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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四

■灾区群众来看望未语泪先流
■献花捐款，病房挤满热心市民
■截至昨晚七千网友捐款15万
■四大医院表态愿意全力救治

我做得还不够，
我走后，
想把遗体
捐献给四川

史叔，我们来了！
“抗震救灾志愿者病重入院”

扫码可为史业宽捐款

感恩之心
搭起城市
文明的屋檐
■成都商报评论员

9年前，那场地动山摇曾深
深地给我们留下印迹，也让这座
城市收获从未有过的那么多关
心、帮助与祝福。史业宽，这名来
自齐鲁大地的汉子，和其他成千
上万深入灾区一线的志愿者一
道，留给我们太多的感动。

今天，我们把这份珍藏存于
心已达9年的感动，化作丝丝感
恩之心，回报给病床上的史业宽。
所以，我们看到，川大华西医院、
省医院、省肿瘤医院等著名医院
及专家纷纷表态：哪怕有百分之
一的希望，也愿尽百分之百的努
力，挽救史业宽的生命；

所以，我们看到，当年曾受史
业宽帮助过的灾区政府及群众代
表前来探望、慰问；

所以，我们看到，那些挤满了
病房的普通市民——他们绝大多
数在这之前与史业宽并无交集。
只是，他们要把这座城市珍藏了
9年的那份感动变成一个可以表
达的行动。

古人说，“受人滴水之恩，即
当涌泉相报”，更何况史业宽这样
“散尽家财，倾情灾区有大爱”的
志愿者。我们看到，公益组织展开
的募捐，一天时间就筹集14万余
元，这笔钱，是7000多人从几毛
到几十上百元的汇聚。

虽然比起企业家动辄几十上
百万的捐赠，这些钱不多，但“点
滴”汇聚更说明这座城市的另一
个基因：平常之人蕴藏的感恩之
心。结草衔环，投桃报李，这份感
恩之心，从古流传，延续至今。

有人说，那些挤满史业宽病
房的普通市民，组成了这座城市；
他们的感恩之心，搭起了城市文
明的屋檐。

尼采说：“感恩即是灵魂上的
健康。”一个城市的文明大厦有多
个维度，而感恩之心，是这座大厦
的屋檐。

没有感恩之心庇护，城市常
常淋湿衣衫。

省医院、华西医院、省肿
瘤医院、市三医院
四大医院表态
愿全力救治史业宽

“胰腺癌的危险程度是非常高
的，治疗上也较为棘手，如果他或家
属愿意转院治疗，我们医院也非常
欢迎，肯定会全力救治的。”冯燮林
是四川省肿瘤医院肝胆胰外科专
家，他表示，具体治疗，还得根据史
业宽的病情而定。

“当年在四川需要帮助的时候，
他奉献了自己的力量，现在他需要
帮助的时候，我们医院以及医务人
员也自然会伸出援手。”省医院肝胆
胰外科主治医师姚豫桐表示，对于
史业宽的具体救治，还得先明确其
具体情况，再制订救治方案，如果其
经济上有困难，医院也可以在费用
上为他做一定的减免，“尽量满足他
的心愿。”

川大华西医院腹部肿瘤科主任
毕峰也表示，如果患者有需要，医院
专家非常愿意对他进行会诊，如果
家属选择到华西医院治疗，科室的
医疗团队也愿意拿出最好的方案，

“适合放化疗的就放化疗，不适合就
进行其他的基础治疗。”

目前，史业宽在市三医院住院
治疗。昨日下午，主治医师杨增伟和
消化内科副主任医师袁德强与他做
了简单沟通。“医院已用了最先进的
药物。昨天也为你做了各项身体检
查，所以你不要担心。为了更有效地
为你治疗，明天下午医院还将组织
众多专家开展一次会诊，针对你的
问题进行专项研究，因此请你放宽
心。”袁德强的一番话，令史业宽和
病床前的家属十分感动，称一定会
配合并遵守医生嘱咐。

随后，袁德强透露，史业宽的情
况较之前几天并无太大变化，“7日
的病理检查报告还没出来，一旦有
结果，我们就能据此发现问题并及
时作出准确判断。”他表示，不管怎
样，只要有一丝的希望，院方一定会
竭尽所能助其康复。

村民们仍然记得他
一见照片就认出“志愿者史大爷”
志愿者米小花将携患癌父亲来看望

成都商报在绵竹金花镇、广济镇一带随机走访了5个
村，拿出史业宽的照片给村民辨认，七成村民都能认出
他，“这个是志愿者史大爷嘛，在我们这里待了很久。”说
起“史大爷”，大家印象深刻的还是他那一身迷彩服、茶色
眼镜，以及一脸的和蔼。这名年长的志愿者在绵竹广济、
金花、汉旺等乡镇坚持了一年多志愿者服务。

罗洪香是绵竹市广济镇新和村妇女主任，看到照片
一眼就认出了“史大爷”。罗洪香介绍，她经常带史业宽
等志愿者走村串户进行服务，看到史业宽病床上的照片，
她说“几年不见他都瘦成这样了，心里酸酸的。”

不少村民得知史业宽患病的消息后，都打算前往医
院探望，但不知道史业宽在哪里住院，再加上史业宽的
家人希望他静静休息，不希望太多打扰，大家只能默默
送上祝福或通过捐款通道悄悄献出一点爱心。

“是我给他们带的路，直接带到我的老家绵竹广济
镇。”绵竹市广济镇的米小花回忆，5·12地震时，她将史业
宽等志愿者带到了绵竹市广济镇。

米小花介绍，到广济后，志愿者在路边一家受损的机
械厂临时驻扎了下来。“虽然只有两周时间相处，但她对
史叔印象深刻。”据介绍，前期，志愿者主要清理危房，帮
村民从危房里面抢出衣物、家电等生活用品。“印象最深
的是，每天做完志愿服务回来，史叔还给我们煮饺子，铺
床铺。”在米小花和其他年轻志愿者眼中，史业宽就像一
位父亲。后来，米小花从学校毕业，赴浙江打工，2013年回
绵阳定居。“听说史叔患病的消息，很心疼。”米小花坦言，
她的父亲也患有癌症，现在已在康复阶段。“我和我爸爸商
量好了，周四和爸爸一起去看史叔叔。”米小花希望两位长
辈能够彼此鼓励携手抗击病魔，“希望他们都好好的。”

史叔的小小心愿：
当年一起抗震救灾的志愿者

“我想见见你们”
昨日，病床上的史业宽向杜红诉说了自己一个小小

的心愿：想再看一眼昔日的抗震救灾志愿者。成都商报记
者得知史叔的这一心愿后，经多方打探，终于找到了一张
当年志愿者们的合影。“这张照片中，大致有西昌的向西、
四川的杜姐和小米、贵州贵阳的江宗由、北流的白狐和莫
言、东北的曾曙光、广西的大个子、大风门、大胡子和小
白，还有美籍华人王洁。”

当年和史叔一起奋斗在抗震救灾第一线的志愿者
们，来自天南地北，却在祖国有难之时，站在了一起。如
今，史叔想见一见大家，共同回忆那段难忘的岁月。

家人表示尊重他的决定

这几天，史业宽一直念叨着：
“我死后，想把遗体捐献给四川。”

几天前，成都商报记者第一次
在病床前见到史业宽时，他便艰难
地撑起身体，使尽全身力气，从嘴
边说出几个字：“记者，我想死后捐
出遗体。”

这件事，成了史业宽这几天的
一个心愿。

史业宽的这个决定，着实让全
家人措手不及，“他没有告诉过我们
任何人，就直接给你们成都商报记
者说了，我们很吃惊。”得知弟弟有
了捐献遗体的想法后，史三哥一夜
没合眼：“我内心非常痛苦。”起初，
对于父亲想要捐献遗体的想法，史
业宽的两个女儿是不同意的。史三
哥最初也抱着想让史业宽“落叶归
根”的念头。

当天晚上，史三哥和两个侄女
站在病房走廊里，小声地开着会：

“两个侄女虽然都不同意，但是也拿
不定主意，她俩最后看着我说：‘三
爸，还是你拿主意吧！’”史三哥想了
想，深深地叹了口气说：“唉，我们还
是尊重你爸的决定吧！”

昨日中午，四川省红十字会器
官捐献负责人刘利与同事赶到医
院。史业宽因身上插满管子不能下
床，史三哥代他填写了四川省遗体
组织捐献登记表。最后，史业宽本
人，伸出手在这份登记表上盖上了
自己的手印。

史三哥拿着这份登记表，双手
不禁颤抖了起来：“弟弟把所有精力
献给了四川，现在，他将把自己的
魂，也留在四川。”

灾区群众来探望
“史叔，挺住！我们来报恩了”

昨日上午10点，史业宽的病床前
已经挤满前来探望的人，小小的病房
被挤得水泄不通，长长的队伍排到了
病房门外。来探望史业宽的人中，有
当年和他一起在灾区并肩作战的当
地医务工作者、当地政府工作人员，
也有他曾救助过的群众，还有一些主
动赶来的热心市民。来自四面八方的
人，守在病床前，不少人还未开口就
已红了眼眶。大家的千言万语，汇成
一句话：“史叔，挺住！当年你帮助了
我们，现在我们来报恩了！”

史业宽救助过的灾区群众王
敏、胡慧英，当年一起并肩抗灾的广
济镇卫生院医生杜红、原广济镇党
委副书记张天荣，看见病床上的史
业宽，都忍不住流下了眼泪。“看见
史 叔 现 在 这 个 样 子 ，我 真 的 很 心
疼。”杜红说。

看见一张张熟悉的面孔来到自
己的面前，史业宽特别激动，他拉着
张天荣的手，艰难地抬起头，大声说
道：“见到你们，真好！”重病在身，他
仍挂念着这些老朋友，不停询问杜
红的女儿近况，又拉着王敏的手劝
她别哭，还关心她现在工作怎么样
了。泣不成声的王敏紧紧握着他的
手说：“史叔，你好好养病，我等你好
起来！”

“住院这么多天，好久没看爸爸
这么开心过了。”史业宽的大女儿肖
志文告诉成都商报记者，虽然父亲现
在身体状况很不好，但她能感觉到，
父亲的心里很欣慰。

广济镇人大主席卢世华、金花镇
党政办主任唐世艳、绵竹市红十字会
代表，也都来到病房探望史业宽。唐
世艳说：“成都商报对史业宽的报道
一出来，我就看了，刚读了一半，我眼
眶就红了，读不下去了。这篇报道，把
我们拉回了当年抗震救灾的时光，我
不敢相信，眼前的这个病人，就是当
年那个不怕苦、不怕累的史叔。”

史业宽不远千里来到四川救
灾，让卢世华也深受感动，“现在他
病重了，我们希望像当时他鼓励我
们那样，去鼓励现在的他。”卢世华
表示，下一步，广济镇政府将积极发
动群众捐款，一起来帮助当年的恩
人，我们灾区群众，从来没有忘记过
史叔。

热心市民纷至沓来
献花、捐款 爱心充满病房

中午时分，14岁的陈昱霏和妈妈
一起来到史业宽病床上，献上鲜花和
捐款。史业宽努力地握了握陈昱霏的
手，表达感激。“我觉得史叔叔特别伟
大，我在成都商报上读到了史叔叔的
报道，他把自己全部积蓄都捐给了灾
区人民，现在自己病了却没钱治病，
我特别心疼。”说着说着，陈昱霏哭了
起来，“我希望史叔叔能够早日康
复！”陈妈妈说：“我们母女俩看了
史叔的报道后，都特别激动。史叔对
灾区付出的，不仅仅是财力物力，我
们能感觉到，他是用生命在拯救地震
灾区的人民。”说到这里，她也红了
眼眶。

下午3点，一名穿着绿色冲锋衣
的小伙急匆匆来到病房门口，握住史
业宽三哥的手塞下一个厚厚的信封。

“小伙子，坐一下，别走。”史三哥使劲
拉着小伙的衣袖，但他摆摆手坚决要
离开。在成都商报记者的挽留下，年
轻人腼腆地说：“我就是成都本地的，
昨天看到新闻，有所触动才来到医
院。”他不愿透露姓名，只说自己不久
前才辞职，现在有时间来看望。

下午4点30分，一对白发老人互
相搀扶着走进病房。“我是东北人，在
成都待了40年，我身体也不好，懂得
你们的感受。这1000元是我们的心
意，你一定要收下！”其中一位婆婆牵
着史三哥的手一再说道。婆婆说，自
己今年75岁，她和老伴昨日上午看到
了成都商报的报道，“我激动得睡不
着午觉，非常想给这位英雄献出一份
爱心，于是和老伴直接来医院看望。”

晚上7点，刚刚排练结束的军旅
歌手曾德洪和同事赶到医院看望史
业宽。“看到病房里的鲜花真的很感
动，同时看着瘦骨嶙峋的他，又觉得
很心疼。”曾德洪说，他白天无意中看
到了成都商报的报道，一位同事便提
出前去探望。两人遂抽空匆匆赶来。

“他（史业宽）紧紧拉着我们的手不
放，说明他没有放弃！”

成都商报记者看到，昨日共有40
多位热心人来到医院探望史业宽，病
床旁围满了鲜花。截至昨晚8点，捐款
金额将近一万五千多元。与此同时，
成都商报联合成都云公益发展促进
会开通的网上捐款渠道，已有近7000
人为史业宽捐助了约15万元。

昨日一大早，王敏就和爸爸一起，匆匆从绵竹赶往成都市第三人民医
院。成都商报昨日曾报道，地震后史业宽得知王敏盆骨骨折的消息后，自
掏腰包两千元，又主动帮忙为她筹集了5万多元医疗费，帮助王敏重新站
了起来。

“没有史叔，就没有我的今天。”自从听说史叔病重的消息，王敏寝食
难安，一心只想赶快飞奔到病床前，探望史叔。从绵竹到成都的这一路上，
王敏一家心急如焚。刚到史业宽病房门口，王敏远远就望见了躺在病床
上，已骨瘦如柴的史叔。王敏不敢相信病床上的人，就是当年那个精力充
沛，永远冲在抗震第一线，耐心给自己加油鼓劲的史叔。站在门口，王敏甚
至来不及喊一声“史叔”，眼泪就流了下来。她快步冲到病床前，紧紧抓住
史业宽枯瘦冰凉、已无血色的双手，哽咽着说：“史叔，我们来了！”
成都商报记者 沈杏怡 戴佳佳 杜玉全 王明平 摄影记者 刘海韵 张直

评论

史业宽曾在绵竹市广济镇抗震救灾。昨日，该镇卫生院的杜红、群众胡慧英及其女儿、曾受他帮助的王敏、原广济镇党委副书记张天荣（由左到右）到医院看望他

史业宽的遗体组织捐献登记表

史业宽的遗体捐献卡

史业宽（左一）当年和并肩作战的志愿者朋友的合影

昨晚，军旅歌手曾德洪和同事来到
医院探望史业宽

昨日，史业宽的朋友携女来看望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