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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荆楚网

近日，在中航工业三六四
医院烧伤科12号病房内，25岁
的湖北省南漳县小伙子吴辉铭
赤裸着上身坐在病床上。2月
21日，他第三次接受割皮手术
后，就一直赤裸着上身。目前，
他的后背有一半皮肤被取走，
移植到其父亲身上。

父亲遭遇不测的那一天，
犹如一场梦魇，在吴辉铭的脑
海里挥之不去。

2013 年 11 月 19 日，51 岁
的吴海刚在南漳工作时被重
度 烧 伤 ，全 身 烧 伤 面 积 达
90%，一度生命垂危。吴辉铭
接到通知赶到医院时，几乎认
不出父亲。

经过 10 天抢救，父亲总
算挺了过来，但是大面积烧伤
需要一段长期而复杂的植皮
治疗。

第一次、第二次、第三
次 …… 从 火 海 逃 生 的 吴 海
刚，一次次经历着植皮的痛
苦。然而，手术用到的遗体
皮和猪皮，仅能在治疗初期
起到保护皮肤的作用，无法
再生；而自体皮移植中，吴海
刚仅存的头皮非常有限。主
治医师石寒冰告知家属，最
好的选择就是从其直系亲属
身上取皮移植。

吴海刚的双亲年事已高，
兄弟姐妹要么年纪大了，要么
人在外地……吴辉铭的母亲

张明荣和家人考虑着从直系
亲属身上取皮移植的人选。

“我来给爸爸植皮！”吴辉
铭刚站出来，他的声音很快被
一片反对声淹没。

“你不行，你还年轻，以后
还有自己的生活！”母亲心疼
儿子，坚决不答应。

“我多取一次皮给爸爸，
爸爸自己就少取一次。我年
轻，皮割了还会长出来呀！”作
了这个决定之后，吴辉铭就一
直做母亲的思想工作。

一边是相濡以沫的丈夫，
一边是至亲至爱的儿子，面对
她最爱的两个男人，张明荣陷

入沉思。
做完手术的吴辉铭，每天

直挺挺地躺在床上。只要头
轻微一动，就感觉有无数的针
在扎。等恢复得好一点儿后，
他去看望父亲，乐观的儿子笑
着对父亲说：“你要加油，我可
是给你植了皮哦！”

儿子一脸轻松，父亲却早
已泪眼婆娑。

父亲烧伤后的 100 多个
日日夜夜里，吴辉铭用自己的
疼痛分担着父亲的痛苦。“我
多疼一点儿，他就少疼一点
儿。”这是采访中吴辉铭重复
最多的话。

这是啥境界

两次捐髓救母
河北一12岁少年被网友誉为“反哺典范”

□据 新华社石家庄3月 18
日专电

为了挽救患“白血病”的
母亲，不满12岁的河北邯郸
少年李昂两次捐献造血干细
胞，以超乎同龄人的坚强和勇
敢为母亲赢得重生的希望，被
网友誉为“反哺典范”。

就读于邯郸市复兴区岭
南路小学六年级的李昂，原
本有一个幸福的家。然而去

年10月底，他的母亲身体出
现异常，经查被确诊为急重
型再生障碍性贫血即“白血
病”，唯有进行骨髓移植才能
延续生命。

李昂的妈妈是独生女，其
年过古稀的父母不适合捐献
骨髓，只有她的独生子李昂适
合配型。

为了救妈妈，李昂忍受
着每次4个多小时的剧烈疼
痛，在今年年初先后两次进

行造血干细胞采集。手术
时，懂事的李昂始终没喊一
声，疼得实在受不了，就咬着
床单的角坚持。在成功接受
骨髓移植后，李昂的母亲目
前各项指标比较平稳，正在
北京解放军总院第一附属医
院继续接受治疗。

“只要能救妈妈，我什么
都不怕。”小李昂用行动再一
次告诉我们“人生就是一种担
当、一种责任”。

相关链接

三次割皮救父

这是啥素质

一人身上两处骨折
湖南公务员与交警当街互殴

□据 新华网

近日，湖南省双峰县一驾
驶员赵师傅向媒体爆料，称3
月15日，他开车带着妻子和
孩子参加当地举办的油菜花
节活动，由于道路拥堵，自己
开车开慢了，结果遭到执勤交
警暴打，导致身上两处骨折。

公务员与交警当街互殴

据了解，挨打的车主赵建
才是双峰县民政局的公务员。

日前，在双峰县人民医
院，记者见到了受伤的赵建
才。他表示，当天他开车带
着妻子和孩子参加当地举办
的油菜花节，由于参观游客
众多，车辆行驶缓慢，一名执
勤的交警催促他向前行驶，
其间警察言语粗鲁，赵建才
想用手机记录下来，却遭到
交警阻拦。

在前两次因阻拦拍摄而
发生较小的肢体冲突中，赵建
才并没有下车，他声称在理论
中，执勤交警先动了手。

赵建才说：“我就问了他
一句，警察同志为什么对我动
手动脚，抢我手机，说完这句
话对方就开始动手打我。”随
后双方矛盾继续激化，执勤交
警第三次回到赵建才的车旁，
并伸手向他的脸打去，现场一
片混乱。

赵建才被打以后鲜血直
流，他拿起车上的一小段钢管
冲了下去，双方扭打在一起，
打架持续近1分钟，在旁人的
劝阻下，两人被拉开。

赵建才的父亲闻讯赶
来，他因上前劝架也被打伤，
嘴唇被缝了6针。经医院检
查，赵建才的鼻梁和手腕两
处骨折。

当地纪委正调查此事

到底是什么原因让双方
如此不顾形象大动干戈？

记者在双峰县公安局治
安大队，见到了当事交警李健
嵩，他是双峰县交警大队一中
队中队长，他正在接受局纪委
的调查，记者发现他的脸上有
明显的瘀青和抓痕。

记者问及冲突一事，李健
嵩表示上面有规定，严禁他本
人向外界解释此事，对冲突的
起因，他始终不肯透露。

随后记者联系了和李
健嵩一起执勤的六中队交
警王国芳，他讲述的情况与
赵建才所说的恰恰相反。

王国芳说，交警正常执
勤却遭到围攻，他至今难以
理解。

由于当事人赵建才是双
峰县民政局的工作人员，目前
双峰县纪委已经对此事介入
调查。

李昂的小学班主任魏志
英老师：李 昂 一 直 尊 敬 师
长，学习刻苦，成绩优异，没
想到他瘦小的身躯能爆发
出这么惊人的力量，表现出

让 同 龄 人 叹 服 的 勇 敢 和
坚 强 。

网友“握紧你的手”：当一
个人鼓起勇气迎接苦难时，苦
难就像喝茶一样，入口苦涩、

回味清甜。
网友“永远的爱”：了不起

啊！李昂小小年纪就靠单薄
的肩膀挑起了家庭的重担，没
有被困难压倒。

各方评议

湖北一25岁孝子为重度烧伤父亲植皮

（视频截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