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癫痫危重病人VS病危的母亲

一个医生的艰难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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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母亲的离世，成为了杨显实
心中无法打开的心结。“作为医生，我
尽到了自己的责任，但作为儿子，我不算
是一个孝顺的儿子，在母亲最后的时刻，
都没有陪在她身边。”33岁的杨显实说，
未能陪母亲走完人生的最后一程，也成
为他心中永远的结。

杨显实说，母亲是在四年前被查出

多发性骨髓瘤的，两年前，母亲要求回
南部老家的医院治疗。当时在南充市区
一家三甲医院上班的杨显实也辞职回
到南部，并进入南部县人民医院上班，
这样他可以方便照顾母亲。

此事也引起众多网友的关注。对
此，杨显实说：“不只是我，其他医生遇
到这种情况，也会选择先抢救病人。”

派出所门口骗手机
这贼“聪明”还是笨？

绵阳有位老兄，自认为聪明，将行
骗地点选择在派出所门口，然后从派
出所后院翻墙离开。不过，在骗了三个
手机后，这个自以为“聪明”的笨贼最
终还是被当地派出所民警抓获。

几天前，北川人骞某，在游仙区打
了一辆“野的”，目的地是涪城区小浮
桥派出所。到达派出所门口，他向司机
借手机，称自己手机没电了，要给在派
出所的朋友打个电话。

因为是在派出所门口，司机毫不
犹豫地将手机借给了骞某。不过当骞
某拿到手机后，便一边打着电话，一边
向派出所里面走去。进入派出所后，骞
某随即转入里面院子，离开了司机视
线，立即迅速跑向派出所后院，翻墙离
开了。司机等了近十分钟后，心中疑
惑，但进入派出所，早已不见了骞某的
身影。司机于是立即在派出所报案。

民警接到报警后，再次展开调查。因
为从2016年一月以来，他们接到类似报
警已经三起了。通过调查，警方怀疑嫌疑
人是翻墙离开。21日，成都商报记者获
悉，骞某于三天前被当地警方抓获。

“在派出所门口借手机，司机不会
防备，而且我是进入派出所的，他们更
不会多想。我之前到派出所看过地形，
知道后面围墙可以翻出去，于是就想到
用这种手法骗手机。”骞某交代，2016年
1月、4月、6月、10月、11月，他以相同手法
分别作案多次，其中有三次都选择在派
出所门口。目前，警方已对骞某采取强
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调查中。

赵欢 成都商报记者 汤小均

家族：卢氏家族
家规：忠党爱国 孝老慈幼 崇学重行
敬德感恩 仁义和善 诚信敬业 勤俭
图强 耕读传家
家庭代表：卢廷俊家庭

卢廷俊家庭是有着37位亲人的四
世同堂大家庭，2015年被高新区表彰
为“文明家庭”，2016年5月当选为全国

“最美家庭”，2016年12月被表彰为“全
国文明家庭”。“能够得到这么多荣誉
与我们的家规精神分不开，我们始终
坚信忠孝善良、勤劳自强是立家做人
的根本。”卢廷俊表示，“我始终将家规
家训当做我为人处世的准则，还会将
这种精神代代传承。”

每年清明节和春节，卢氏家族都会
召开家族集会，卢廷俊告诉记者：“在集会
上，我们会诵读家规家训，温故而知新，让
每一个家庭成员都牢记家训精神。”

卢廷俊回忆1971年腊月，大雪封
山，全家人除了他都病倒了。为了能给
家人烧一锅菜汤，他深夜冒着大雪，跑
到生产队背回一背篓麦草，却被病中
的母亲狠狠训斥了一顿。母亲教育他
说，“人穷，可千万不能穷了志气，我们
再穷，也不能随便拿公家的东西！”严
格的家教在他们家得到代代传承，几
十年来，家族人无论从军、从政还是经
商，都规矩做事，清白做人。前几年，他
们重新修订的家训家规，增加了“忠党
爱国、诚信敬业”等新内容，成为四代
人的行为准则。
成都商报记者 杜玉全 实习生 岳依桐

银行流水显示
转入现金达78万

张先生和胡女士2005年结婚。两
人均属再婚，婚后没有生育子女。张
先生现年51岁，胡女士比他小4岁。

张先生平时帮人做工程，四处奔波。
由于张先生懂化工，外出打工期间收入
可观。“大多数时候，月收入都会过万。”

至少从2010年起，每月领到工资
后，张先生除了留点零花钱外，都会
悉数转入胡女士的银行账户中。银行
流水显示，胡女士的两张银行卡先后
收到过张先生转入的约60笔现金,总

数达78万左右。“2010年前，我也是
按月把工资转给妻子。结婚以来，
我转给她的钱应在100万左右。”

不幸的是，去年9月，张先生患
上了前列腺癌晚期。在筹措手术费
时，妻子却告诉他家里没钱了。张
先生妹妹表示，由于哥哥按月将工
资转给妻子，“生病时，他自己的银
行卡内仅有1万余元。去年哥哥做
手术一共花费6万余元。我借了5万
给他。”张先生统计，从去年9月6日
检查出前列腺癌到今年2月27日，
各种费用已花去9万余元。“我已向
妹妹借了10万元。”

账上只剩300余元
丈夫质疑：70余万哪去了？

因为妻子拒绝支付医疗费，张先生将
妻子告上法庭，除请求离婚外，同时还请求
法院对夫妻二人的债权债务进行分割。“离
婚不是我的目的，但确实是没钱治病啊！”

诉讼期间，法院调取了胡女士名下的
银行账号，发现账户内余额仅有300余元。另
外所有的证券、股票加起来，价值也不过数
千元。这一切让张先生感到非常奇怪。张
先生介绍，两人结婚后，他们于2006年按
揭购买了一套房子，“当时每月月供仅有
600余元。另外妻子从原公司下岗后，也
得到了一笔近十万元的补偿金。”

法庭上，胡女士表示，双方婚姻关
系存续期间，张先生确实将部分收入
交给她管理，“但在双方的共同生活
中已经全部消费了。”对此，张先生提
出了质疑，“就我的了解，对方（胡女
士）是一个极为俭省的人。我转给她
的70多万，咋能说没就没了呢？”

由于双方均一致同意离婚，一审法院
判决准许两人离婚。两人一致认可共同所
有房屋价值34万。住房归胡女士所有，但胡
女士需支付张先生房屋折价款15万余元。

丈夫提起上诉
妻子：钱用于十几年的家庭生活

因对一审判决不服，张先生现已提
起上诉。张先生表示，一审中，他曾向法
院提出申请，希望能够查明胡女士相关

银行账户的流水明细，“但法院只调取
了对方账户余额。”案子进入二审后，
张先生再次向法院提交申请查明胡女
士银行账户的流水明细。同时，张先生
妹妹也以张先生、胡女士二人作为共
同被告提起诉讼，试图讨回之前自己
给哥哥垫付的医药费。

昨晚，成都商报记者与胡女士通
过电话取得联系。胡女士说：“十几年
用了几十万都是我们共同生活一起用
的，这算过错？我本来想和他好生过日
子的，都是因为他妹妹从中挑唆。每年
给老公父母，还有老公妹妹的儿子都
给了好几万。”对此，张先生予以否认，

“每年我和妻子共同生活时间也就一
个月左右。其他时候我的开支，都是自
己解决。这些钱究竟去了哪儿，我期望
法院能够查清楚。”

律师说法
若查明有人转移财产
将少分或不分财产

针对此案，省律协民商委副主任、
资深家事律师张承凤表示，胡女士银
行流水明细将是查明本案的关键，“经
张先生申请，法院若认为确有必要，有
权对胡女士名下的银行账户流水明细
进行调查。在这一过程中，若胡女士存
在大额、异常支出且无法给出合理理
由，该笔支出将作为夫妻共同财产进
行分割。在这一过程中，若查明有人转
移财产，就有可能少分或者不分财产。”

成都商报记者 张柄尧 摄影报道

今日
尾号
限行 3 8

成都 今日 阴 12℃-18℃
北风1-3级
明日 小雨 11℃-17℃
北风1-3级

●电脑型中国体育彩
票全国联销“排列3和
排列5”第17073期排
列3直选中奖号码：

031，全国中奖注数3479注，单注
奖金 1040 元；排列 5 中奖号码：
03127，全国中奖注数49注，单注
奖金10万元。●电脑体育彩票“七
星彩”第 17032 期开奖号码：
3106114，一等奖0注。

●中国电脑型福利
彩票四川联销“3D”
第 2017073 期开奖
结果：075，单选 681

注，单注奖金 1040 元，组选 3，0
注，单注奖金346元，组选6，2022
注，单注奖金173元。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全国联
销“双色球”第2017032期开奖
结果：红色球号码：24、27、31、15、
05、08，蓝色球号码：11。一等奖
63注，单注奖金5000000元。二等
奖284注，单注奖金60000元。滚
入下期奖池资金609910623元。
备注：以上信息以开奖现场公证
后的结果为准。

兑彩票

“家规家训是
为人处世的准则”

““我爱成都我爱成都··天府好家规天府好家规””

期间家人曾期间家人曾55
次打电话通知杨次打电话通知杨
显实母亲病危的显实母亲病危的
消息消息。。当抢救结束当抢救结束
他匆匆赶到他匆匆赶到11..55公公
里外母亲的病房里外母亲的病房
时时，，却没来得及和却没来得及和
母亲说最后一句母亲说最后一句
话话。。他很自责他很自责，，认认
为自己不是一个为自己不是一个
孝顺儿子孝顺儿子。。

距母亲去世已过去12天，但杨显实的心里，还是不能原谅自己。
杨显实是南充市南部县人民医院神经内科的主治医师。3月10

日，身患多发性骨髓瘤晚期的母亲到自己的医院做肾透析治疗。期
间，家人曾5次打电话通知他母亲病危的消息，但杨显实当时面临的
情况是，正在抢救一名刚收治的癫痫危重病人。40多分钟后，当癫痫
病人转危为安，杨显实匆匆赶到1.5公里外母亲的病房时，医生正在
对已没有呼吸和心跳的母亲进行抢救，但母亲终究未能醒过来。

身患多发性身患多发性
骨髓瘤晚期的母骨髓瘤晚期的母
亲在杨显实的医亲在杨显实的医
院做肾透析治疗院做肾透析治疗，，
病情转重病情转重。。但杨显但杨显
实坚持抢救一名实坚持抢救一名
刚收治的癫痫危刚收治的癫痫危
重病人重病人，，最后使病最后使病
人转危为安人转危为安，，尽到尽到
了医者的责任了医者的责任。。

记者：如果让你重新选择
一次，你会作出怎样的选择？

杨显实：还是会选择抢
救那位危重病人，因为她也
是一名孩子的母亲。再说了，
我妈病重，那边的医生也会
竭尽全力对她进行抢救，我
即使赶过去了也没有用。我
想，很多医生面临这种情况，
都会这样选择。

记者：现在后悔吗？

杨显实：在她最需要我
的时候，我没有陪她走完人
生的最后一程，觉得心里很
对不起她，我不是一个孝顺
的儿子。

记者：家里人事后有为
这件事情责怪你吗？

杨显实：他们没有怪我，
但是我自己心里，不能原谅
我自己。
成都商报记者 王超 摄影报道

责 对于杨显实来说，这是一次艰难的
选择。3月10日上午，杨显实64岁的母亲
再次因病情加重，前往他所就职的医院
肾内科做透析治疗。老人是一名多发性
骨髓瘤晚期病人，自去年下半年开始，
老人因造血功能衰竭导致贫血，常需住
院进行输血治疗。

就在前一天，杨显实对母亲做检查时
发现，母亲的肾功能已出现问题，经过专家
会诊，老人需要第二天接受肾透析治疗。

母亲接受透析的肾内科位于南部县
人民医院新区，距离杨显实所在的神经
内科大约1.5公里左右。3月10日中午12时

许，杨显实突然接到哥哥打来的电话，哥
哥的语气显得有些焦急，“你快过来，妈
现在病情出现了变化，有些严重。”

杨显实心里一震，他了解到，母亲在
做肾透析前期准备工作时出现病情恶
化。但当时杨显实所在科室同事已经下
班，只有他一人值班，而就在接到哥哥电
话几分钟前，科室刚刚收治了一名全身
抽搐、意识丧失的癫痫病危重病人。

“妈即便病情严重，在场的医生也
会全力抢救的。”杨显实决定，自己先抢
救科室的癫痫病人，待抢救结束后再赶
过去探望母亲。

“妈即便病情严重，在场的医生也会全力抢救的。”

母亲病重 他决定先抢救病人抉择

“我抢救的也是一名母亲，我不能不管其他孩子的母亲。”

5次电话催促 5次“尽快过来”煎熬
挂掉电话后，杨显实冷静下来，继

续对病床上这位女病人进行药物抢救。
不久，杨显实的手机再次响起。还是

哥哥打来的，仍催促他赶紧过去看母亲。
“我尽快过来。”挂掉电话的杨显实回到
病房，脸上有些焦虑。旁边护士看出了杨
医生的心思，“要不你先过去，病人由我
们来照顾。”“没事儿，那边有医生在场
呢。”因为当时病人仍未脱离生命危险，
他担心自己离开后，病人病情出现反复。

“我抢救的也是一名母亲，我不能为
了去照顾自己生病的母亲，而不管其他
孩子的母亲。”期间，哥哥和父亲又陆续

打了两三个电话，每一次，杨显实都说
“尽快过来”，而神色也一次比一次沉重。

在对癫痫病人的药物抢救治疗进行
了30多分钟后，杨显实接到哥哥打来的
第五个电话，这一次，哥哥急促的语气里
带着一丝愤怒：“你还不过来，妈现在连
呼吸和心跳都没有了……”

“我尽快过来……”杨显实着实有些
慌了。此时，他抢救的病人的病情已得到
缓解，但他仍不放心离开，他打电话通知
同事到医院顶替自己。10多分钟后，同事
范医生赶到医院，杨显实才匆匆下楼打
车朝1.5公里外母亲所在的病房赶去。

几分钟后，杨显实气喘吁吁地赶到
肾内科病房，推开房门，他看到面色沉重
的姐姐和哥哥，还有正在哭泣的七旬父
亲。杨显实走到母亲病床边，亲自给母亲
做心肺复苏术。病房里的空气仿佛凝滞
了，大家都没有说话，杨显实双手在母亲
的胸口有频率地按压，眼泪滑落在母亲
的衣服上……五六分钟后，其他医护人
员接替他继续抢救，但40分钟后，老人的
心跳和呼吸终究没有恢复。

哥哥后来告诉杨显实，母亲在失去
意识前，好像有话要说，但没有说出来。
杨显实在心里责怪自己，没有和母亲说
上最后一句话。他想着，如果家里人能
狠狠地骂自己一顿，自己也许会好受一
些，但他们谁都没有这样做。

“我们怪他有什么用，他当时在抢救病
人，如果他当时放弃抢救病人过来陪着妈，
那他又成了什么人？他做了这个职业，我们
理解他。”电话里，杨显实的姐姐杨琳说。

他双手在母亲的胸口有频率地按压，眼泪滑落在母亲的衣服上

为母亲做心肺复苏术 却无法挽回悲痛

“我尽到了医生的责任，但不是一个孝顺儿子”心结 未能陪母亲走完最后一程

面面//对对//面面

“如果再选一次，
我会作同样的选择”

七年内他转给妻子70余万元
他生病了 妻子账上却没钱了

去年9月起，青白江区
居民张先生的人生，就像
坐了趟过山车。此前，他是
一名化工技术人才，月收
入逾万。每月留下一些生
活费后，张先生都将剩下
的工资，悉数转入妻子胡
女士账户。银行流水显示，
2010年以来，他一共往妻
子账户转入70余万。

然而张先生表示，自
去年9月检查出前列腺癌
后，他想让妻子拿点钱出
来治疗，但胡女士却以无
钱为由拒不支付医疗费。
无奈之下，张先生向法院
提起诉讼请求离婚，并请
求对夫妻共同财产进行分
割。一审法院支持了张先
生离婚请求。不过让张先
生始料未及的是，胡女士
账户内，能够分割的现金
仅有300余元。

孝

杨显实医生在工作中

张先生一共向胡女士账户转入70余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