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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女孩两次接受移植重获新生，
又登记成为中国人体器官捐献志愿者

世界以痛吻我 我要报之以歌
■ 记者 陈娟
2018 年 12 月 29 日，吴玥给前
后两次双肺移植手术的捐献者“放
牛小弟”和“三十同学”写了一封信，
信在自己的微信公众号上发出后，
吴玥收到了很多留言：许多人被她
做二次移植手术的坚强打动，鼓励
她继续前行；器官捐献志愿活动中
结识的捐献者家属、病友和受者家
属默默关注着她，从她的勇敢中汲
取对生命、生活的动力；
有志同道合
的公益伙伴，为她的意志力和行动
力点赞；
也有陌生人，为她经历磨难
仍热爱生命的行为感动，通过网络
留下一句
“加油”
。
吴玥把文章分享到自己的朋友
圈，附言“生命的脆弱与生命力的顽
强”。这句话，说的是“放牛小弟”，
是
“三十同学”，更是她自己。

“我时常在想，那些器官捐献者，与我们这些受者素昧平生，是一个善举将我们的命运紧紧绑在一起。逝
者的器官在我们的身体里运转，我能感受到他们对这个世界的留恋，也很感激家属们的理解与博爱，因为他们
的无私捐献，我们才能在绝境之中看到希望，带着爱更好地生活。我们感恩、乐观、坚强，热爱生命，再努力地
将爱心传递出去，以爱改变生命。我想，这正是器官捐献者及其家庭对我们的启发。
”

——吴玥

超越孤独与死亡

生命的接力
见到吴玥那天，是她父亲的生
日。吴玥穿着粉色碎花的棉睡衣，
坐在无锡市人民医院的普通病房里
吃蛋糕，拿勺子的右手因为服用排
异药微微颤抖。妈妈让她少吃高甜
食品，把蛋糕换成鸡蛋面条，吴玥乖
乖听话，小口小口，尽量多吃。刚做
完二次肺移植手术两个月，吴玥恢
复得不错，体重增加了 1 公斤，每天
保持六至八小时的睡眠，六分钟心
肺功能检测的结果也超出了医生的
预期，
“ 三十同学”的双肺正与她彼
此适应，共同呼吸，又一次见证了生
命的奇迹。
由于国际通行的“双盲”原则，
吴玥不知道给了自己新的双肺的捐
献 者 是 谁 ，于 是 她 以 手 术 的 日 子
（2018 年 10 月 30 日）称呼他为“三十
同学”。她在信中写道：
“以后，
‘他’
就成了不同的‘你’。你们完成了完
美的接力。”这个“你”，是吴玥第一
次移植手术的捐献者“放牛小弟”，
从 2013 年 8 月 31 日开始，他的双肺
进入吴玥的身体里，陪伴她走过了
五年零两个月的
“新生”
。
五年多时间里，吴玥经历了人
生中第一次移植手术，术后的恢复
训练，复健过程中的腹泻呕吐、例假
紊乱、筋骨疼痛、感冒咳嗽、头晕昏
迷等一系列折磨，她都顽强地克服
了，坚持了下来。每年 8 月 31 日，吴
玥写信跟“放牛小弟”回顾自己“新
生”后每一年的生活，对他倾诉自己
一年里的思考、获得以及那些不为
外人道的艰难和软弱时刻，她想，
“放牛小弟”一定了解，一定明白，一
定会支持她，迈过人生里一个又一
个坎，因为他在她的身体里，两人是
真正的同呼吸，共命运。
正是因此，在 2017 年 12 月发现
自己的身体出现移植排异反应时，
吴玥的第一反应是不舍，病痛和死
亡能带给她的恐惧已经很小，她更
想留住的，是“放牛小弟”的肺和这
段缘分。她在家用自备的肺功能检
测仪测了自己的 FEV1（一秒用力呼
气容积）数值，屏幕显示 0.51 升，只
有她手术第一年的四分之一；去医
院复查，6 分钟的步行试验，她的测
试距离从 567 米减少到了 352 米。
无锡市人民医院陈静瑜副院长为吴
玥做了第一次移植手术，他建议她
尽快做二次移植。
吴玥犹豫不定。她过不去自己
这一关，也担心再一次移植手术会
给早就负担过重的家庭更大的压
力，父母已经老去，自己的生命真的
能再一次出现奇迹吗？抱着最后的
侥幸，吴玥在家用制氧机维持，减少
活动量和范围，希望能延缓排异发
展。但对机器的依赖，让吴玥感到
焦虑和危险。制氧机长时间使用会
自动断电，等待机器重启的十几分
钟到半个小时，她只能靠自己。吴
玥难以想象自己在睡眠中失去了供
氧该怎么办，对机器的依赖让她无
法把握自己的生活，她睡不好，吃不
下，体重迅速下降到不足 25 公斤。

到，
两个人的力量竟然这样强大。”
许多人被吴玥写的五封信打
动，
开始关注吴玥；
更多人开始关注
器官捐献，
还有人在网上给她留言，
有时是一句“加油”，有时是关于生
活、生命的困扰。吴玥看到都会回
复，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病友和
困境中的陌生人，
不幸是暂时的，
永
远不要失去快乐和爱的能力。吴玥
说，
印象最深的是第五封信发出后，
“很多人跟我说，
是看到那封信之后
决定去登记捐献的，他们在我的微
信下留言，通过微博私信发给我他
们登记捐献的截图。”原来，除了保
护好“放牛小弟”的肺以外，她还能
做得更多。

2018 年 10 月中旬，吴玥的身体
状况到了不能忍受的边缘，她在信
中说：
“我的内心开始恐惧与焦虑的
时候，我知道，我必须跟你（
“放牛小
弟”
）道别了。做了接受二次移植这
个决定，微信发给医生的瞬间，我泪
如雨下。我一边说着对不起，一边
说着谢谢你。”
十天后，吴玥在无锡市人民医
院接受了二次肺移植手术。二次移
植面临着很大的风险，与吴玥相熟
的医生在她进手术室前来给她加油
打气，握着她的手不停地说“别紧
张”，吴玥很坚定，反过来安慰对方，
约定好在手术室外见。更大的困难
在手术后，胸腔出血导致二次开胸
止血，术后出现耐药菌感染、高烧。
吴玥始终不言放弃，她在家人陪伴
下，跟医生们一起，小心翼翼地呵护
着这份来之不易的爱心捐献。
“第一次移植和‘放牛小弟’的
闯关经验，转化为宝贵的财富，让我
分得清要坚持什么，忍受什么，什么
时 候 休 息 调 整 ，什 么 情 况 配 合 运
动。”有人问吴玥，二次移植有什么
不同，她说，
“ 我哪怕身体承受着疼
痛 ，呼吸功能恢复缓慢，但是我的
信念是坚定的，我的心情是愉悦的，

我变得更从容。因为我前进的每一
步，都证明着我在变好”。这意味
着，
她又能自由呼吸了。

最奢侈的事
一件美丽的衣服，
一张回家的机
票，一间属于自己的房子，一个彼此
吸引的爱人，一段不被打扰的时间
……每个人都有自己珍重的人、事、
物，
对于吴玥来说，
最奢侈的是 2013
年 9 月，
她在无锡市人民医院的病房
里醒过来时呼吸的一口气。充足的
氧气经由肺部进入血液的感觉如此
神奇美妙，
“很爽”
“好像一个新的生
命进入到你的身体里”
，
吴玥形容。
是的，那是第一次，一个新的生
命经由器官捐献和移植进入了吴玥
的身体。之后，
一切都改变了。
时间回到 2013 年 5 月，吴玥去
医院检查身体，不幸查出患有晚期
肺淋巴管平滑肌瘤病（LAM），这种
几乎可称为绝症的病由基因突变引
发，发生在肺部的概率是四百万分
之一。确诊后的吴玥需要 24 小时
吸氧，无法下床行走，基本丧失了生
活自理能力。医生告诉她只有两个
选择，回家依靠制氧机维持生命，最
多存活五年；或者做肺移植手术。

吴玥的第一反应是拒绝移植，
“从小
到大没有经历过这么大的手术，是
那种对未知的恐惧，
我很害怕”
。
当时她只有 26 岁，在一家广告
公司做客户维系和执行，职业生涯
才刚刚起步。不能工作，失去了经
济来源，治疗费和医药费也给家里
增添了沉重的负担。看着日渐憔悴
却依旧坚强的父母，吴玥一度觉得
自己是个累赘。
可是，吴玥想活下去，因为只有
活着，才有机会好起来，才有能力报
答父母的养育之情。
然而，可供移植的器官资源十
分稀缺。那段时间，吴玥常常怀疑
自己能不能等到移植手术那一天。
幸运的是，2013 年 8 月 31 日，她等
到了合适的肺源，一个远在广西的
陌生弟弟在放牛时不慎摔落导致脑
死亡，他的父母决定捐献他的器官。
这个无私大爱之举让吴玥得以进行
双肺移植手术。在无锡市人民医
院，经过陈静瑜和他的肺移植团队
九个小时的手术，吴玥重新自由呼
吸，
开启了生命的新篇章。
术后康复的过程是辛苦的，但
是吴玥深知这一切的不易，所以倍
感珍惜。她特别听话，很配合术后

治疗和康复锻炼。无锡市人民医院
负责术后康复的医生吴波把她称作
“模范病人”，
“她本身意志品质非常
好，所以她能够坚持锻炼，即使很衰
弱的时候，觉得自己很疼痛，很没有
力气的时候，也能够坚持下来”。吴
玥顺利地渡过了手术后的康复期，
可是半年后她出现了严重的呕吐，
“最频繁的时候，五分钟吐一次，整
个人离不开垃圾筒”
。
在被不明原因的病痛折磨时，
吴玥开始给“放牛小弟”写信，写给
他，也写给自己。像一个承诺，吴玥
一年一年地写，好像也给了自己更
多的信心面对病痛和生活。
2016 年 10 月 25 日，吴玥陷入
昏迷整整 14 天。医生说如果第 15
天再醒不过来，可能会脑死亡，或者
成为植物人。但是吴玥奇迹般醒了
过来，事后她在信中回忆：
“ 不知道
我在昏迷的时候，你（
“放牛小弟”
）
的肺是如何配合呼吸机，维系我的
生命的，那一刻我觉得我最接近你
要离开时的状态了，那一刻我好像
能感受到你离世前的不舍，我强烈
的求生欲望和你给予支持的信念，
让我在第 14 天晚上醒了过来。我
知道，我不是一个人在战斗，没想

在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
2017 年 6 月 11 日，吴玥报名参加了
在北京举行的第六届中国移植运
动会女子 400 米中长跑。参赛前，
吴玥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了几个
月 的 健 身 准 备 ，提 高 自 己 的 肺 功
能。比赛时，吴波陪在她身边，随
时注意她的身体状况。距离终点
还有 100 米，吴玥感到自己进入了
一种喘不上气的临界点，移植同伴
奔跑的身影、耳边的加油声伴随着
窘迫的一呼一吸进入视线、脑海，
她 咬 牙 坚 持 ，放 慢 速 度 跑 完 了 全
程。
“ 我很激动，她能够跑下来，出
乎意料。”吴波说。
2016 年3月开始，
吴玥多次参加
器官捐献宣传活动，
作为器官移植受
者代表在人体器官捐献缅怀纪念活
动中发出自己的心声；
参与中央电视
台、江苏卫视和腾讯视频的节目录
制，
讲述自己的故事，
呼吁更多公众
支持器官捐献。她说，
“器官捐献和
移植，
是捐献者与医护人员携手带领
受者抗争病魔，
这种大爱超越了孤独
和死亡，
应该让更多人知道，
理解，
参
与进来。”对于那些在犹豫不决的人
来说，
吴玥的故事让他们坚定信念，
登记捐献；
身处琐碎生活的普通人听
到、看见吴玥的经历，
更能体会到生
命的美好，
珍惜自己的生活；
病友们
更喜欢她，
因为她替不善表达的人传
递出了感恩之心。
作为吴玥的主治医生，杨航跟
她年纪相仿，两人在医院之外成了
好朋友：
“ 作为医生，我很喜欢不仅
治病还能治心，一般是我给别人关
怀。可是有段时间，我因为一些问
题非常困扰、难过，却找不到人说。
后来是向吴玥倾诉的，她给我提供
了解决方案，而且是有效的。平时
在病友群，
她也会鼓励其他的病友，
哪怕是在自己的身体不太好的时
候。”
捐献者果果的母亲在活动中与
吴玥相识，两人通过网络互相关心
着对方，
“像果果妈妈这样的捐献者
家属，是很愿意看到像我这样恢复
得好的受者的。我在很多场合听到
不同的捐献者家属说过，他们的亲
人虽然不在了，但很欣慰能够通过
捐献器官延续亲人的生命”。吴玥
格外珍惜“放牛小弟”延续的生命长
度，不断用自己的热情增加这生命
的厚度与广度。
身体逐渐恢复后，吴玥开始学
习烘培，为帮助过自己的朋友送去
亲手设计制作的小蛋糕，在他们生
日的时候以他们的名义给彩虹福利
院捐款，将捐赠回执作为礼物送出；
她带着退休的妈妈自由行，带“放牛
小弟”去看广阔世界，在当地的大街
小巷寻找美食；
她读书、写作、健身，
进录音棚录歌……生活于她，是色
彩斑斓的。
2017 年 8 月 31 日 ，新 生 第 四
年，吴玥在江苏省红十字会举办的
2017 年江苏省人体器官捐献集体
志愿登记活动中，现场登记报名成
为中国人体器官捐献志愿者，吴玥
说，
这是她送给
“放牛小弟”的礼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