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段淑花被推进手术室时，远
在承德老家的女儿李敏， 也开始了
当天的血液透析。

“两个孩子都特别懂事。”谈论
起家庭，李清中称自己很愧疚，“我
跟孩子妈妈身体都没啥毛病， 多名
医生跟我说，两个孩子都得病，可能
是隐性遗传。 我们没能给孩子健康
的生活，家庭条件也不好，挺怪自己
的。 ”李清中说。

最开始确诊时， 李敏有些自暴
自弃， 但更多是不愿意给家里添麻
烦，“她知道给弟弟治病已经花了
很多钱了，自己不愿意治病，好几次
要求放弃治疗。 ”他说，给女儿打击
更大的， 是当婆家知道李敏患病后
便提出了离婚。 “那时候真的觉得
特别难， 李敏先前还在医院附近租
了没有暖气的房子，后来觉得贵，就
每周一个人， 从村子里坐公共汽车
前往承德市做血液透析。 ”

“直到现在，她还不是很同意
我给她移植肾脏， 我一直在不断说
服她。 ”李清中称，李敏觉得父亲是
家里的顶梁柱， 不希望给父亲身体
增加负担。

“女儿不愿意我捐肾给她”

请本版文字及图片作者与本报联
系，即付稿酬。

稿件来源：《新京报》

虽然对即将做的手术还是有些担心，但
一家人似乎谁也不想让家人担心，在等待时
的交谈中，都尽量表现得轻松些。

“儿子，坚强啊。 ”李清中将手搭到李
凯的肩膀上鼓励他，李凯回应：“放心，我一
点儿也不紧张。 ”

当被问起手术结束后有何打算， 李凯
不假思索地回答，“我想上学。 ”

“开始生病时，他还是五年级，现在同
龄孩子都上初三了。”一旁的李清中有些担
忧， 害怕已经好几年没去过学校的儿子跟
不上教学。 而李凯偷偷说，虽然没去上学，
但他在家没事儿就看书，尤其喜欢语文。

段淑花的手术时间到了。 李凯目送母

亲被推进手术室后，低下头，右手不断地在
左手掌上画圈。

“挺担心她。 ”李凯沉默，李清中立刻
拉起李凯的手说，“来，站起来走一走，别老
坐着。 ”

但是不久， 李清中又独自一人来到手
术室门口，来回踱步，等待正在做手术的妻
子。

上午 11 时，护士通知李凯可以进手术室
了。手术室门口，李凯被护士从外用推车滑向
手术室内隔离专用推车时， 李清中还逗儿子
“看好玩不好玩，唰的一下就滑过去啦”。

李凯也轻松起来， 被推进手术室时一
直对爸爸微笑。

夫妻俩商议后决定，段淑花与儿子李凯
间的移植手术将先进行， 待母子的身体情
况恢复稳定后， 再进行李清中与女儿李敏
间的移植手术。 因为要做透析，李敏目前还
在承德老家。

1月 13日下午， 李凯与母亲段淑花简单
吃了碗面条后，停止进食，等待第二天的手术。

“孩子他妈不知道人没有肾活不了，最
开始还想自己一个人捐两个肾。”李清中讲
到这里时开始哽咽，他说妻子身体并不好，

平时在家干农活，有些腰间盘突出，还有慢
性胃炎，“但知道孩子有救， 她比谁都高
兴。 ”

1 月 14 日上午 8 点 20 分， 段淑花被推
进手术室，11 点半， 李凯也被推进手术室。
经过前后 8 个小时的手术后，1 月 14 日下
午，段淑花的肾被成功移植到儿子体内。

据医护人员介绍， 李凯将在重症监护室
留观一天，如果顺利，1 月 15 日下午将转入普
通病房。

14日的北京，迎来了 2015 年的第一
场雪，但病床上的李凯却无心去看，患尿
毒症六年的他， 更担心为给他捐肾而即
将做手术的妈妈。

因为患有尿毒症， 皮肤黝黑的李凯，
指甲盖却尤其的白，没有丁点儿血色。

2009 年，年仅 11 岁的李凯出现腰腿
疼痛症状，行走困难。父亲李清中带着他
四处求医，怀疑过白血病，也经过药物治
疗，最终于 2010 年，确诊为尿毒症，双肾
已病变。

为救儿子， 李清中和段淑花夫妇俩
开始四处借钱。 “开始先吃药，每天吃六
七种，后来病情加重，医生说要做腹膜透
析。 ”李清中回忆，依照李凯的情况，每
五六个小时就要做一次透析， 这样就必
须依赖医院， 但是住院费对于这个家庭
来说，已开始承受不起。

祸不单行，2012 年 4 月，李凯的姐姐
李敏也确诊患上尿毒症，这时，李敏刚结
婚不久。

儿女双双患上重病， 这让本就不富
裕的李清中一家，更是雪上加霜。透析一
次要好几百元，无力承担的一家，在家中
建起了透析室。

去年 6 月， 河北承德县李清中一家
四口的遭遇被媒体相继报道。 中国红十
字基金会关注到李敏和李凯的情况，通
过联合募捐的形式， 开设专用账户为姐
弟俩筹集善款。 而武警总医院也承担起
为姐弟俩做肾移植手术的任务， 并为其
免去全部检查费用。

移植科刘航主任多次安慰李清中不
要有思想负担，并承诺会提供最大帮助，
会“想尽一切办法把将来可能的费用降
到最低”。

“国内的肾移植供体非常紧张，很
难等到，自己捐肾的话，还能省一大笔费
用。 ”李清中称，考虑到经济与时间问
题，夫妇俩决定亲体捐献肾脏。 经检查，
夫妻二人年龄不大，且都为 0 型血，肾脏
与孩子配型成功。其中，父亲与女儿匹配
度更高，母亲的肾脏也更适合捐给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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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各捐一肾救患尿毒症的儿女
李相蓉 崔佳 杨子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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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心里高兴，一点儿也不紧
张。 ”1 月 14 日上午，即将做肾脏
捐献手术的段淑花，坐在武警总医
院病床上不断重复这句话，来宽慰
丈夫和儿子。 她的肾，当天就会移
植到患尿毒症的儿子体内。

因一双儿女都被确诊患了尿
毒症，段淑花与丈夫李清中决定分
别移植肾脏给儿女。 14 日下午，段
淑花母子间的肾移植手术顺利完
成，待他们恢复稳定后，李清中与
女儿李敏间也将做肾移植手术。

儿女与妈妈爸爸成功配型

儿女先后确诊患上尿毒症

母子肾移植手术 8 小时完成

父亲逗儿子开心分散紧张感

正德厚生 臻于至善
上善若水，水利万物而不争。
水善于滋润万物而不与万物相争！ 自

古以来， 德高望重的人秉性多像水一样，
效法自然之道，如水无私善行，拥有水一
样谦退守中的至刚、至净、能容、能大的胸
襟和气度。 社会演变至今，并非只有人以
水作为人生典范，更多的企业以社会责任
为己任，以水的大善来践行企业对社会的
责任，中国移动是个中翘楚。

中国移动秉持“正德厚生 臻于至善”
的价值观，讲求人、社会与环境和谐共生，
把维护企业发展与经济、社会及环境的动
态平衡作为企业责任，精益求精，积极创
造和谐社会，追求企业与社会、环境和谐
发展。 以天下之至诚而尽己之性、尽人之

性、尽物之性。
竭诚服务。 科学高效公司治理运营的

追求和目标。 以高品质移动通信服务为客
户创造价值，人所到之处，必然有移动的
服务。 中国地域宽广，移动信号的普遍覆
盖是一项耗资、耗时的艰巨工程，中国移
动不畏艰难， 积极推进移动基础设施建
设，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当你用脚步丈量
中国的角角落落，你的眼睛会见证移动所
带来的巨大变化。 移动所到之处，把天涯
变成咫尺，把思念送到心田，把牵挂及时
传达，心随移动，互相沟通。

尽人之性，追求社会和谐发展。中国移
动在自身飞跃发展的同时，没有忘记自身
肩负推动社会发展的作用，积极协助社会

大众发挥所能，共同改善人类生活质量。
稚龄儿童，本该是天真烂漫、无忧无虑

的年龄，因为心脏病，他们的脸上带着不
符合年龄的麻木和绝望。 中国移动积极开
展爱“心”行动———青海贫困儿童救助计
划项目， 捐赠 900 万元， 计划 2014 年至
2015 年初在青海救助 400 至 450 名贫困先
心病儿童， 并为适龄儿童进行免费筛查。
看到这些数字， 寒冷的冬天涌起团团暖
意，爱有天意，更要人为，中国移动用实际
行动践行“上善若水”！

中国移动以关爱和负责的态度， 追求
企业和自然和谐发展。 在中国移动的一系
列经营举措，很好地证明支持环境保护不
是单纯的口头宣传，是切切实实的在践行

所秉承的环境保护理念。 如中国移动积极
打造“环保型精品网络”，采用景观型天
线，尽量减少对环境的影响；倡导启动“绿
箱子环保计划”， 在全国范围内统一部署
活动，积极收回废弃手机 23 余万件，废弃
手机电池 186 余万块，为保护环境、节约资
源， 加快发展循环经济作出了切实的贡
献；在青海偏远山区，移动捐赠种植的一
片片绿化树林，为中华水塔的生态环境保
护添砖加瓦。

相信未来， 中国移动会用自身的行动
肩负起企业社会责任，坚定追求自身和社
会、 环境三方面可持续发展的高度统一，
以更大的热情、更切实的行动、更高远的
使命感，稳健地履行责任。

韩学历

“中国移动杯”移动改变生活主题新闻大赛征文

因为儿子和女儿相继患上重病，高额的
治疗费，让李清中一家难以承受。 为了省钱
治疗，2012 年 8 月，李清中用木板，在家里
隔出一个约两平方米的地方， 作为儿子李
凯的透析室。

“当时不敢建得太大， 越大越难消
毒。 ”李清中也穿起了白大褂，当起了儿子
的“专职医生”。

透析室上方挂上一盏紫外线消毒灯，李
清中又买了些 84 消毒液备着。 “每次透析
前，需要用灯消毒一小时，医生说要无菌操
作，防止感染。 ”每一环节李清中都非常仔

细， 每次透析前， 要将透析管好好消毒，还
要用弹簧秤称量腹膜透析液的重量。

“其实成年人是可以自己进行透析操
作的， 但是凯子还小， 无法完成整个过程，
我只能慢慢教他。 ”每隔五六个小时，李清
中就要给李凯做一次透析， 每次四十分钟，
这已经成为他每天最主要的工作。

李清中还会将每次透析的数据记录在
笔记本上。“其实孩子对我非常依赖。 ”提到
这点，李清中有些自豪。 李凯患有肾性贫血，
每周需打两针增强红细胞的促红素，“皮下
注射都是我来替他完成。 ”

为省钱家中自建透析室

◆为省钱，在家隔出个约两平方米的地方作为透析室。 父亲成为“专职医生”◆母亲不知人没有肾活不了，最开始还想自己一个人捐两个肾

在段淑花给儿子
移植肾脏手术前 ，都
不想对方担心的一家
人在一起聊天 ， 努力
制造轻松氛围。

给儿子捐肾的段淑花， 躺在武
警总医院病床上等待手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