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余飞的值班医生罗华，除了制订治疗方案

外， 每天还会花时间和余飞父母以及哥哥沟

通。让罗华生气的是，好话说尽后，对方只抛下

一句话：余飞的事情，他们再不管了。

针对章明在信中所说“家人不管你”的情

况，昨日下午，成都商报记者与余飞哥哥取得

联系。电话中，对方介绍，此前，余飞在老家已

结过婚，并且还有孩子，“自从她离开原来的丈

夫后，我们就已不再管她了。我们也拿不出钱，

自己的事情都管不了，怎么管她？”

余飞手机中， 还保存有生病前的照片。由

于正值妙龄，那时的余飞，着淡妆，青春靓丽。

“我们都是女人，年纪也差不多。发微博，我只

想帮帮她。”“梁小护”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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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是没钱；回来，是不舍

也就在今年1月20日离开前， 章明相继卖

掉了自己的手机和笔记本电脑。其中，手机卖

了200元， 电脑卖了900元。 几包奶粉和200元

钱，则是章明这次离开时，最后留下的东西。

对于章明，“梁小护” 印象深刻，“穿一件

深蓝色的外套，40多天就没换过。一日三餐，大

多都是老干妈就馒头。 由于病人一直持续低

烧，状态不稳定，40多天，特别是晚上，只要病

人稍微发出点声响， 对方一骨碌就会爬起来。

照顾病人，对方可以说得上无微不至。”

这一次并非章明第一次离开余飞。去年12

月10日，也就是将余飞送到泸医附院的第二天，

章明就曾离开过一次医院，“对方背着一个包

裹走了。但没过多久，又回来了。”“梁小护”回

忆。对于这次离开，章明曾和“梁小护”有过交

流，“离开，是因为没钱。回来，则是因为不舍。”

护理工作，教一两遍就会

据护士小梁介绍， 有两天余飞没安胃管，

喝牛奶就比较呛，护士就教章明，他很快就学

会了，每次喂的时候先把床摇起来，小口小口

地用勺子慢慢喂她。

因为余飞长期卧床， 臀部的皮肤比较嫩，

解便之后不能用纸巾擦，只能一点点地小心蘸

干净。护士讲过一两遍后，小伙子一学就会。有

一段时间，她发高烧，护士用冰块给她降温，颈

子、腋窝、脚弯里下，20分钟就要换一次，章明

学了两次就会了。小梁认为，章明的护理效果

能达到和护士差不多的程度。

小梁告诉成都商报记者， 在这段时间，几

乎没看到章明笑过。他先卖了电脑，在最后又

卖了手机时，大家知道他可能真的要走了。

据护工杨大姐介绍，章明离开前的一天下

午，他在病房里很平静地告诉杨大姐，他自己

也走投无路了， 他将卖手机的200元钱留给了

她， 也将自己的电话号码存到了余飞的手机

里，跟医院也作了交代，他要离开医院，去上班

挣钱后回来给她治病。杨大姐称，离开时，章明

没有流露出任何怨言，表现得很平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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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继卖掉自己的电脑、手机，病床边守护43天后，男子离开昏迷中的她———

不是我狠心，而是去挣钱给你治病

成都商报记者 张柄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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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上午10时30分许， 南部县城东的

东南街与嘉陵路交汇处， 南方家居广场一

侧的小巷内，一辆牌照号为川R52717的大

货车， 正车尾冲着街道往外倒行……一家

名为“南方家居广场”的家具卖场发生爆

炸。南部县委宣传部腾讯官方微博“五城

南部”称：爆炸系一货车司机倒车过程中

撞断天然气管道阀， 致天然气泄漏引发爆

炸；该事故导致3人受伤，但均无生命危险。

昨日中午， 成都商报记者在爆炸现场

看到，爆炸引发的大火已被扑灭，消防官兵

正在对街面被爆炸气浪震坏的玻璃窗等进

行排危。“我的家具卖场重新装修后开业

不到半年，就这样给毁了，损失惨重。”南

方家居广场老板何贤全说。

一位现场目击者讲述：“听到咔嚓一声

响，我抬头看街对面，那辆黄颜色的大货车

把南方家具店外墙上的天然气表给撞坏

了。”在南方家居广场后边一小巷内，成都

商报记者看到肇事货车， 从外观上看它只

是车厢左侧尾部， 有几道不甚明显的新鲜

擦痕。知情者透露，这些擦痕就是在倒车时

撞天然气管道阀留下的。据南部警方介绍，

事发后肇事大货车司机主动前往公安机

关，警方已对其展开调查。

昨日下午， 南部县委宣传部腾讯官方

微博“五城南部”发布：爆炸事件发生后，

南部县委政府高度重视，公安、消防、安监、

街道办等相关单位第一时间赶赴现场调查

处置。南部警方介绍，在救援中，专业力量

快速切断附近的电源、气源，第一时间抢救

伤员并疏散人员， 迅速扑灭火情并勘查燃

爆现场。昨日17时，记者了解到，爆炸中受

损的窗户玻璃及构建物，均全部拆除；受灾

居民已妥善安置。

目/击/者/说

巨响过后，只觉得地动山摇

昨日上午10时40分， 何贤全开车到店。

“当时我刚关好车门准备进店，突然一声巨

响，一股气浪冲过来，把我掀到半空中，最后

落到街对面搁起。”何贤全说。与何贤全几

乎同时落地的，还有营业员宋文秋。当时，宋

正在二楼查看家具。剧烈的爆炸气浪，把她

从楼上的窗户内冲出来， 直接掉在街道中

央。宋文秋尚在重症监护室接受治疗。

“那个声音太大了，说实在的我还拿

不出啥子声音和它比较！” 目击者称刘大

姐告诉成都商报记者，“我当时在街对面，

巨响过后只觉得地动山摇， 紧接着满街就

是咔咔嚓嚓玻璃掉落、摔碎的声音。”

何贤全说，爆炸之后，家具店二楼上浓

烟滚滚，接着又燃起了大火。何贤全在碎玻

璃中挣扎着起来，报警后组织店员抢险。

眭小军 成都商报记者 邓成满

医护人员捐1500元，轮流照顾

泸医附院神经内科有一个双人间病

房。两个月来，这个病房，只住有一位病人。

除了医护人员，现在少有人进出这间病房。

每当看到陌生人进出， 科室内的病人

和病人家属都会拥上前，并打探：“你是女

孩家人哇？这女孩太造孽了，身边连个亲人

都没有！”

这位病人， 就是现年24岁的云南女孩

余飞。本月8日，医院神经内科护士“梁小

护”通过长微博将余飞故事发布到了网上

后，这位被家人“遗弃”的女孩，开始受到

网友关注。副护士长吴泽秀回忆，去年12月

9日，当时陪同余飞一道入院的，就只有一

位河南籍男孩章明。因为没钱，对方总共只

支付给了医院2000元治疗费。

目前， 余飞已欠下医院治疗费37000

元。今年1月20日，章明也离开了医院。余飞

孤身一人，在病床上度过了春节。

生命体征总体平稳，需要亲情

微博中，“梁小护”介绍，自从章明离

开后， 科室内医护人员开始主动照顾余

飞。“每天给她洗漱、翻身和按摩。由于对

方只能进流食。16名医护人员先后为她捐

献了1500元。 主要用于给她购买奶粉、尿

不湿等。”

因结核性脑膜炎，昨日下午，余飞还处

于昏迷中。只有紧贴余飞嘴边，才能听到对

方的喃喃自语：“家！家！我想回家！”

虽然已欠医院37000余元治疗费，但余

飞的治疗并未中断过一天。

泸医附院神经内科值班医生唐兴江

昨日介绍，除了持续低烧外，余飞目前生

命体征总体平稳，“结核性脑膜炎会造

成一定的意识障碍，因此，更需要亲情的

呵护。”

“对不起 ！ 我已经尽力

了。今天是你住院的第

43

天，

如果不是好心人的帮助 ，可

能 就 算 陪 你

20

天 都 是 奢 望

……我能做的就这些了。”

对于这次离开，章明信中

也有交代，“不是我要狠心地

离开，是我要回去上班，努力

挣钱好给你看病……现在是

你最需要照顾的时候，你的父

母、哥哥却说不要你了……如

果可以， 我愿意代替你受痛。

如果能让你健康，就算立刻让

我去死我都愿意……以后每

个月我最少都会给你筹

1000

元治疗费。 请你原谅我的无

能。如果有来生，请记得一定

嫁个有钱的老公！”

信中， 章明也披露了自己

的纠结心理，“我找了你父母，

你哥哥说不管你。 我找了派出

所，派出所说不是刑事案件，他

们管不了。我找了律师，律师说

你已成年，你‘父母不要你’不

用负法律责任……我没有任何

办法。但我确实尽力了。”

“我手机卖了

200

块留给

你。你手机里有你照片，不能

卖。 最后能做的就只有这些。

户口本也在， 如果医院让出

院，希望能把你送回家。对不

起，我能做的就这些了。”

货车撞断天然气管道阀引爆炸

一股气浪

卖场老板被掀到空中

“我手机卖了，200块留给你。你手机

里有你照片，不能卖。最后能做的就只有这

些了……”

去年12月9日，24岁的云南女孩余飞

（化名）因结核性脑膜炎入住泸医附院，

河南籍男孩章明（化名）为救治她卖掉

笔记本、手机，在坚守43天后留下这封信

离开了。据介绍，入院至今，余飞家人从

未出现。

昨日， 余飞的家人告诉成都商报记

者，他们也拿不出钱，确实无法管余飞。

目前，余飞已欠费3万余，但医院一直

为其治疗，目前已经脱离生命危险。

孤身一人，在病床上度过春节

她喃喃自语：“家！家！我想回家！”

女孩

▲

两度离开，这次留下一封信：

不是离开，而是挣钱给你看病

男孩

▲

“自从她离开丈夫后，

我们就已不再管她了”

家人

▲

留下一封信后，章明（化名）离开了余飞（化名） 记者 张柄尧 摄

核心

提示

离开前，章明留有一

个手机号码。昨日成都商

报记者拨打， 语音显示，

该号码已经停机。 不过，

临别前的一封信，记录了

事情的前因后果———

▲

她

他

她的哥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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