听到呻
吟声时，心里很难受，慢慢地就理解他
们了。”贾琪含着泪水说。后来无论这
位患者怎么发脾气，贾琪也都及时清
理脏污，没有一句怨言，节日时还把房
间布置得漂漂亮亮，给老人写贺卡、送
花，每天陪她说话。慢慢地，老人被贾
琪的服务感动，接受现实并开始配合
治疗。

“作为医养结合的重要组成部分，
姑息治疗通过临终前的人文关怀服务
让患绝症的人体验到生命的尊严。”王
付湘说。

“医”“养”联姻，开启了养老新模
式，将医疗机构和养老机构之间功能
进行整合，实现了养老模式的突破，但
是医养结合作为一项新鲜事物面临的
困难还比较多。

“目前我们的老年科床位入住率
达到 100%，但同时也说明床位严重不
足，已经有很多老年病人家属跟我们
预约床位了。”南石医院院长赵俊祥
说。

床位不足，只是南阳医养结合养
老模式面临的众多问题之一，医疗机
构和养老机构的建设和运转，涉及包
括土地、编制、隶属关系、医保报销、药
品管理、行业资质等诸多问题，有待破
解。另外，如何培养“医养结合”人才，
如何制定“医养结合”的行业标准，也
是摆在相关机构面前的新课题。

除此之外，医院缺少资金不能获

得医疗机构身份和纳入医保定点单
位，是养老机构发展医养结合的“拦路
虎”。涉及健康养老的民政、卫生、社
保 3 个部门，需要进一步增强部门协
作能力。同时，推进医养结合，仅依靠
市场力量是不够的，迫切需要将其机
制化、系统化。医养结合必须照顾到
绝大部分群体，必须兼具便利性与经
济性。

“老有所医、老有所养关系千家万
户，牵动着全社会的心。推进医疗卫
生与养老服务结合，为群众提供住得
起、住得好的养老服务。医养结合是
一种创新性的社会养老模式，在满足
日益增长的健康养老需求上发挥了很
大作用。”南阳市卫计委党委书记、主
任赵显夫说，南阳将加快医养结合进
程，为更多老年人提供老有所养老有
所医的养老服务。

“医”“养”转换实现无缝衔接1

全程无陪化护理保证失能老人生活质量2

“姑息治疗”让生命之叶有尊严地飘落3

未来医从何去、养从何来4

南石医院老年康复院 林春晓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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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一部讲述癌症患者熊顿乐
观抗癌的电影《滚蛋吧，肿瘤君》火爆
院线。电影主角熊顿乐观开朗的性
格、积极向上的心态深深地打动了每
一位观影者。

今年9月，大河报、大河网、南阳
日报、南阳晚报、南都晨报、南阳电视
台等多家媒体集中报道了南阳“熊
顿”——决定捐献遗体的血癌女孩刘
玉婉，并引起社会各界关注。

由南阳市第二人民医院牵头掀
起的爱心救助活动，让人间大爱滚滚
涌向刘玉婉，她终于鼓起勇气，怀着
一颗感恩的心再次勇敢面对生命，并
将这种爱永恒传递……

右图为南阳市二院医护人员为刘玉
婉捐款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