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4年4月18日 星期五

编辑：张旋 组版：任冉

今日枣庄

城事

六六龄龄童童离离世世 母母含含泪泪捐捐其其眼眼角角膜膜
捐献者母亲：远远看着被救助的两个孩子，就会感觉自己孩子还在

本报记者 杨兵三
本报通讯员 张大东 李利

“这些都是我的孩子，我现在
有了52个孩子。”面对着操场上正
在上体育课的孩子们，担任班主
任的刘静(化名)难得的露出了一
丝的笑容。不久前，她默默地将去
世儿子的眼角膜捐出，使得两名
儿童重见光明。而这件事一直未
被外界得知，直到近日，刘静请假
前往济南参加儿子的追思会，才
使这一义举被学校师生得知。

感冒引发肺炎，6龄童不幸逝世

1 7日，记者来到峄城峨
山镇左庄小学，见到了这位41

岁的教师母亲。时隔几个月，
刘静黑红的脸蛋上仍是愁容
满面，发根处已有斑斑白发，
行动看起来也有些迟缓。刘静
原本有一个很幸福的家庭，丈
夫在外做生意，刘静独自在家

操持家务，儿子杨万里非常懂
事。刘静告诉记者，儿子经常
在吃完饭后帮着她收拾碗筷。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2013年
12月5日，6岁的儿子小万里突
然患上感冒，病情急剧恶化，
转为肺炎，虽然经过一周的抢
救，小万里还是永远地离开

了这个世界。
刘静抱着孩子，抚摸着

儿子冰凉的小手，撕心裂肺
地哭着，在场的亲戚朋友、医
生为之动容。突然，刘静不哭
了，她抬起头来问医生：“我
儿子的其他器官不好了，眼
角膜能捐吗？”医生震惊地点

点头。随后，枣庄红十字会的
工作人员来到医院，并邀请
了省眼科专家对孩子眼角膜
进行鉴定，确认孩子的眼角
膜是健康的。刘静用颤抖的
手接过《捐献角膜志愿书》，
抹了抹脸上的泪水，坚定地
替儿子签上了名字。

爱子走了，却仍希望他能再看看这个世界

儿子咽气的那一刹那，刘
静感觉整个人都被掏空了，迫
切的希望能让儿子在人世间
留下些什么，不让他来世间白
走一遭。刘静捐出儿子眼角膜
的决定得到了丈夫的支持。抬
头看了看天花板，刘静露出一
个迟缓的笑容，“我想去看看
济南那两个孩子，即使远远的
看一眼也行，我感觉那是儿子
生命的另一种呈现。”刘静希望
等自己平静下来，红十字会能
满足自己的这个心愿，“现在不
敢去，我怕控制不住自己的感
情。”

听到儿子的两个眼角膜

完成配对并且移植成功，刘静
感觉很欣慰，“我感觉儿子还
在世上活着，至少有人能够通
过他的眼睛看到这个世界。”
采访中，刘静总会时不时的望
向天花板或者窗外，“我就是
一个普通的教师，没有什么雄
心壮志或是伟大的抱负，儿子
才6岁，还没有来得及好好看
看这个世界，我不想他来世间
白走一遭。虽然现在他不能自
己看看这个世界，但是能够通
过别人看看这个世界也是好
的。”

4月3日，济南红十字会通
知刘静去济南参加小万里的

追思会，并为其立碑。去学校
请假时，刘静捐出儿子眼角膜
的事才被身边的同事所知。刘
静告诉记者，儿子的眼角膜是
匿名捐献，知道将小万里的眼
角膜捐献的人仅限于丈夫、给
小万里诊治的医生和红十字
会的几个专家，孩子的奶奶至
今都还不知道小万里的眼角
膜已经被捐献的事情。

提出捐献小万里的眼角
膜时，周围有人提出找媒体报
道，将刘静的这一义举宣扬出
去，刘静委婉的回绝了。当学
校的校长知道刘静的义举后，
希望能将刘静的行为宣扬出

去，可是刘静考虑了一周，也
未给校长答复。

“不论是班级里的孩子，
还是身边的同事，都不知道
(捐献眼角膜的事)，也不希望
有媒体报道。”说起保密一事，
刘静用手揉了揉眼睛，露出了
一个苦涩的笑容，“我没有什
么远大的抱负，只能做些力所
能及的事，只要能够不误人子
弟，尽最大的努力将孩子们教
育好，做个实实在在的人就
好。”

从济南回来后，刘静很受
触动，希望将来自己去世之后
能将自己的器官捐献出去。

“52个孩子，

现在都是我的孩子”

刘静告诉记者，不打算再要孩子
了，现在她有52个孩子。“班里50个，儿
子眼角膜救助的2个孩子，感觉都是我
的孩子。”看着正在上体育课的孩子，
刘静露出了一个开心的笑容。“孩子比
较容易受老师的感染，老师开心，孩子
们就会开心，老师忧郁，孩子们就不开
心。虽然心里难过，但我不会把自己的
那种心情带到课堂上，我希望永远都
能让孩子们看到我的笑脸。”

小万里去世后，刘静回到学校，班
里的孩子们立刻围了上来，有孩子哭着
问“老师，你去哪里了，我们想你了。”刘
静再也不能平复自己的心情，虽然学校
劝她回家休息几天，但是刘静毅然决然
地回到学校，第二天就开始给孩子们上
课，班里的50个孩子成为了刘静全部的
精神寄托。

谈及班里的孩子，刘静脸上的愁
容有了缓解。之前班里有孩子在私底
下询问刘静：“老师，我叫你妈妈可以
吗？”刘静总是微笑着委婉的拒绝，“老
师有孩子，你不能叫老师妈妈。”现在
有孩子提出这样的要求，刘静总是开
心的接受孩子们的请求。刘静说，班里
有个习惯，就是老师经常会和孩子抱
一抱，作为师生间的沟通和对孩子的
一种奖励。“我很喜欢这种方式，孩子
们的感情是最真诚的。”

刘静告诉记者，很害怕班里的孩
子感冒或者发烧，一旦有孩子感冒或
发烧，她就会赶紧给孩子的父母打电
话，让孩子的父母带孩子去看病。

由于害怕刘静过度伤心，丈夫将小万里
的照片都放进了棺椁，这是小万里留在世间
的唯一影像。 本报记者 杨兵三 摄  刘静在看着自己班里的孩子上体育课。 本报记者 杨兵三 摄

人人民民东东路路、、建建设设南南路路通通车车
“断头路”被打通，市民交通更便利了

本报枣庄 4月 1 7日讯 (记
者 刘 婷 婷 ) 1 7 日 记 者 获
悉，市中区建设南路、人民东
路已开通。该项工程是2013年

枣庄市全市百件惠民实事之
一，于2013年6月初开工。开通
后方便了市区周边市民的交
通 ，进 一 步 推进了城乡一体
化。

据 悉 ，人民东路西起解
放路、东至东外环，全长 2 . 3 3

公里。规划为城市主干道，红
线宽40米，路面宽31米，双向6

车道，设置2道2米宽的绿化隔
离带，两侧各2 . 5米人行道。概
算总投资约4399万元；建设南
路北起光明路、南至人民路，
全长1 . 12公里，规划为城市次
干道，红线宽 3 0米，路面宽 2 2

米，双向4车道，设置2道1 . 5米
宽的绿化隔离带，两侧各 2 . 5

米人行道，概算总投资约2096

万元。
人民路一直是市民关心

的一条“断头路”。开通后的人
民路将西到西外环，东到东外
环，贯通建设路、解放路、振兴
路，青檀路。另外人民路的开
通将极大的方便了市中区东
部市民走进市中心，改变了他
们必须经过光明路才可进城
区的路线，有利地推进了城乡
一体化，从而带动市中区东部
乡镇的发展。

记者在已通车的人民东
路 和建 设 南 路看到，路面主
体 工 程 已 全 面竣工通车，路
面宽敞畅通。

人民东路通车。 本报记者 刘婷婷 摄

拿起热线

你问我答

关键词：车票丢失
市民：购买实名制车票后丢失

了怎么办？
记者咨询：如果旅客购买实名

制票后丢失车票，在不晚于票面发
站停止检票时间前20分钟，到车站
售票窗口办理挂失补办手续。办理
时，须提供购票时所使用的有效身
份证件原件、原车票乘车日期和购
票地车站名称等。经车站确认无误
后，须按原车票车次、席位、票价重
新购买一张新车票。旅客持新车票
乘车时，应向列车工作人员声明；
到站前经列车长确认该席位使用
正常的，将开具客运记录交给旅
客。旅客应在到站后24小时内，凭
客运记录、新车票和购票时所使用
的有效身份证件原件，至退票窗口
办理新车票退票手续，按规定核收
补票的手续费。超过规定时间提出

的、原车票已经退票的或者已经挂
失补办的，不办理挂失补办手续。
办理时，原车票已经改签的按改签
后的车票办理挂失补办手续。

关键词：用电价格
市民：请问农村营业房用电价

格是多少？
滕州供电部：经营用电价格高

于居民用电价格。经营用电单价根
据不同的用途执行的标准也不一
样。

关键词：新生儿安户
市民：小孩安户要什么条件，

新生儿出生登记需提供哪些手续？
记者咨询：父母的居民户口

簿；父母双方居民身份证；父母结
婚证(非婚生不需提供)；《出生医学
证明》，您可持以上手续到户籍所
在地派出所办理。

本报记者 贾晓雪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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