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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的重量

白血病患者路炎衡，直到来北京的前一天
都想放弃治疗。而路子宽态度坚决，“我能救爸
爸！我家不能没有我爸！”
9 月 9 日 9 时许，河南新乡辉县 10 岁男孩
路子宽走入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清河分院的手
术室。采完 500 毫升骨髓，他坐在轮椅上，自己
拿着输血袋，从手术室笑着出来。推着轮椅的
医护人员说：“他真的超乎我们想象，这么懂事
的孩子太少见了。”
孩童供者，总让医护人员犯怵。有 13 岁的
女孩走到门口就是不进手术室，也有孩子在手
术室里蹦来蹦去，还有人看到针就哭闹。
是的， 为父亲捐骨髓的子宽并非特例。可
他又的确是个特例。
进手术室前， 母亲让子宽疼了想哭就哭。
“我不哭！”他说，“我是英雄，爸爸是美人。”

进无菌舱的所有东西，医院都会再进行一次高温
灭菌，所以不管是餐具还是吸管都要套双层塑料
袋，中间加一点清水隔热防止变形。
李金鸽到现在也想不通，“好好一个人，怎么
就不造血了呢？” 子宽奶奶也一直在问，“你说怎
么就得了这种怪病？”
为什么是我？这事为什么发生在我家？得病
的人和家属问了无数遍。
即使在这个造血干细胞移植例在亚洲领先
的医院，也没有医生能给出确切原因。
有朋友打电话来问康复时长，李金鸽难以回
答，骨髓移植结束只是万里长征第一步，“之后他
就和一个婴儿一样，更要好好保护”。
“万里长征第一步”，这话在病房走廊里听得
最多。
病人们被照顾得细致，家属们对自己就没那
么讲究了：前一天剩下的包子，放了一宿的面，就
一点咸菜，就是今天的早餐。
三十出头的女人，正吃着饭就放下筷子，带着
哭腔说，“在医院怎么这么难熬？比干什么都难熬！”
觉得难熬的时候，子宽会打一会儿游戏，虽然
“平时上学的时候根本就想不起来玩”，而今却让他
放松。他一枪枪打倒“敌人”，大喊大叫，就像自己的
健康细胞向爸爸体内的坏细胞发起攻击一样。
游戏里的人拥有酷炫武器，还可以无限次复
活，但问他是否想活在游戏里时，他果断回答：不
想，因为“家人都不在”。

■本报见习记者 刘雪妍

第一天 “动员”

路炎衡身份证上的数字是他的农历生

▲9 月 9 日早上， 捐完骨髓出来的子宽
受到医护人员的表扬，姑姑赶紧接过他手里
的血袋。
荨9 月 6 日下午，子宽和妈妈、姑姑一起
去探视爸爸。他让爸爸安心，好好吃饭，自己
也会加强营养。
均刘雪妍 摄
—这是 9 月 7 日子宽的姑姑与记者交流
日——
时说的。记者一看日历，今年生日不正是 9 月 9
日采骨髓的日子？
一家人忙乱得早已忽略路炎衡的生日。
探视时， 记者隔着玻璃打电话与路炎衡提及
这事，路炎衡哭了。无菌舱内的他，发布了一
条朋友圈：“儿子给了我一个珍贵无比的生日
礼物……感谢儿子为我付出的一切。相信这一
切的一切都是上天的安排， 生日和重获新生，
安排在了一天。”
子宽得知后，睁大眼睛，拉住母亲李金鸽，
歪头说：“我送给我爸的生日礼物是骨髓。”他
眯眼笑了，“其实是一条命啊！” 子宽重复了两
遍，母亲眼眶又红了，孩子其实什么都懂。
很多人最初认识这个 10 岁男孩， 是从河
南新乡电视台的新闻里——
—大盆的红烧肉，煎
煮炒的鸡蛋，他胖胖的手抱着大碗，大口吞咽，
明明已经饱了， 含着泪还要再多塞几块肉，多
喝几口奶。
每天早上称重，数字的增长是子宽塞下每
口饭的动力。每增重一斤一两，他都骄傲地向
父亲报告。
每天三餐都吃到胃发胀，但他临睡前还再
逼自己吃碗泡面。吃得太难受时，他放下筷子发
愣， 嘴边挂着面条，3 个煎蛋还等在盆中……
“每天都数不出来几顿， 只要感觉能吃下他就
吃。”母亲看着儿子吞咽得难过，既不忍又无措。
家里的餐桌从没有这么密集地出现过荤
菜，都是在超市上班的母亲带回来的。弟弟妹妹
虽然也想吃，但懂事地把荤菜留给哥哥，而子宽
会趁爷爷奶奶不注意，给他们碗里放个鸡腿。
路炎衡的微博，忠实记录了儿子变胖的过
—体重增长到穿不下衣服，再到走路时大
程——
腿根的肉被磨烂。
原本心脏就疼的父亲，看着无比心疼。
再看到子宽的体检报告中有轻度脂肪肝
时，路炎衡更为难受，“短期增肥对孩子身体有
伤害，我特别亏欠他，没有给孩子们创造一点
物质条件， 还让他为我付出了那么多……”他
甚至觉得自己“给孩子的童年添加阴影了”。
子宽则在慢慢适应自己变得很有负担的
身体：走路时，他习惯性把双腿分开，灼烧感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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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 “礼物”

第五天 家人

有那么强烈了；以前他喜欢跑步，如今只跑几步，
头上的汗就像被雨淋过一样，那就索性少跑。
“爸爸你放心，我现在是家里的小男子汉，等
你病好了再来当大男子汉吧。”刚放暑假，子宽就
接替母亲，推父亲去医院输血，上医院门口大坡
时，小小的身体用足力，直喘粗气。

第三天 “大山”
9 月 8 日，捐髓前一天，要化验血常规。短期
增肥的子宽，胳膊上的血管难找，白挨了一针，姑
姑有点难受。他安慰姑姑说没事，奶奶包的饺子
快送来了，是他最爱的猪肉芹菜馅。
医生给家属们开会说，每个病人身后都有三
四个后盾，这是在一起打仗。
这不仅是一个家庭的战争，甚至需要举家族
之力。
更何况， 对于这个典型的中国农村家庭而
言，治疗费是如影随行的大山。
家里种了两亩多小麦和小米，一年收入三四
千元；李金鸽在超市打工，月入 2000 多元。路炎
衡生病这几年，住院吃药已让家里举债，骨髓移
—这数字根本无法想象。
植至少需要 50 万元——
“我体重够了，但还不手术，肯定是没钱了。”6
月最后一天，子宽已有 96.7 斤，可手术还是没影
的事。家里准备卖房，可这农屋许久也无人问津。
一向要强的爷爷，丧子时没流的泪，这次流了：
既记挂儿子，也担心孙子。奶奶更是整日肿着眼。
他们去找亲朋借救命钱。 一考虑偿还能力，
有的亲戚拿几百元出来，说还不了就算了，甚至
有亲戚说他们借钱没诚意。
听说蝉蜕能换钱，一放暑假，子宽就带着弟
弟妹妹每天去村边杨树上捡蝉蜕。尽管，3 个孩子
每天拎回来的一袋只能卖 2 元。
夜里，子宽还会跟爷爷奶奶去捉蝎子，在人
烟稀少的地里或岸边，用紫色的灯照，拿镊子夹
起变荧光的蝎子，捉进罐子里。子宽毫不害怕，因
为，3 个晚上捉的蝎子能卖 100 多元。
可这些对手术费而言仍是杯水车薪。
直到路炎衡给当地电视台打出电话，媒体拥
入子宽家，困境才得以摆脱。

黑洞洞的摄像头对着， 上面还架着话筒，屋
里只留子宽一人，没人教他说什么，他就自己开
始了：“我叫路子宽，是个胖胖的人……”
他的笑脸招人喜欢。 视频下方， 网友评论：
“路子宽小朋友，你以后的路子一定会宽的！”
仅仅半个月，捐款达到近百万元，手术费终
于有了着落。
一家人赴京看病的前一晚， 从辉县输完血，
路炎衡说要自己转转。 正在收拾行李的李金鸽，
忽然收到路炎衡的微信，让她退掉去北京的高铁
票。“我们当时特别着急，给他打电话不接，微信
也不回，只能坐在家里等。”
临近半夜，路炎衡骑着电动车回了家。沉默
许久，他还是让妻子继续收拾东西去北京。
李金鸽后来才知道， 丈夫那天晚上是怕了，
真的筹够了钱，心里却没底，“因为这一次就到生
死之间，成为弦上的箭了”。

第四天 “敌人”
9 月 9 日， 子宽在等候采骨髓的半个多小时
里，只是安静坐着，术中还陪着医生聊天。医生告诉
他已经结束时，他说：“这么快！我还没觉得疼呢。”
实际上，采骨髓前一夜，子宽醒了五六次，不
停问陪床的姑姑天亮了没。 清晨 5 时多抽过血，
他就睁眼等着进手术室。
这个漫长的夜晚，路炎衡也没睡好。李金鸽
告诉丈夫不能哭，“要战胜病魔，你弱它就强”。
进无菌舱前，路炎衡还笑着对妻子说，“每天
我要吃炖排骨、牛肉、羊肉”。当化疗真的开始后，
他难受得一口都吃不下。
“每天送新的饭，拿老的回来，经常都是原封
不动。”李金鸽说，只要医生不说禁食，家属都会
坚持送，哪怕病人吃完吐出来也好。
每天 3 顿饭， 她从早上 5 点多开始准备，水
果也要蒸熟，一个橙子 9.3 元，她原来从没买过这
么贵的，路炎衡却没吃一口。
给丈夫做饭要无菌化， 李金鸽恪守这一
—荤菜只敢买活鱼活虾，西兰花等不易清洗
点——
的蔬菜不能买，做菜要少油少调料；饭盒洗干净
后放进消毒柜，用之前在开水里再煮 30 分钟；送

9 月 10 日的采血从早上 8 点半开始， 干细胞
采集室里的供者陆陆续续出来。5 个小时过去了，
路子宽的名字还没被叫到，母亲和姑姑等得有些着
急。终于见到他时，孩子眼睛肿肿的，说自己头晕。
他举起手数着，“我现在身上的针眼得有 20 个”。
原以为采完骨髓就能先出院，等第二天再来
采集造血干细胞， 没想到大腿内侧采髓后埋了
针，要多住一晚。一听到不能出院，采骨髓都没哭
的子宽一边输着血，一边噘嘴哭了。
母亲以为他是在医院住得太难受，鼓励他要
懂事，坚持到最后一天。不料，子宽说：“不出院就
不能去看我爸。”
虽然在同一栋楼里，住院的子宽却不能从 11
层上到 15 层去看父亲。 他掰着指头数，“我都 3
天没去了”。
—爸
路炎衡可能不知道，子宽特别崇拜他——
爸骑摩托车既快又稳，还会修很多东西。“这手机
就是我爸修好的！”他拿着姑姑的手机给记者看，
言语里满是骄傲。
住院前，路炎衡在医院附近租了房。楼层很
高，子宽说：“高了空气好，卫生，这可是我爸找
的！”在他心里，爸爸永远就是那个骑车载他吹风
涉水，无所不能的爸爸。
来的记者越发多了，一次子宽对母亲说：“我
不想让记者来了，问得我伤心。”因为，竟有不止一
位记者让他假设，如果有天爸爸忽然离开了……
为父亲捐骨髓的子宽， 在医院里并非特例。
但懂事至极的他，又的确是个特例。
血液病区走廊里的患者家属看到子宽，会直
接说，“这供者体格真不错”，语气平常。记者采访
数日，见到了不止一位孩童供者，有个 9 岁小姑
娘也是为父亲捐骨髓。
还有一个 13 岁女孩，为母亲捐骨髓，快进手
术室时突然反悔，任凭父亲和护士怎么劝都只不
动弹；等父亲换上全套衣服陪她，她才磨蹭着进
去；骨髓采完后她不肯下床坐轮椅，可没人抱得
动体重 140 斤的她，医护人员只得启用备用床把
她推出去。
截至今年 8 月 31 日， 中华骨髓库的捐献造
血 干 细 胞 例 数 为 8800， 患 者 申 请 查 询 人 数 为
81799。
如果库容更大，如果患者找到合适配型的机
会更多，像子宽这样的孩子或许就不用承受生命
难以承受之重。
眼下，子宽很想回老家，“想弟弟妹妹，想小
伙伴，想去大队玩”。
正是山楂成熟的季节， 家里几棵大山楂树，
“结的山楂可大可漂亮了”， 奶奶煮的山楂水，是
子宽迅猛增肥时觉得最好吃的健胃药，也是路炎
衡化疗难受时尤其想喝却不能喝的。
子宽巴望着，到明年山楂红遍树梢时，就能
和爸爸一起喝奶奶煮的山楂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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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在3点半。对，你再去亲自通知一下赵容
（康生）和江南省委组织部的陈云同志，让
这一夜的上海扑朔迷离
他们也来参加。”
但是在离开南京之前，钱壮飞还有
“好的。”陈赓匆匆走了出去。
许多紧急的公务要处理。首先他要将上
“陈养山，你马上去调集一些特科的同
个星期中央调查科派往各地的特派员
志，人数不要太多，与顾顺章私人关系密切
的人员名单和组织状况抄录下来，这是
的一个也不要。 今天晚上可能会有点行
一份重要的情报，以后怕是再也没有这
动。”“是。” 陈养山也匆匆走了出去。 等陈
样的机会了。其次他要将珍藏在自己身
赓、陈养山都走了，周恩来这才转过身对邓
边的密码文本彻底销毁，这件东西已经
颖超讲：“小超，看来我们又得搬家了。”
失去它的意义，徐恩曾恐怕再也不会去
福兴字庄在上海天蟾舞台隔壁云南
吴基民 编
用它了。再有……对了，他要将徐恩曾
路477号（今云南中路171号），楼下是周生
交付给他的钱款账目整理清楚，共产党
赉开的私人医院，楼上便是熊瑾玎、朱端
人光明磊落，他不能背一个“携款潜逃”
绶开的福兴字庄，其实它是中共中央政治
的黑锅。最后……留在南京的钱椒和钱
他相信这位朋友是会明白自己的意思的。
陈养山迟疑了一下递了给他，只见他捏在
局的秘密机关，只有很少几个人才晓得这
江该怎么办？ 带着他们一块儿去上海？
最后再回到自己的办公室里，细细地打量
手里搓来搓去，好像并不打算抽它……
家福兴字庄的真实情况。
噢，不行，一则这里是国民党的特务窝，
了一下这一间已经收拾得干干净净的办
是呀，当时地下党中央在上海的机关
当周恩来处理完了一些紧急公务赶
周围不知道有多少双鹰犬般的眼睛在
公室，幽默地给了它一个飞吻，算是和它
共有几十处，方方面面的负责人和机要人
到福兴字庄时，赵容已经第一个等在那儿
监视着，3个人一块走目标太大；更主要
“永别”了。他穿上便服，伸了一个懒腰，摆
员加起来有500多人，所有这些机关、这些
了。
的是他此行任务艰巨，丝毫也不能出丁
出一副到夫子庙去散步喝茶的样子，闲散
人都要撤离，如果情报不实，那损失就大
周恩来还没有和赵容说上几句话，向
点差错。但是将他们留在南京……他再
地步出了警卫森严的正元实业社……
了。 但是万一……万一这情报是真的呢？
忠发、卢福坦、罗登贤、陈赓、陈云以及在
也坐不住了。
让我们还是再回到上海。 浙江路112
如果让敌人首先动手，而我们的行动慢了
中央特科四科担任领导工作的李强等都
唉，难呵难呵。他燃了支烟，在屋内
号清和坊中央军委联络点里， 烟雾缭绕，
一拍，那损失就更加惨重了！宁可信其有，
先后走了进来。王明没有来，他让博古作
转了一圈又一圈，终于想出了一个应急
静寂无声，每个人都在抽烟，默默地注视
不可信其无！周恩来一下子扔掉了手中的
为他的代表参加了这一次会议。
的方法：给徐恩曾留一封信，一则要好
着周恩来。只见他抽着烟，呛得自己情不
烟，下定了决心，他站起身来刚要说话，只
周恩来见人到得差不多了，站起身来
好谢谢他的“知遇之恩”；二则也要告诉
自禁地弯下腰来……
见邓颖超匆匆赶来……
神色严峻地讲：“今天，中央特委召开一个
他：好汉做事好汉当，不要因为他的缘
“恩来，你……你快拿主意呵！”身边
“小超，你找我有什么事情？”周恩来
紧急的扩大会议。大家都已经晓得，顾顺
故滥杀无辜，迫害自己的儿女……他知
又传来陈赓焦虑的声音。 他苦笑了一下，
一脸惊讶。
章叛变了，情况非常危急，中央必须在今
道徐恩曾是一个很爱面子的人，徐恩曾
终于回过神来，问陈赓：“这件事你反复核
“噢，陈赓也在这儿。”邓颖超看了陈
天晚上立即采取应变措施……”
丑事做得实在太多了，有这些把柄在自
实过了？”
赓一眼接着说：“刚才聂荣臻找到我，说是
这一夜的上海暗潮涌动。
己手中，谅徐恩曾也不敢怎样！
陈赓回答：“钱壮飞让他的女婿刘杞
有一个潜伏在徐恩曾身边的钱先生到了
这一夜的上海血雨腥风。
等他将所有的事都做好了，东方也
夫连夜从南京赶到上海寻李克农。钱壮飞
上海，到处在寻陈赓，结果找到了他那儿
也就在这一天的晚上，党中央在上海
已经透出了一线霞光。他将从汉口发来
不晓得顾顺章去汉口，我想这个情报决不
去，他说顾顺章在汉口被捕叛变了！”
的机关开始搬迁。这一天是4月26日，星期
的那些急电以及留给徐恩曾的账册和
会错！”
“噢，钱壮飞也赶到了上海？”陈赓意
天。距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叛变不到36个小
信整理在一起，走到楼下徐恩曾的办公
周恩来望了陈赓一眼又问：“上海方
味深长地看了周恩来一眼。
时。 距周恩来获悉这一情况不过10个小
室里， 将它放到徐恩曾的写字台上，然
面有什么动静？”“我找了杨登瀛， 他说陈
“我已经晓得了。”周恩来转过身去对
时。这一夜的上海扑朔迷离，杀机四伏，后
后细心地锁上了门。他路过一间住着自
立夫、 徐恩曾在上海度了周末才回南京，
陈赓讲：“陈赓，你马上通知中央特委的同
果严重，影响深远。似乎注定要载入中国
己一位“朋友”的写字间，拿起桌上的裁
目前上海方面没什么动静。”
志到四马路福兴字庄开会……”他又看了
共产党的史册……
纸刀将桌上的一张地图划了一个十字，
周恩来伸手向陈养山又要了一支烟，
下手表：“现在已下午2点了， 会议时间就
（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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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6 日早上 7 点多， 子宽到北京大学人
民医院清河分院打第一针动员剂。
由黄晓军教授领衔的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血
液科，是全球最大的单倍体移植中心。所谓单倍
型移植，是指在父母与子女之间、堂表亲之间的
移植，只要求人类白细胞抗原配型部分相合。这
一技术方案被国内外同行称为 “北京方案”，曾
经两度登上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的领奖台。
按传统理论，造血干细胞移植（俗称骨髓
移植）需要供者和接受者的人类白细胞抗原一
致。因此，供体来源不足成为世界性难题。
子宽和父亲的配型，恰恰是半相合。
如果没有 8 年前那些变故，这个河南辉县
百泉镇西井峪村的普通农家，会过着他们现在
最期待的平淡生活。
2011 年初，路炎衡家的龙凤胎出生，一大
家子还沉浸在喜悦中，5 月，路炎衡的哥哥和妹
夫在跑运输途中被疲劳驾驶的货车追尾，双双
遇难。当年 26 岁的路炎衡成了顶梁柱，跑前跑
后料理后事。11 月，他发现面色发黄、心慌、流
鼻血，想着是劳碌过度，没放在心上。
不适感愈发强烈，路炎衡先后去了辉县市
人民医院、新乡医学院一附院，被诊断出骨髓
增生异常综合征，即白血病前期。
辗转到了北京 301 医院，医生建议他进行
骨髓移植，可家里没这财力，也找不到合适配
型。路炎衡选择保守治疗，靠服药维持 7 年，农
忙时还能开三轮车运粮。
去年 8 月，病情突然恶化，不输血就有生
命危险。路炎衡的手上不见一丝血色，心脏承
受重压，唯一的出路依然是骨髓移植。
今年 3 月， 配型结果出来，10 岁的儿子路
子宽是最合适人选。
这个结果让全家人都无法接受， 围坐着，
只能哭。路炎衡坚决不同意，不断地说要放弃
治疗，“孩子的人生才刚刚开始，不能拖累他！”
医生反复告知，捐献骨髓对子宽不会造成
什么影响，休养一段时间就会好，孩子恢复得
也快。最终，路炎衡点头了。
子宽的态度， 从一开始就比大人们坚决。
听到自己只要胖到 90 斤就能作为供者， 他拍
了小胸脯，“我一定会让自己胖起来的！”
当时体重只有 60 斤的子宽， 身材与名字
相反，精瘦得像个小猴。
增肥，成了他生活的主题。3 个半月，他从
60 斤增至 97 斤。
终于可以打动员剂了。这是一种名为“重
组人粒细胞刺激因子注射液”的药物，用在捐
赠者身上是为了动员造血干细胞至外周血，使
其数量足够移植所用，捐髓前会按体质差异注
射 4 到 6 天。
有病友家属告诉子宽这针不疼， 他嘟囔：
“针没打在你身上，你怎么知道不疼？”
大人之间聊起治疗，没人留意到孩子小声
说了什么。他胳膊上的针眼，每天都在增加。
“我的细胞现在开始往外跑了。”他冲着护
士笑，也对记者笑，眼睛又笑没了。这些细胞，
将成为父亲生命的“动员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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