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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着孩子抢救病人的“奶爸仁医”
新华社“中国网事”记者程迪

一位男医生在病房里抢救病人，这本是稀松平常的景象。
与众不同的是，这位医生没穿白大褂，用红背带背着一个襁褓
中的娃娃。3 月 25 日晚，江西上饶市玉山县人民医院急诊科
主任胥亦龙下班后背着孩子散步到医院，恰好看到一位病人
情况危急，来不及过多反应就投入到了抢救中。他背着孩子忙
碌的身影被隔壁病房患者家属用手机拍下传到了网上，被广
大网友点赞，称他为“奶爸仁医”“红背带大夫”……

背娃上阵

事情源于一起突发病情。3 月 25 日晚，玉山县居民杨荣
突然呼吸困难，被紧急送至县人民医院急诊科抢救。经过检
查，被确诊为急性左心衰，值班医生护士迅速开始抢救。当时
胥亦龙正背着刚满 3 个月的孩子出来散步，途经医院急诊科，
习惯性地进去看看，正好遇上这场抢救。

据在场的值班医生周军回忆，当时患者情况非常危急，呼
吸急促表浅，口唇重度发绀。胥亦龙来不及放下背上的孩子就
加入了抢救。他审核医嘱、指挥抢救的一幕，被另一位病人家
属徐勇玲抓拍下，上传到了朋友圈，引发许多网友转发点赞。

徐勇玲告诉记者，当时她在病房照顾婆婆，看到病人被推
进抢救室后，医生护士们迅速开始抢救。当时情况比较危急，
她们就在边上看看能不能帮上忙。不一会儿，背着孩子的胥亦
龙进了病房，了解情况后马上开始指挥抢救。“胥医生当时的
行为深深触动了我，所以我就拍下了那张照片。”

经过半个多小时的紧急抢救，患者杨荣的病情稍有缓解，
但随后又出现了反复。胥亦龙和周军等人讨论会诊后，决定马
上开始第二轮抢救。为了不影响手术，胥亦龙把孩子托付给了
主动要求帮忙的隔壁床病患家属张小玲。

第二场抢救持续了近一个小时，离开爸爸怀抱的孩子也
开始不安分起来。张小玲就拍着孩子的背哄孩子，“宝宝不哭，
你爸爸正在抢救病人，我们都要一起支持他。”经过医护人员
的不懈努力，手术成功了。病人情况得到缓解后，被送入 ICU
病房进行住院观察，此时已是晚上 11 点多。

义务献血累计 5000 毫升

几乎一夜之间，胥亦龙在当地变得家喻户晓，在网上也获
得了许多网友的称赞。网友“占丰感”评论说：“背上背的是希
望，手里救的是生命。”

“我一心想着怎么抢救病人，都忘记了背上还背着孩子。”
对于这种突然走红，今年 41 岁的胥亦龙直言有点“懵”：“我只
是做了一件每个医生都会做的事，没想到会被关注和称赞。”

“这件事发生在胥主任身上，其实很正常。他就是这么一
个好医生、好丈夫、好爸爸。”胥亦龙的同事都对他交口称赞。

“从医 17 年来，工作认真、爱岗敬业、乐于助人是他一贯的作
风。”据同科室的同事吴流通讲，胥医生的义务献血量累计已
有 5000 毫升。

胥亦龙的爱人钱文凤是同一家医院的护士。医生护士结
合的家庭，让他们能够相互理解，拥有共同的目标和追求。由
于妻子的工作也要三班倒，胥亦龙和爱人轮流带孩子，配合默
契，如今已经是一个四口之家，尚在襁褓中的婴儿正是他们的
二胎。

而被网友们津津乐道的红背带，其实是买车时赠送的一
块红布条。“以前带老大的时候就经常用背带背，习惯了，主要
是方便。老二出生后，原先那条青色背带找不到了，就把红布
条改成了红背带。”说起红背带的来历，胥亦龙显得有点不好
意思。

“即使不当班也会到急诊科来看看”

就算不当班，也会来看看有没有需要帮忙的地方，这不仅

是胥亦龙的习惯，也是急诊科所有成员的习惯。“当天除了胥
医生，还有好几位医护人员也加入到了抢救中来。”徐勇玲回
忆道。

当时，由于患者被送至急诊科时已经非常危急，来不及
挂号缴费，值班医生周军第一时间开通了绿色通道，从药房
借来了急救药品。正在当班的护士曾玉丽和正在值二线班
的钟铭霞、顾林芳马上参与了抢救。原本正准备下班的护士
钟慧也重新穿上了护士服，前来帮忙。与胥亦龙一样，当天
休息的护士颜秀梅也是习惯性地到急诊科看看，同样加入
了这场抢救。照片中另一位没有穿工作服的医护人员正是
颜秀梅。

今年 23 岁的颜秀梅说：“急诊科经常会有突发病情，
临时会需要人手，所以我们急诊科的医护人员只要没有急
事，即使不当班也会到急诊科来看看，这是我们每个人的
习惯。”颜秀梅告诉记者，3 年前她刚来到急诊科时，这里就
已经有了这样的传统，而她也被触动和影响着，完全融入
了进来。

新华社南昌新媒体专电

新华社“中国网事”记者郑生竹、陆华东

近日，一则“丹阳医院医护人员买下近 2000 斤芒果，
为患者消除‘心病’”的新闻走红网络，网友们纷纷点赞该
院医护人员“医者仁心”。为何从主刀医生，到病房护士，
再到医院电梯工、保安，都争相购买一个外乡病人的芒果
呢？数千斤芒果是如何在短短四五天内销完的呢？

河南老乡丹阳卖芒果突患急症

“当时他愁眉苦脸，说有一车芒果没卖掉，身上剩的钱
也不多，想先忍着，回老家再做手术。”李家新回忆起接诊
病人苑林成时，印象最深的是他一边捂着肚子，一边念叨着
“一千斤快要烂掉的芒果该怎么办”。

李家新是江苏丹阳市人民医院的一名普外科医生，苑林
成是来自河南周口的水果商贩。若不是因为这场突发疾病，
两人在小城丹阳可能不会发生任何交集。 3 月底，苑林成和
女婿孙平元各拉着一厢式货车芒果到江苏丹阳和安徽宿松售
卖。 30 日晚间，苑林成因肚子剧痛来到丹阳市人民医院，
经检查，被确诊为胆囊结石伴急性胆囊炎。“看了病人的
CT 报告后，我当时建议他尽快做手术，否则可能会胆囊坏
疽和穿孔，后果就严重了。”李家新说。

“如果手术住院的话，芒果卖不出去就会烂掉，放心不
下呀。”对于李家新的手术建议，苑林成刚开始并没有答
应，而是选择了输液吃药的保守治疗手段。 31 日早上，苑
林成再次捂着肚子来到医院。为了消除苑林成的后顾之忧，
李家新就跟他说可以号召医院职工解决芒果销路问题，让他
安心手术、住院。当天下午，苑林成顺利做完了手术。

“当时正逢交接班时间段，很难快速办理住院，考虑到
病人病情比较危急，又是外乡人，我就给他开了绿色通道，
让他先直接住院，等安排好床位后再让家属去办理住院手
续。”李家新说，本来手术后的两天他要在南京开会，但是
因为放心不下苑林成的病情和卖芒果的事情，他开完半天会
就请假回到了医院。

全院职工争买芒果帮忙除“心病”

虽然手术顺利，但货车里近千斤水果还晾在那。得知岳
父生病住院，女婿孙平元也从宿松赶到丹阳。因为他也只在
宿松卖了两天芒果，还有近千斤芒果没卖掉，一千斤一下子
变成了两千斤，这给苑林成焦灼的心又添了一块石头。

“又大又好吃的芒果要不要买呀？”李家新是苑林成的
主刀医生，术前术后，他见到同事，便会跟人说自己有个病
人的芒果卖不出去，希望大家帮忙“销一销果”。令李家新
没想到的是，他的号召，不仅得到自己科室同事的支持，而
且连医院的电梯工和保安也主动来买芒果。

51 岁的裔泉芳是丹阳市人民医院的一名电梯工，她平
时的工作是引导患者和家属上下电梯，维持乘坐秩序。当她
得知苑林成异乡看病芒果滞销的事情后，马上就买了一袋，
而且她还回去发动了单位里其他 9 名电梯工每人都买了一
袋。“后来我看到他们卡车里还有不少芒果没卖完，有的甚
至都开始坏了，于是我又买了一袋，他们出门在外做生意也
不容易。”

“登记时，我也不知道芒果的口感和品相，但在哪买不

是买，权当献爱心了。”丹阳人民医院普外科主治医师景岚
说，最早李家新在科室里号召大家买芒果时，同事们都很爽
快。“当时有同事说零买不方便，不如多买一点，一百元一
袋地买，后来大家就你一袋我两袋地到李医生那里去登记，
有人最多买了四袋呢！”

52 岁的明春裕是丹阳市人民医院的一名保安，主要负
责病区秩序维护，虽然工资不高，但他还是花了 100 元从苑
林成那里买了一袋芒果。“这些芒果成本不少，生病住院又
需要花钱，真的很不容易，我虽然帮不上太大的忙，但能帮
一点是一点。”

“买芒果时，大家不挑不拣，也没人要求过称。大家相
互都比较信任，那杆秤就在心里。”李家新说，芒果是大袋
子系好的，每次都由苑林成的女婿孙平元拎上病房拿给同
事。

因为一群人爱上一座城

“没想到医院只用了短短的四五天时间，就把我家近两
千斤的芒果卖完了。我一个外乡人初来乍到，和医院的人之
前也都不认识，可大家知道我的情况后都自发来买我的芒
果，感觉丹阳这边好人真多。”苑林成说。

苑林成告诉记者，虽然他做生意走南闯北很多年，但是

以前从没来过丹阳，这次来之前他无意间在网上搜索发现丹
阳这个地方比较富裕，心里就想着到这里卖芒果可能会好
卖，于是就从老家批发了一卡车芒果拉到丹阳来卖，但是没
想到卖了两天就突发急病入院。

“医院的医生和护士们买芒果不挑挑拣拣，也没人怀疑
我们缺斤少两，真的很感谢他们。”苑林成说，他生病时芒
果拉到丹阳已经两天了，其中有一部分已经起了黑色斑点，
不抓紧卖的话，到时候就亏大了。

为方便苑林成卖芒果，丹阳市人民医院还专门为他家装
芒果的货车开辟了一片“绿色停车位”。有了这个“绿色停
车位”，女婿孙平元不仅可以就近照顾岳父，而且还能随时
给想买芒果的医院职工送芒果。“我以前就相信好人多，这
次的事情更加坚定了我这个信念。看到那么多人主动帮我
们，心里一下子温暖了。”

类似的暖心故事在丹阳人民医院还有很多。据丹阳市人
民医院院长林翼金介绍，对那些危急重症病人、因突发状况
暂时无力支付费用的患者，医院会开放绿色通道，同时对经
济困难的病人，医院还会给予不同程度的费用减免。“每年
医院大约有 160 多万元的资金支持。”

“丹阳这座城市虽然不大，但是这里的好人很多，我一
辈子都不会忘记他们。我以后一定会再来丹阳，给丹阳人民
送来最新鲜、最美味的芒果。”苑林成说。

新华社南京新媒体专电

救了“身病”再治“心病”
芒果商贩的“丹阳奇遇”

▲医护人员向苑林成的女婿孙平元买芒果。新华社发

▲在江西上饶市玉山县人民医院，胥亦龙（右一）背着孩子在忙碌（3 月 25 日摄）。 新华社发

四川省广安市岳池县 68 岁农妇吴全珍目不识丁，靠做
农活、捡废品，用 16 年时间一点一点还清丈夫生前欠下的
4 万元“巨债”。老人对诚信的坚守在当地被传为美谈。

从 1991 年开始，吴全珍的丈夫杨其恩精神病不时发
作，造成了几次伤害悲剧，家里为此付出巨大赔偿代价：卖
粮食、借钱……到 2004 年丈夫去世，这个家家徒四壁，还欠
下 4 万元债务。

在岳池农村，4 万元是一笔巨债。有人劝吴全珍“跑
路”，吴全珍把头摇得像拨浪鼓：“欠债还钱，天经地义，咋可
能不还？”儿子、媳妇在外打工，收入很低，开销大存不住钱。
吴全珍决心自己还债。

哪里去找钱？吴全珍把家里的地全种上，还借钱养了两
头猪。干完农活，吴全珍就背上背篓，拿上镰刀出门，废报
纸、废书、塑料瓶……只要能卖钱的她都捡。说起废品价格，
吴全珍记忆很深：“最开始的时候，废品卖不出什么钱，旧衣
服 5 分钱一斤，废纸 6 分钱一斤，我第一次捡了 10 天才卖
5 元钱。”

害怕自己上岁数记不住债，她就让儿子把债务一笔一
笔清清楚楚地记下来。4 万多元的债，一共记了 10 多页。为
了还债，老人辛苦了 16 年：每天天不亮就出门，不舍得花钱
在外吃，常常一饿就是一整天，手指头到后来都变形了……
到 2013 年 12 月，她和儿子终于还清了所有欠债。

吴全珍对诚信的朴素坚守，赢得了乡邻们的交口称赞。
“穷不怕，谁家没有遇到难处的时候？我们都教育小孩，要学
吴婆婆有借有还，讲诚信，讲良心。”村里人说起吴全珍都竖
大拇指。有的看她捡废品吃力，会主动接过背篓，帮她背一
路；农忙时，乡邻们会主动找上门来帮衬；家里有面条、鸡蛋
时，也时不时地给她送一些。

勤劳和诚信得到了回报。现在，吴全珍的两个儿子也努
力攒钱，先后修起了楼房，日子也一天天好起来……

(肖勇、谢佼) 新华社成都电

新华社记者郜婕

一名 26 岁女子捐肝救助陌
生人的新闻，14 日成为香港各大
媒体头条，引发市民热议。不少市
民表示，这名女子的所作所为彰
显大爱，无私精神令人敬佩。

43 岁女子邓桂思本月初因
身体不适入院，数天后病情恶化，
陷入昏迷，被诊断患上急性肝衰
竭，亟须移植肝脏续命。她的女儿
有意捐肝救母，但因还差几个月
才到 18 岁成年，未到法律允许捐
赠器官的年龄，无奈之下打算申
请司法复核以获得酌情权或豁免
权。

26 岁的郑姓女子阿甄与邓
桂思母女素未谋面，但通过媒体
报道得知这名女儿力争捐肝救母
的消息后，被她的孝心所感动，主
动与医院联系，表示愿意捐赠自
己的部分肝脏。

经医院检测、配型成功后，换
肝手术 13 日晚顺利完成。阿甄和
邓桂思术后被送往重症监护室接
受观察。

阿甄的母亲告诉媒体，阿甄
个性开朗，一向热心助人，并非首
次萌生捐赠器官的想法。自己作
为母亲，全力支持她的决定，也为她感到骄傲。

这位母亲说，因医院告知捐肝者面临 0 . 5% 的死亡风
险，阿甄手术前曾叮嘱母亲“万一我真的出事，你答应我要
撑住”。她在一家企业任文员，曾担心手术可能导致丢掉工
作，所幸最终得到雇主支持。她也曾担心手术留下永久疤
痕，但受到母亲鼓励：“你死都不怕，还怕留疤？”

阿甄的父亲 14 日到医院探望女儿时说，自己起初因手
术风险反对女儿捐肝，最终被女儿说服。他以前眼中的女儿
“很怕痛”，但现在看来，女儿比自己勇敢。

阿甄的事迹受到香港市民广泛赞许。不少网友在媒体
相关报道下留言，对她表示钦佩。一名网友写道：“冒着生命
危险为素未谋面的人捐出自己的器官，这一伟大行为绝对
值得所有人敬佩。祝阿甄健康快乐。”

邓桂思的女儿在手术结束后说，非常感谢阿甄无私奉
献，给母亲重生机会，也感谢阿甄家人的支持。

特区政府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高永文当晚前往医院看望
已经苏醒的阿甄。他说，阿甄冒险救助陌生人的无私行为及
其家人的支持都令人感动，祝她早日康复。

高永文说，邓桂思女儿为争取亲自捐肝救母多方奔走，
也令人感动。由于香港目前仍有不少病人等待器官移植，他
呼吁市民支持器官捐赠。

特区行政长官梁振英 14 日在社交网站上发帖，对阿甄
的无私奉献表示感谢，称她的爱心“为所有人树立了榜样”。
梁振英也对邓桂思女儿的孝心表示感动，并呼吁“继续推动
器官捐赠的大爱精神”。

香港媒体还披露这一感人故事“背后的故事”：考虑到
邓桂思病情危急，特区政府和立法会议员 12 日连夜草拟紧
急法例，原打算 13 日在立法会上表决，拟将法定捐赠器官
年龄由 18 岁降低到 17 岁。这一紧急修例的打算获得立法
会议员广泛支持。

高永文 13 日说，特区政府过去几天一直考虑是否就此
个案使用酌情权，但发现现行法律没有空间这样做。他表示，
法律对器官捐赠者年龄限制的严格规定意在保护未成年人，
但器官捐赠法定年龄在世界上不同文化和地区有不同标准，
也可能随时代变化演化。特区政府会考虑检讨相关条例，并
在余下任期内就是否修例启动咨询。 新华社香港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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