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相隔一千多公里的湖南老家湘
阴县，正在该县知源中学上高中的 16
岁少年戴卓越，是在数次跟母亲的

“死缠烂打”中获悉哥哥身体状况的。
这时，他才知道，呵护了自己 16 年的
哥哥，居然早在 5 岁的时候就摘除了
左肾，如今右肾也被摘掉，没有肾了。

“哥哥没有肾了还怎么活？”戴
卓越反复央求父母，“没有哪个人的
肾，比我的更加适合哥哥，我要分一
个肾给哥哥！”4 月 6 日，在得知救哥
哥需要 30 万元手术费后，这个腼腆
的少年，给今日女报 / 凤网写来了一
封长长的求助信： 

2014 年 2 月9日，正月初十，一
早我就早早起了床，我的哥哥今天要去
青岛读书。他原本要到 3月初才开学，
而他去学校这么早，只是为了早点去学
校勤工俭学，多赚点钱买考研的资料。
我早起来还有一个目的，就是把父母过
年给我和哥哥每人两百元的压岁钱放
到哥哥的行李箱中，而不让哥哥知道。

出门的时候，我一把拽住哥哥的
行李箱。我记得那天下大雪，冰冷的雪
花打在我的脸上。由于对哥哥实在不
舍，路上我一直用袖子擦着我脸上的泪
水。我害怕哥哥看到，一直走在家人
的最前面。到了路口，我才跟哥哥说几
句话，班车就来了。那天我心里一直抱
怨司机，怎么今天就怎么快呢？

哥哥坐在后排靠窗户的左侧，车
子发动后，哥哥把头探了出来，扔出一
团红色的东西。向我大声喊：“弟弟，
接着 !”当时我还以为是什么小玩意，
当我打开一看，竟然是四百元钱和一张
小纸条包着一颗小石子。纸条上面写着：

“小东西，今早知道你起得比我早，我
就觉得很不正常，没想到你还往我行李
箱中塞钱，呵呵！听说过螳螂捕蝉黄雀
在后吗？拿着钱买点学习用品和名著读
读吧，哥走了，在家好好照顾爸妈和自
己。”哥哥你肯定不知道，那是我在同
一天再一次为你流泪。

但谁也没想到这一次分别，竟是
我最后一次见到我活泼健康开朗的哥
哥。

2014 年3月23日，一场无情的车
祸让我哥哥摘掉了他仅有的一颗肾，如
果凑不齐30 万元手术费，就不能进行
肾移植手术，我的哥哥随时都有生命
危险。

得知哥哥出车祸那一刻，我几乎
崩溃。我哭着喊着对母亲说：“妈，我
要去青岛，我肯定是给哥配型成功率

最大的一个人，把我的
肾给哥哥……”后来，
母亲和老师一再劝
导，说等过一段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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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阴一学生给《今日女报》来信——

“独肾哥哥”又失一肾，我要分一个给他
文：今日女报 / 凤网首席记者 谭里和 
供图 / 受访者

3 月 23 日，山东省青岛
市崂山路上，发生一起重大交
通事故，一辆失控的面包车冲
上公交站台，撞上 3 名正等
公交车的大学生，致一名学生
死亡，两人重伤。其中一名重
伤的学生戴奎就是湖南省岳
阳市湘阴县袁家铺新华村人，
因右肾受到重伤被摘除。让
人震惊的是，手术前医生才获
悉，戴奎的左肾早在 5 岁时
已经被摘掉。失去双肾的戴奎
如今生命垂危！

4 月 6 日，在获悉救哥哥
需要 30 万元手术费后，戴奎
的弟弟、湘阴县知源中学 16
岁的高一学生戴卓越，给今日
女报 / 凤网写来了一封感人肺
腑的求助信。今日女报 / 凤网
记者第一时间对当事人做了
采访，希望有爱心的人能够给
这个在外地求学的农村孩子
一份关注和爱，救救这个风华
正茂的大学生。

噩耗是突然到来的。
3 月 23 日下午 5 时半，在湘

阴县一工厂里做清洁工的甘小平
下班回家。小儿子戴卓越在读高
一，甘小平得做好晚饭让他吃了
去学校上晚自习。

掏出手机时，甘小平发现，
有一个未接电话，时间显示是当
天下午 4 时1分（后来甘小平得知，
这是儿子戴奎出事前拔给家里的
最后一个电话），看号码，应该是
在青岛科技大学读书的大儿子戴
奎打来的。忙于去做饭的甘小平
把手机递给戴卓越 ：“给你哥回
个电话。”

戴卓越拨通哥哥电话后，电
话没人接。当时母子俩都没有在
意。吃完饭，甘小平自己拨打儿
子电话。没想到电话那头传来的
却是一个陌生男子的声音。“他
说他是医生，戴奎出事了，比较
严重。”挂了电话，甘小平整个人
都瘫软在地上。

“妈，这一定是个骗子！”戴
卓越扶起母亲后，从手机里找出
哥哥同学的电话号码，电话打通
后，证实了这是一个事实。母子
俩抱在一起痛哭。

此时，戴卓越的父亲戴铁权
还在衡阳的一个工地上做事。得
到消息后，戴铁权失魂落魄地往
家里赶。为了能够尽快见到儿子，
当晚，戴铁权甘小平夫妇买了两
张去青岛的飞机票。戴卓越哭着
要去看哥哥，被亲人劝阻。戴卓
越不甘心，哭着冲父母喊 ：“哥哥
需要我就马上打电话回来！”

情况比夫妻俩预料的要严重
很多，在青岛市市立医院东院，
戴奎躺在重症监护室病房，身上

插满了管子，处于昏迷状态。
好端端的儿子，为什么突然

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呢？
一场车祸，改变了 19 岁大

学生戴奎的命运。
3 月 23 日下午 5 时 7 分，青

岛市崂山路 104 路公交车大河东
站牌处发生一起重大交通事故，
一辆面包车冲向公交站台，将正
在等公交车的三名男青年撞倒，
现场 鲜血一片，致一死两重伤。
这三名青年就是青岛科技大学机
械工程学院同一个宿舍的学生，
而重伤者之一，就有来自湖南岳
阳的戴奎。

从医生那里，夫妇俩得知儿
子受伤的情况，当时面包车直接
撞在戴奎的右腰，右肾受伤极其
严重……医生的话还没有说完，
甘小平便晕倒在地上，戴铁权一
手扶住妻子，半跪在医生面前：

“医生，求求你了，一定要保住我
儿子的肾啊！”

这时，医生从戴铁权口中得
到一个惊人的消息，戴奎只有一
个右肾，他的左肾早在 5 岁的时
候便因病摘除。这个状况，给手
术带来的难度，超乎了原本的预
期。

虽然医生竭尽全力，但 3 月
26 日晚 上，医 生还是 宣 布，必
须摘除右肾，不然戴奎的生命不
保。手术从当天晚上 10 时持续
到第二天凌晨 3 时。5 个小时过
后，戴奎暂时从死亡线上被拉了
回来。

由于两个肾都被摘除，戴奎
只能依靠医疗仪器透析，创伤带
来的负荷，随时会把他压垮。

3 月 31 日，戴奎的腹部突然

大出血，上午 10 时进入手术室，
下午 5 时医生才出来。医生拉住
戴铁权的手说，这孩子太坚强，
生命保住了。而在这 7 个小时里，
医院数次下了病危通知。青岛科
技大学的领导甚至安慰戴铁权要
做好心理准备。

现在戴奎虽然已经恢复意
识，但是得马上做肾脏移植手术
才能够保住命，可是需要 30 万
元的手术费。对于这个贫穷的家
来说，这无疑是一个天文数字！

3 月 31 日，正在青岛照顾戴
奎的表哥余洋给今日女报 / 凤网
记者打来求助电话 ：“希望湖南
老家的爱心人士，能够帮帮我们，
戴奎是我们整个家族唯一一个考
上一本的大学生。我们做了一个
决定，我们整个
家 族 谁 的 肾
源 最 配， 就
毫 不 犹 豫 地
捐一个！”

手术前才知道，他原本就只剩下一个肾

弟弟来信：要分一个肾救哥哥
间哥哥身体能够配型了，就马上叫我过
去。我知道爸妈打的什么主意，他们
现在一定是在等他们的配型结果，如
果他们的配型成功的话，就不用我的
肾了。可是，父母年纪大了，我的肾肯
定是最好的。

哥哥出事后这几天，我一直在回
忆，我的哥哥，是一个多么优秀多么懂
事的哥哥啊！那些成长的画面，哥哥
的影子，无时无刻不在我的脑海里中闪
动。

记得我刚上学前班的时候，村里
还没有水泥路，一下雨路上都是烂泥。
读四年级的哥哥，每次都用他那弱小
的身躯背着我走过那长长的淤泥小路。

我读小学五年级时，哥哥在读初
三。依稀记得那一年多雨，我的好哥哥，
每天骑着那辆光杆的没有踏板的自行
车，我坐在哥哥的后面，紧紧抱着哥
哥的腰，真的让我感到很温暖。遇上
积水很深的地方，哥哥为了不弄脏我
的衣服和鞋袜，总是一手托着我，一
手推着自行车小心翼翼地走。

家里一直都不富裕，我小的时候
母亲还没有现在这么多病，在县里面
一家制衣厂打工，爸爸为了生计去了外
地，照顾我的任务都落在哥哥的身上。
哥哥说爸爸妈妈赚钱不容易，给的钱
总要攒下来，每天放学，他以极快的
速度从学校回家给我炒剩饭剩菜，为
此，我还抱怨过哥哥。现在想想，我
是多么的不懂事啊！

2012年高考，哥哥以高出重点大
学 38 分的成绩被青岛科技大学录取。
哥哥是我们村里唯一一个考上一本的大
学生，是我们村的骄傲，也是我们家
族的骄傲。

直到今天我才知道，我的哥哥，
在他 5 岁多的时候，就被查出来肾上长
有一个水囊肿，由于当时医疗水平不发
达，不得不为保住生命而摘掉了一个肾。
正因为这样，想起我的哥哥在我的成长
中，一直那么保护着我、爱着我，想起
哥哥现在的遭遇，我完全控制不住眼
泪。万万没有想到，我的哥哥，在这么
灿烂的年华，却遭遇了飞来横祸。想想
这真是老天爷对我哥哥的不公。

哥哥的这一次遭遇让我们家瞬间
失去了精神依靠，父母揪心的，是哥
哥的身体，焦虑的，是如此昂贵的医
疗费啊！而我，作为一直被哥哥呵护的
弟弟，感觉是那么的无助。

现在，是我感恩哥哥的时候了，
一旦得到哥哥的召唤，我一定要将一
个肾给哥哥，救我哥哥。

我的好哥哥，我坚强的哥哥，你
一定要挺住，我相信，一定也有很多
的好心人来救你……

兄弟情深，戴卓越（左）说，很多人都说我和哥哥是双胞胎。

山东青岛，甘小平和丈夫戴铁权日夜守护失去双肾的儿子戴奎。

截止发稿前，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从山东省青岛市市立医院了解到，戴奎
的身体由于受重伤，加上身体情况特殊，
现在还不是最好的配型期。按照一般的
情况，弟弟的肾源应该是最好的。记者
把医生的话转告给戴卓越，他一再强调，

“这是我报答哥哥的时候到了”。
今日女报 / 凤网也呼吁，希望看到报

道的爱心人士，能够帮帮这个坚强的男
孩，挽救这个家庭。如果您想献一份爱
心，可以联系戴奎的父亲戴铁权（电话：
13257407362）；如果您想汇款，汇款账
户：6212263803003753476， 开户 行：
中国工商银行，开户人：戴铁权。或者直
接跟今日女报 / 凤网联系（电话 0731—
82333623），我们将转达您的爱心。 

■补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