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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年前相约捐遗体 金婚老人生死相随
上周妻子去世完成捐献，丈夫说：我们夫妻还要在一起

文/片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郭春雨 张琪

告别

一切都是按李彩华老人生
前的意愿进行。

“要不要举行遗体告别会？
要不要设灵堂？要不要留骨灰？”
负责遗体捐献的工作人员问。乔
润生很干脆，“不要，都不要了。”

没有葬礼、没有挽联。正如
李彩华老人设想的一样，人生最
后一站，她去的不是墓地，而是
医学院的实验室。在老人身上有
用的器官摘除移植后，遗体会成
为医学生们珍贵的样本，这些初
学医的学生们将从老人身上，认
识第一根神经、第一根动脉。

这不是一场突如其来的告别。
在去世之前，时间和疾病一

步步夺走了李彩华的健康。在关
节病变得越发严重后，她从无法
走路，到慢慢无法起身。

身体一点点坍塌下去，一切
都要依靠老伴乔润生。少年夫妻
老来伴，两人互相扶持着走过了
五十年的金婚，伺候走了两边的
老人，也养育大了三个子女。

人生的“任务”逐渐完成了，
年纪却也慢慢大了，还来不及享
受生活，身体便慢慢坏了。在李
彩华的腿还勉强能动的时候，只
要天气好，乔润生都会用轮椅推
着她出来在小区附近转一转。

这是一片老小区，不远处就
是济南的英雄山烈士陵园。挨着
小区有个特殊教育学校，面向盲
童、唐氏儿等招生。夫妻俩都喜
欢孩子，就常常在学校附近看他
们玩耍。

“有些孩子从出生就没见过
光。”乔润生说，从特教学校老师那
里了解到，一个健康人的角膜能帮
助四个盲童重见光明。在无意中了
解到遗体捐献后，两人去参观了遗
体捐献仪式和解剖现场。

解剖课有简短的开课仪式，
所有学生都被要求默哀，并向遗
体鞠躬致敬。对于躺在解剖台上
的遗体，教师们称之为“无言的
老师”，并告诫学生，一定要给予
他们神圣的仪式感。

在下第一刀之前，老师会告
诉学生，想要成为好大夫，就要
像对待真正的病人一样对待遗
体。任何操作失误，在临床上都
可能导致真正的死亡。

30号、31号

遗体捐献后，意味着自己的
身体也要被动刀子。

“不害怕。”乔润生说，“死了
就什么都没有了。”活了大半辈
子，两人觉得生老病死是自然规
律，他们是坚定的无神论者。参
观过遗体捐献的全部流程后，两
位老人决定百年之后捐献出自
己的遗体，“就让学生去练练本
领，学好了将来能救人。”

老两口的决定遭到儿子激
烈反对。一向很孝顺听话的儿子
想不通父母的做法，他还保留着

“入土为安”“厚葬”的传统观念。为
了做通儿子工作，老两口用了整整
一年。这一年中，遇到吊唁和丧葬的
事，乔润生都尽可能让儿子替自己
出面。他坚信“厚养薄葬”，生前尽
孝，好过死后痛哭——— 一年后，儿
子同意了父母的决定。

2005年11月22日，乔润生和
李彩华夫妻签订了遗体捐献协
议，两个人分别成为济南市第三
十位、三十一位遗体捐献者。

如今老伴先自己一步走了，

乔润生没留骨灰，也不准备在自
己走后留下骨灰——— 在遗体的
医学价值完全利用完后，骨灰由
殡仪馆自行处理，复归于无。

捐献者的名字，将以墓碑形
式存在于陵园之中。如书页般的
花岗岩上已写满捐赠者的名字，
而老两口的名字也将工工整整
地按捐赠的年份排列。乔润生只
提出一个要求：把自己的名字，
和老伴的名字写在一起。“我们
是夫妻，还是要在一起。”

老伴儿

老妻离开之后，家里一下子
就空了。老妻的卧室还保留着原
来的样子，被子没叠，在床上铺
得平平整整，仿佛主人随时会再
过来休息。出了卧室是一条不到
两米的走廊，走廊墙壁上还留着
两排不锈钢扶手，这是李彩华刚
生病、还能自己走动时，孩子给
安在墙上的。每次走过，乔润生
都会想起老妻扶着扶手，小心翼
翼走动的样子。

这是单位集资建的老宿舍
楼，老房子的格局是房间大、客
厅小，以前李彩华喜欢坐在客厅
沙发上看电视。现在她走了，电
视也不打开了，怕落灰，乔润生
就找了块毛巾罩了起来。

书房里，有老妻的照片；厨
房，还摆着祭奠用的水果；大衣
柜，还是两人婚后不久添置的

“大件”，当年千里迢迢从东北牡
丹江运回来，乔润生又重新给漆
了一遍……人虽没了，东西点点
滴滴，映出的都是曾经的影子。

凌晨两点，乔润生醒了一
次。凌晨四点，又醒了一次———
夜太长了，天总是不亮。有时醒
了，乔润生会忍不住去老伴的床
上坐一会。尤其是夜里，看见空

的床，更添了感伤。
乔润生是个精瘦的老头，不

抽烟、不喝酒，唯一的爱好就是
看书、写字。之前常参加一些文
友聚会，在老伴卧病在床后，生
活重点就转移到了照顾老伴上。

每天早上把老伴抱到轮椅
上，把轮椅推到客厅，再从轮椅
上把老伴抱到沙发上。李彩华中
午要午休，吃过午饭后，乔润生
就要再把老伴从沙发上抱回卧
室，午休后再抱回来。一直等吃
过晚饭，老伴在沙发上看电视困
了，再重新抱回卧室。

乔润生年轻的时候就瘦，随
着年纪增大，肌肉量减少，人也
更瘦。虽然李彩华体重不到100
斤，但对乔润生来说，抱她还是
力不从心。每一次挪动，都需要
两个人共同配合。起身前，先用
一根绳子绑在床头上，李彩华拽
着绳子挪动上肢，乔润生再抱着
她一点点把她挪到轮椅上。

不到100平米的房子，一次
来回挪动就像一次“长征”。这样
一天四次从卧室到客厅的“长
征”，乔润生坚持了十二年。

每天夜里李彩华休息后，是
乔润生一天中的“自由时间”。他
会做三个小时左右的文件整理、
誊抄以及写作。由于两人休息时
间不一致，为了不吵醒老伴，李
彩华住主卧，乔润生自己单独住
对门不到十平米的小卧室。

李彩华床头上有个呼叫器，
另一头放在乔润生床边。李彩华
夜里醒了，就摁一下呼叫器，乔
润生也摁一下，告诉妻子自己已
经醒了——— 起床给老伴翻身、喂
水，或者喂药、按摩、抱着上厕
所。一晚上总要醒三四次。

现在晚上没人再叫他了，乔
润生还是习惯性地把呼叫器放
在枕头边上，晚上醒了，下意识

去看看呼叫器响没响。
“年轻的时候她照顾我，年

纪大了，我照顾她都是应该的。”
乔润生说，妻子跟着他没少受
苦，妻子是东北人，跟着他来到
了山东。年轻时日子艰难，自己
曾当过服务员、工人，在农场修
过果树，妻子也跟着自己操劳。
年轻时他在铁路工作，经常出差
几天不回家，妻子要上班，还要
照顾三个年幼的孩子，辛苦可想
而知，“跟着我，她没享到福。”

一缕香味

在李彩华病情严重后，今年6
月份，乔润生终于听从孩子的安
排，请了一位保姆。

保姆胡方芹手脚勤快，做事
干净利落，但在照顾李彩华的时
候，乔润生基本不让她来帮忙。

“早饭都是大叔做。给大姨
煎鸡蛋、煮麦片、海参。我就做个
午饭，抱大姨的时候帮一把。”胡
方芹感叹，虽然李彩华一直卧病
在床，但身上一点异味也没有，

“大叔照顾得可好了。”
乔润生把老妻的一张小像

摆在卧室里，早上起来第一件事
就是洗手上香。妻子生前喜欢干
净，乔润生就给妻子燃上檀香。

留一点用处

乔润生盼望着，老妻的眼角膜
可以捐给盲童，让黑暗里的孩子重
见光明，这也一定是妻子的心愿。

如今，乔润生排解时间的唯一
方式，就是写书、抄《黄帝内经》、
整理自己留存的资料。退休后，
他一直致力于研究民俗文化，书
房里有整整三面墙的民俗研究
资料。根据这些资料，他手写了一
本关于民俗的书籍和一部民国纪
实小说，孩子给他打印了出来，他
一直想着有生之年能够出版，“人
活一辈子，唯一能留下的就是文
化。我就想着能留下一点真实的记
录，这也算一点用处。”

乔润生说，人去世后，一切
都会归于虚无，若能留下一点资
料供人参考，也是“老有所为”。

乔润生虽然不相信会有来
生，但依然想着自己会用另一种方
式，和妻子永远在一起——— 在不久
的将来，刻着妻子名字的纪念碑会
静静地立在陵园中，在那块碑上，
他的名字就刻在旁边……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
强新时代老龄工作的意见》日前
发布。《意见》提出，有效应对我国
人口老龄化，事关国家发展全局，
事关亿万百姓福祉，事关社会和谐
稳定，对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国家具有重要意义。要坚持以人
民为中心，将老龄事业发展纳入统
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
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实施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

《意见》强调，要健全养老服
务体系，创新居家社区养老服务
模式，以居家养老为基础，通过
新建、改造、租赁等方式，提升社
区养老服务能力。进一步规范发

展机构养老，各地要通过直接建
设、委托运营、购买服务、鼓励社
会投资等多种方式发展机构养老。
加强光荣院建设。研究制定养老机
构预收服务费用管理政策，严防借
养老机构之名圈钱、欺诈等行为。
建立基本养老服务清单制度，完善
多层次养老保障体系，逐步实现基
本养老保险法定人员全覆盖。

要完善老年人健康支撑体系，
提高老年人健康服务和管理水平，
布局若干区域老年医疗中心，2025
年二级及以上综合性医院设立老
年医学科的比例达到60%以上。加
强失能老年人长期照护服务和保
障，完善从专业机构到社区、家庭

的长期照护服务模式，积极探索建
立适合我国国情的长期护理保险
制度。深入推进医养结合，2025年
年底前，每个县(市、区、旗)有1所
以上具有医养结合功能的县级特
困人员供养服务机构。

要促进老年人社会参与，扩
大老年教育资源供给，将老年教育
纳入终身教育体系，推动部门、行
业企业、高校举办的老年大学面向
社会开放办学。提升老年文化体育
服务质量，鼓励老年人继续发挥作
用，全面清理阻碍老年人继续发挥
作用的不合理规定。

要着力构建老年友好型社
会，加强老年人权益保障，依法

严厉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等违法
犯罪行为，建立适老型诉讼服务
机制。打造老年宜居环境，将无
障碍环境建设和适老化改造纳
入城市更新、城镇老旧小区改
造、农村危房改造、农村人居环
境整治提升统筹推进。强化社会
敬老，持续推进“敬老月”系列活
动和“敬老文明号”创建活动。

要积极培育银发经济，加强规
划引导，发展适老产业，严厉打击侵
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等
违法行为，维护老年人消费权益。

要强化老龄工作保障，加强
人才队伍建设，对在养老机构举
办的医疗机构中工作的医务人

员，可参照执行基层医务人员相
关激励政策。加强老年设施供
给，新建城区、新建居住区按标
准要求配套建设养老服务设施
实现全覆盖。研究制定住房等支
持政策，完善阶梯电价、水价、气
价政策，鼓励成年子女与父母就
近居住或共同生活，履行赡养义
务、承担照料责任。强化科学研究
和国际合作，积极参与全球及地区
老龄问题治理，推动实施积极应
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与落实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相关目标
有效对接。

《意见》还就加强组织实施
提出了要求。 据央视

签订遗体捐献协议后，乔润生和李彩华老人拿着证书合影。

2021年11月18日，5点
25分，李彩华的心脏停止
了跳动。去世之前，她一直
饱受病痛的折磨。关节炎折
磨着她的膝盖，癌细胞已经
扩散，侵蚀了她的胃。

她的老伴，已经86岁的
乔润生平静地办理着妻子
的身后事——— 确认，签字，
和相伴了50多年的老妻告
别。在去世后的半个小时
内，李彩华的遗体被送往了
医学院，供医学研究使用。

“等我没了，也把遗体
捐了，骨灰也不用留。”乔润
生很瘦，弓着背坐在沙发
上，身影瘦弱得像个孩子，

“我就一点要求，墓碑上把
我俩的名字写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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