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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孩查出患重病
亲戚垫付医疗费保命

10 月 10 日，一篇《尿毒症女孩
艰难求生》文章在网络流传。文中
称，刚满18岁的女孩周某某因为尿
毒症，消耗高，家中父母不管，无钱
治疗，目前只能在一家医院的帮助
下，勉强通过血液透析维持生命。

在达州达川区康桥医院，记者
见到了周某某。周某某介绍，自己此
前在外省务工，2017 年，先是检查
出贫血，后又查出“肾功能不全”。
2018年5月，周某某病情加重，回到
达州后，在达州市中心医院检查出
肾衰竭，需要血液透析。周某某说，
当时自己并不清楚什么是血液透
析，后来才听说就是“尿毒症”的治
疗方式。

记者从周某某大姑处了解到，
在亲戚的劝说下，母亲黎某某让周
某某到广州一家医院治疗。但因为
治疗费用太高，家里负担不起，黎某
某不愿意拿钱给女儿治疗。

周某某再次选择回到老家。周
某某说，因为月经不止，身体贫血，
自己出现晕厥状况，大姑和二妈急
忙将其送往附近一乡镇医院抢救。

“输了 4 袋血才保住命，当时的医
药费用还是二妈垫付的。”周某某
大姑说。

医院为她专设床位
长时间在医院吃住治疗

2018年，周某某到过多家医院，
但都因为没有钱，无法进行血液透
析。在达川区康桥医院，医院一负责
人林某听说周某某的家庭情况后，当
场让工作人员安排血液透析时间。

为了方便周某某治疗，医院专
门安排了一个床位，解决她的生活
问题。很长一段时间里，周某某都在
医院吃、住和做血液透析。因为父母
常年在外打工，周某某并不知道可
享受地方医疗政策，林某带着周某
某回到老家村里，找到村上和石梯
镇政府，在了解情况后，石梯镇政府
想办法将周某某纳入低保范畴和大
病医疗救助。

“当时她还未满 18 岁，需要监
护人回来签字，但父母就是不回
来。”医院杨院长说，医院给黎某某
打电话，一直不接，后来终于联系上
周某某父亲，但对方说要问下妻子，
后来就没有了消息。

据村干部回忆，第一次给黎某
某打电话，让她回老家给周某某办
理手续时，“她说还有个孩子，给她
（周某某）用了那么多钱，钱用完了
另外的孩子怎么办呢？”之后便不再
接电话。最后，还是其二姐从外省回
来，为其申请政府医疗救助的。

18岁少女筹款换肾 称患尿毒症后遭遗弃

母亲：没法再管她了
患病女孩获得政府和医院救助

享受低保，医疗费用约75%能报销

近日，四川达州女孩周
某某在网上求助，称 2018
年自己查出患有尿毒症，因
为家庭经济困难负担不起，
妈妈与她“断绝母女关系”，
她向社会求助，需要钱做血
液透析。此帖一出，引起网
友热议，有人曾出面称愿
意为周某某捐肾，还要娶
她，但后来便没再出现过。
周某某的父亲曾表态，愿
意帮助女儿换肾，但也不
了了之。其母亲黎某某回
应，为了周某某的病，她前
后已经花费了 20 多万元，
如今欠了很多债。而家里
小儿子才10岁，“不可能放
弃小的来管她。”

现在，周某某获得政府
和医院的救助，和4个病友
一起，住在医院附近的一间
门市，和一位 70 多岁的婆
婆搭伙煮饭。她在网上发起
求助，希望能够筹得资金帮
助自己换肾。

石梯镇尹镇长介绍，因为周某
某个人情况特殊，镇政府将其纳入
低保范畴，同时在2018年享受政府
医疗救助1万元，除此之外，政府发
起网上捐款两次，一次1万余元，还
有一次有几千，现在周某某每月可
领330元低保。“如果还有需要，将再
次发起捐助，帮她渡过难关。”

记者得知，周某某在享受低
保后，医疗费用约75%能够报销；
生活费用方面，医院也帮忙解决
了一部分。

现在，周某某在网上发起求助，
希望能够筹得资金帮助自己换肾，
目标款项是75万元，包括换肾和后
期的持续治疗费用。“我自己找钱换

肾，20岁了就可以结婚，把户口从家
里户口簿上转出去。”

记者看到，截至10月13日20时，
周某某在腾讯公益上的捐助，已收
到捐款金额超过18万元。但公益机
构工作人员表示，这个金额远远不
够，“肾源也是一个大问题，找到后
匹配也需要很长时间。”

得知周某某的经历后，有人曾
出面称，愿意为周某某捐肾，还要娶
她，但后来便没再出现过。周某某父
亲曾表态愿意帮助女儿换肾，但也
不了了之。

现在，周某某和4个病友一起住
在康桥医院附近的门市里，和一位
70多岁的婆婆搭伙煮饭。

对于黎某某与女儿“断绝关系”
的行为，四川顶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杜勇介绍，母女直接口头说“断绝母
女关系”，是没有法定效力的，血亲
客观事实存在，从法律意义上讲，两
人无法断绝母女关系。

四川卓安律师事务所律师蒋健

介绍，不管是老人还是子女后辈，作
为家人，在遇到特别大的困难时，有
救助义务，这点不以口头上两人断
绝母女关系而发生变化，要符合伦
理道德。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张杨
图据受访者

周某某大姑介绍，黎某某夫妇
家庭困难，房子倒塌，多年在外打
工。周某某父亲在工地上打零工，
100多元一天，而黎某某在工厂里面
也就2000多元一月。

周家有3个女儿1个儿子。周某
某是三女儿，大姐已结婚，二姐在打
工，还有个弟弟。亲戚称，夫妻两人
外出打工后，把周某某交给了婆婆
代养，只给些生活费。后来生了小儿
子，两人很少回老家。

周某某大姑称，2017年周某某回
达州治病后，没有地方可以住，每次
回老家都是在自己家住几天后，又到
二妈家住几天，为此她曾和黎某某吵
架：“她就喊我把她女儿拿去养。”

2018年5月，母女俩再次因为医
疗花费的问题发生争执，周某某和

黎某某断绝了母女关系，两人微信
拉黑，也不再相互联系。

10月11日，记者联系上黎某某。
她称，周某某2016年在苏州查出有
病之后，“连续几年，每年都‘搞’我
几万块钱出去。”前后她大概花费了
20多万元。她说，如今欠了很多债，
没有办法再管周某某了。

黎某某告诉记者，自己和老公
在外打零工，没有文化，也没有家
底，家里4个小孩带大很不容易。对
于微信拉黑，断绝母女关系，黎某某
表示，这是因为周某某天天问她要
钱，“我只有上班挣钱，我到哪里去
找钱？”

黎某某称，女儿可以去告她，她
不怕，因为自己没有亏欠谁，也没有
做犯法的事。

母亲：已花了20多万“没法再管她了”

女儿：希望公益筹钱换肾 结婚后就转走户口

口头说“断绝母女关系”无效
特大困难时父母有救助义务律师

双方说法

逃亡逃亡

十年十年2009年9月9日，四川渠
县男子殷某骑摩托车撞到
一名老人逃逸，老人不治身
亡，殷某举家逃逸，亡命天
涯10年。2019年，生病的妻
子想回家，殷某找人将其送
回老家后，妻子意外身亡。
殷某办理妻子丧事，需要身
份信息，在办理二代身份证
时，被渠县警方抓获。

殷某对当年自己驾驶
无牌摩托车撞死行人逃逸
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举家
逃亡10年，每年9月9日为死
者烧香忏悔，每天犹如惊弓
之鸟，靠捡垃圾维持一家人
生活，每次看到警察都以为
是在抓自己——这就是他
的逃亡生活。目前，犯罪嫌
疑人殷某已被刑事拘留。

案发之后，
携妻儿举家外逃

事情要从十年前说起。2009年
9月9日上午，四川渠县交警大队接
到群众报警称，渠县318国道处疑
似发生交通肇事逃逸事件，伤者倒
在路边不省人事。路人报警后拨打
了120急救电话，伤者送医后，经抢
救无效死亡。渠县交警大队特勤中
队民警在现场发现，除洒落的红辣
椒、背篼以外，唯一的线索就是遗
留在事故现场的一辆红色无牌照
摩托车。

办案民警通过大量的走访、调
取沿途监控视频，最终在2009年9
月19日确认事故现场遗留的摩托
车属于渠县双土人殷某，初步确定
殷某有重大作案嫌疑。

为避免打草惊蛇，渠县交警大
队民警通过村上干部获悉，殷某曾
于9月9日带着面部撕裂、血肉模糊
的孕妻，到村卫生院缝了20余针；
于9月10日上午带着儿子、老婆离
开双土老家，不知去向。

殷某在案发后举家外逃，加之
公安机关无殷某的照片，无法网上
追逃。十年来，渠县交警大队侦查
人员利用走访、技侦等方式，一直
关注着殷某的动向，但殷某如人间
蒸发一般杳无音信。

殷某讲述，十年逃亡生涯，一家人跟着受苦。在逃离渠县之后，自己
隐姓埋名，没有坐过一次火车、没有住过酒店，凡是需要用到身份证的地
方他都不敢靠近，战战兢兢。他不敢与人交流，不敢与家中双亲联系，没
有固定工作和收入，除了在工地上做散工，就是捡垃圾。十年间，每天赚
取几十元生活费，维持着一家人的生活。

每次出门，看见警察就很害怕，以为是来抓他；每次人口清查，都不敢
回屋，就在公园或大桥下地上睡几天再回住处。每晚睡觉，一点风吹草动
就会惊醒。据殷某交代以及儿子证实，他在每年的9月9日都会祭奠死者。

被捕后，殷某说：“这下心里压着的一块千斤巨石落地了。”
他表示，如果当年自己没有逃跑，好好地送伤者就医，或许可以好好

照顾妻子和孩子，妻子也不会死，“可是，世上没有后悔药。”。
目前，犯罪嫌疑人殷某已被刑事拘留，等待殷某的，将是法律的严

惩。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张杨 图据受访者

没有坐过火车、没有住过酒店
没有固定工作和收入

“要是当年没跑，
或许能照顾好妻儿”

选择选择//

逃亡途中妻子生产，
自称曾很挣扎

据了解，此前殷某在家务农，
妻子一直患病。2009年，殷某10岁
的儿子患上淋巴结肿大，多方医治
无效后，听人说土溪有一“赤脚医
生”专治这个病。

2009年9月9日一早，殷某骑着
摩托车载着怀孕8个月的妻子和儿
子赶往土溪看病。凌晨5时许，在渠
县318国道处因为天黑能见度低，
他撞倒了一位背着背篼的老人。

摩托车摔倒后，妻子、儿子和
他三人也被甩了出去。孕妻头部和
身体开始不同程度大出血，恐慌中
的殷某不顾被撞的伤者，带着孕妻
和儿子逃离了现场。

“当时很害怕，大儿子生病，老
婆身体差，又怀孕八个多月，身受
重伤。事发后第二天我带着儿子、
老婆逃到重庆。”殷某被捕后交代。

2009年10月，到重庆后，妻子
伤势渐渐康复，生下了小女儿。通
过老家的熟人打听到被他撞伤的
人已不治身亡，看着两个未成年的
孩子，自首还是继续外逃？殷某称
曾很挣扎。在一番思想斗争后，殷
某最后选择带着家人一起坐车，逃
到广东潮州，继续逃亡生涯。

选择选择//

妻子在老家意外身亡
他办身份证被抓

2019年9月上旬，因为
长年的逃亡生活，原本患病
智力低下的妻子开始神志
不清。妻子突然吵着要回
家，他委托同乡将妻子带回
老家。

几天后，岳父联系上
他，告知其妻从家中跑了出
去。殷某连夜坐黑车回到双
土老家，找了几天几夜未
果。随后，派出所通知其岳
父在河中发现疑似女尸，经
过辨认，确系殷某妻子。

派出所民警的出现，让
长年外逃的殷某因为害怕
而不敢现身，未见到亡妻最
后一面。

9月23日，渠县交警大
队侦查人员从警务信息平
台查询到殷某的身份信
息，殷某到过卷硐派出所，
侦查人员立即与卷硐派出
所取得联系，在派出所民
警的配合下，殷某被警方
抓获归案。

卷硐派出所民警介绍，
殷某被抓时没有反抗，反而
很冷静，对当年自己驾驶无
牌摩托车撞死行人逃逸的
犯罪事实供认不讳。殷某介
绍，身份证换代之后，自己
一直在逃，没有换二代身份
证。其妻后事办理需要殷某
的身份信息，他到渠县公安
局卷硐派出所申办了二代
身份证。他自称，打算等办
理好妻子后事之后就去投
案自首，“算是这么多年来，
对逝者的一个交代。”

另一种

选择选择

交通肇事致人死亡后

人生选择题 他错了两次

逃
亡
生
涯

不敢与人交流
不敢与家中双亲联系

终于终于//
每次出门，看见警察就很害怕
每晚睡觉，一点风吹草动就会惊醒

周某某在病床上

殷某被抓

肇事摩托车 当年的事发现场

殷某指认事发现场

继续外逃

无可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