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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换脸”：毁容女孩涅槃重生
文、图 / 俞红雨

美国巨星尼古拉斯 · 凯奇主演的好莱坞科幻
电影《变脸》中，为了取信于罪犯的弟弟，警方
通过割皮换脸的方法，将一名探员和罪犯的脸对
换，最终完成任务。但实际上，这种手术难度极大，
目前全世界只有 3 例这样的异体换脸手术，且全
部失败。

17 岁的福建姑娘许剑梅 5 岁时曾被大火烧成
“炭人”，她一直渴望能像电影《变脸》里的主人
公一样，为自己换一张漂亮的脸。她能成功吗？

毁容女孩被父母
安排去行乞

一切关于童真的美好片段，
都在许剑梅 5 岁时戛然而止。
那天，父母如往常一样，去打工
的地方上班，将她和小伙伴留在
草棚内玩耍。突然，不知哪来
的大火，瞬间把草棚点燃。逃
出后的许剑梅五官全部被烧毁，
脸上皮肤粘连、结痂、凹凸不
平，两眼眼睑缺损歪斜闭不拢，
右耳烧焦缺失，双手痉挛畸形
……

许剑梅的父母靠砸石头为
生，为了给孩子治病，他们向亲
戚朋友借了6万多元外债。这些
钱勉强救活了小剑梅，可再无后
期治疗费用。尚未痊愈的许剑
梅只好和父母回到了家乡福建
莆田。

小小的许剑梅，明显感到
周边人对自己态度大变。曾经
的玩伴，一见到她就躲得远远
的。每天清晨，小朋友们结伴上
学，小剑梅站在一旁呆呆地看
着，迎接她的是小朋友们惊恐
嫌弃的眼神。许剑梅咬着嘴唇
倔强地转身回家。

此后，活泼开朗的许剑梅
变得沉默少言，但她心中却有
一个声音在呐喊：“我要和别的
孩子一样，我也要去上学！”

在别人的指指点点中，许
剑梅上到了初中。然而她的面容
不仅没有改善，反而变得越来
越狰狞，家里经济状况也越来
越艰难。被逼无奈的父母只好
提出让小剑梅行乞的请求。一
开始，小剑梅死活不肯，可懂事
的她，想到妈妈偷偷流泪的痛
苦、爸爸默默抽烟的无奈，还
是点头答应了。

2008 年，12 岁的许剑梅来
到人声鼎沸的大街上，拿着父
亲写好的大字报，学着边上小
乞丐的样子跪在马路上。很快，
剑梅的身边聚集了二三十人。他
们对着大字报指指点点，剑梅
用畸形的手撑着跪在地上的膝
盖，低着头一言不发。

有人好奇地说：“小姑娘，
让我们看看你的脸行吗？”小剑
梅犹豫了片刻，缓缓抬起头。看
热闹的人同时惊呼，一个小女孩
更是“哇”地大哭起来。小剑梅
赶紧低下头，眼泪像断线的珠
子，把面前的大字报打湿了一大
片。那天，小剑梅一共收到一百
多块钱，是爸爸三四天的工资。
即便如此，她再也不愿乞讨：“爸

爸妈妈，对不起，我就是饿死，
也不会再去了！”

那次行乞经历，让小剑梅
异常渴望拥有一张正常的脸。
如果自己有一张正常的脸，就可
以和正常人一样，随意穿梭在喧
嚣街道上，而不是跪在路边用
面目全非的脸博取同情。

“中国式换脸”，
燃起希望

2009 年初，在同乡一位许
律师的帮助下，剑梅得到了福州
市妇联福建省妇女儿童发展基
金会的资助。

2012 年 8月10 日，剑梅在
爸妈和许律师的带领下，来到
福建协和医院烧伤整形科就诊。

主任医师王成鸿在看到剑
梅的伤势后表示，因为伤后长
时间得不到整形治疗，剑梅的
脸严重畸形，如果采用一般的
植皮整形，剑梅的容貌和面部
器官功能都很难恢复。

医生的诊断像一盆冰冷的
水，再次把剑梅一家的热情浇
个全湿。

苦苦等待了这么多年，不
料竟是如此结果。剑梅妈妈心
疼得抹起眼泪，抱着女儿边哭
边说：“小梅，都怪妈妈没照顾
好你，这些年害你为这巴掌大
块的皮吃了那么多苦，都是妈妈
的错。”

一听剑梅妈妈说脸是巴掌
大块的皮，王医生脑袋突然灵
光一闪：对啊，这脸说白了就
是一块皮肤，只要给皮肤构造
一个像毛细血管样的循环系统，
也许它就能成为病人的新脸也
说不定。想到这，王医生赶紧
安慰剑梅和妈妈：“也许还有其
他办法，这样吧，我跟医院领
导开会研究一下，有结果我立马
给您电话。”

一个星期后，经过深入探
讨，王成鸿医生找到了新方案。

“还是换脸，不过是‘中国
式换脸 '，目前在世界上还没有
哪个国家做过这类手术。”王医
生拿出纸笔边画边说，“简单来
说，就是利用身上的皮肤重新
培植成一张新脸，再把这张新
脸移植到剑梅面部。用病人自
身的皮肤，受感染的几率较小，
不过全国做过这类手术的医院
屈指可数，我们医院更是从来
没做过，你们还是要好好考虑。”

剑梅没有丝毫犹豫，她轻
轻地吐出两个字：“我做！”

医生们首先要在剑梅身上
寻找新脸种植地。新脸不光要
求皮肤质量高，还要和脸部相
近。综合考虑，医生们最终把
新脸的家定在剑梅的左肩胸位
置。

选皮问题解决后，手术中
最困难的问题出现了。

正常人的脸部有丰富的毛
细血管，而剑梅的新脸只是一
块没有血管的皮肤，仅仅移植
这块皮肤，剑梅的脸就像是戴
了面具，不会有正常人的生理
反应，面部器官也不能发挥作
用。

什么才能够代替毛细血管
工作呢？在群策群力下，医生终
于找到可以代替毛细血管的神
奇器官——筋膜瓣。筋膜瓣中
有很多细微的网状血管，将筋
膜瓣中的血管和面部血管连接，
就能成功组成微循环系统。

在胸前为自己种
一张“新脸”

制定 好 手术计 划后，医
生开始着手为剑梅培植新脸。
2012 年 11月，许剑梅进行第一
期手术。王成鸿博士和陈晓送
博士为这次手术主刀。

剑梅被推进了手术室。王
医生在许剑梅的左肩胸部开了
一个小口，将剑梅左颈部包裹
着血管的皮肤轻轻切开，开始
准备把筋膜瓣中口径仅为1 毫
米的血管和面部、颈部血管缝
合起来。这是手术中最为复杂
的环节。在花费了近2个小时后，
医生们总算把血管缝合好。最
后，医生把缝合好的筋膜瓣像
贴创口贴一样贴在切开的皮肤
内壁。

新脸的桥梁搭好后，医生
开始进行皮肤扩张。王医生给
剑梅选择的扩张器是一个带有
水壶长嘴的膜状袋子。将扁扁
的膜状袋子谨慎地埋在胸下皮
肤和筋膜瓣下，另一头的水壶
长嘴留在体外，然后开始缝合。
几个小时后，一期手术顺利结
束。

手术第二天，剑梅从麻醉
中清醒，发现自己的左胸前挂
着一个小水壶，她记得医生说
过这是给新脸喝水用的管子。
剑梅轻轻抚着管子，心里逐渐
温暖起来。

这时，王医生正好来看望
剑梅，看着剑梅摸着胸前的管

子发愣，就跟她聊了起来：“这
个管子是注水用的。以后每周
你都要到医院注两次水，每注
一次水，你皮下的扩张器就会
膨胀一点，皮肤也就变大一些。
就像是浇花一样，只要浇好水，
你的新脸就会一点一点成长。”

医生的话让剑梅觉得很新
奇：“浇水就能长出新脸？我觉
得这跟孙悟空的七十二变一样
神奇。”

王医生被这个腼腆的小姑
娘逗乐了：“真正神奇的是新脸
里面的变化，因为你皮肤下面的
扩张器会一直增大，慢慢地就
会迫使皮肤拱起，离开原本的
血液供给，当皮肤得不到营养
时，它就会寻求筋膜瓣的帮助，
从筋膜瓣中吸取营养。久而久
之，筋膜瓣就会和皮肤自然地
粘连在一起，到时候这张普通
的皮肤就会变成真正的新脸。”

剑梅出院时，王医生粗略
算了算说：“可能需要一年时
间。”

2013 年 10 月 14 日， 医 院
检查显示，新脸供血一切正常，
可以移植。

当日13 时 30 分，剑梅被
推进手术室。

王成鸿医生首先要把筋膜
瓣的主血管剥离出来，这些纤
细的血管是新脸的生命线。与
此同时，整形室的其他同事也
在对剑梅的五官进行复位。做
好这一切之后，医生慢慢地把
新脸移至面部，开始根据剑梅
的五官进行立体裁剪。为了不破
坏新脸的血管网，医生每动一
次刀都要先进行透光实验，以
确保万无一失。一直奋战 2 个
多小时，终于成功完成缝合手
术。

目前，剑梅的新脸状况良
好。主治医生表示，新脸完全
长好大概还需要四个月的时间，
在此之前，剑梅的脸不能大力
揉搓，表情也会与正常人有区别。
随着时间的增长，新脸会慢慢
变好，能做细腻的表情，对外
界冷热变化的反应也会渐渐明
显。

剑梅现在最爱做的事，就
是反复照镜子，仔细观察自己的
新脸。接受采访时，这个还略
有羞涩的女孩，将她日记本上的
一句话翻了出来——“假如生命
是一株小草，我愿为春天献上
一抹嫩绿。”

（未经作者同意，本文禁止
转载，上网。）

官兵个个都是“活雷
锋”

今日女报 / 凤网讯（记者 唐天喜
通讯员 廖汉平）给贫困学生送去学费
和油米，给学校和市民赠送几千册书
籍，给光荣院的老人送去慰问和表演
……3月5日，武警长沙市支队望城
区中队的官兵们兵分几路开展学雷锋
活动。这其实只是该中队官兵坚持学
雷锋的几个缩影。

武警长沙市支队望城区中队驻守
在雷锋的故乡望城，多年来，先后涌
现出180 名“学雷锋标兵”，一等功臣
1人、二等功臣 3人、三等功臣 59人，
抢险救灾先进个人 21人；先后与驻
地 100 多户贫困家庭结为帮扶对子，
共捐资十万余元，解决群众实际困难
1200 余件（次），资助失学儿童 18人
重返校园，35 名贫困学生完成学业；
先后被中宣部、解放军总政治部、中
央文明办、共青团中央评为全国“学
雷锋志愿服务先进集体”，被全军评为

“学雷锋标兵集体”，被武警部队、湖
南省委、省政府评为“学雷锋模范中队”
荣誉称号，连续 23 次被表彰为基层
建设标兵（先进）中队；共涌现出执
勤能手 85 名，创新执勤战法 26 个，
革新勤务器材 21 个，实现了51年执
勤安全无事故目标。

学雷锋，进社区
今日女报 / 凤网讯（通讯员 吴春

涛 曾垂振）3月 7日，武汉军械士官
学校指挥控制系的官兵走进社区开展
学雷锋活动。他们帮社区打扫楼道、
清理垃圾池、为群众免费理发、免费
维修家电，同时，他们还相继看望了
残疾老人、重病青年等困难群众，并
与瘫痪在床的一名名牌大学生建立了
长期帮扶的机制，用实际行动诠释雷
锋精神。

湖南首部女警系列小
说面世

今日女报 / 凤网讯（记者 唐天喜）
我们到底该追寻什么样的生活？究竟
什么才是真正的幸福？在多元化的时
代我们到底该怎么摆放物质与精神的
位置……面对这些困惑，或许我们可
以从近日出版的女警系列小说《断崖》、

《烟尘》中得到一些启示。
女警系列小说《断崖》、《烟尘》

的作者是冰湖，其真名胡柳莲，网名
织烟如梦，湖南省作家协会会员，18
岁开始从事刑事侦察工作。冰湖在自
序中写道 ：“我清楚地记得所亲历的
那些令人震撼的案件。一起又一起人
间悲剧发生后，受害的不仅是当事人，
他们的亲人乃至社会也受到了很大伤
害。作为警察，我的职能就是预防和
打击犯罪，而打击只是治标，预防才
是治本。我想把那些记录下来，或许
对迷茫的人们能起点警示作用。”

《断崖》和《烟尘》的故事就脱
胎于冰湖亲历的案件。作品通过由情
感问题引发的命案，真实记录了当代
中国社会各个阶层人物的生活现状，
涉及官场、情场与商场，触及在物质
社会里一些人在欲望与道德冲突中的
痛苦、迷茫与求索，令人深思。

■资讯

做完手术后的许剑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