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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群“癌友”抱团互励，创造一个个生命奇迹

故事汇

组版：
杨

静

——宁夏石嘴山市惠农区抗癌协会会员用自信乐观撕开心理阴霾，笑对每一天，活出精彩
癌症，是一个闻之都令人胆战心惊的词汇，目前
国际上仍没有很好的预防、治愈方式。癌症，又是一
种被人深度误解的疾病，癌症并不等于死亡，有些癌
症可以治愈，癌症有不同的发展阶段，带癌生存完全
可能。
癌症治疗，积极乐观的心态与科学的治疗同样重
要。业内人士普遍认为，不少癌症患者之所以走得
快，与心理垮了有莫大的关系，甚至有些人是被癌症
吓倒的。
在宁夏石嘴山市惠农区，有这么一群女性癌症患
者，她们在妇联、街道办的支持下，组建起抗癌协会。
于是，心理强大者带动害怕者，积极者带动消极者
……她们用自己的方式抱团进行心理重建，于是一个
个生命的奇迹随之创造。虽然她们中有些人还是会
离开，
但她们努力活出精彩，
笑对每一天……

相怜、相知的聚合

寻亲记

李芬心里一直有个疑团解不开，
那就是她今年
已经 27 岁，
长这么大了，
却还不知道自己的亲生父
母在哪里。
李芬的养父告诉她，她是被从浙江抱养来的，
抱来的时候才三个月大，
连名字都没起。李芬在一
家外资企业工作，去年春天结的婚，自己也快要做
妈妈了，李芬心想，这个秘密无论如何要在自己孩
子出世前解开来！
就这样，李芬坐火车千里迢迢赶到浙江。可
是人海茫茫，到哪里去寻找自己的父母呢？最
后，李芬找到当地的一家报纸，在上面登了一则
启事，说明自己的出生年月及千里寻亲的情况，
还公布了自己的手机号码，然后就在一家旅馆里
住了下来。
启事登出来之后，李芬的手机一直响个不停。
一次，
有一个女人打来电话，
一接通就哭了，
说她有
个女儿，算起来也是二十七岁了，出生不久就因为
家里穷，养不起，被孩子爹狠心丢到了火车站的候
车室。
李芬也忍不住哭了，
问那个女人：
“你女儿身上
有什么明显的特征吗？
”
那个女人说：
“有的，
有的，
她有一大块胎记。
”
李芬的心“怦怦”跳起来，赶紧问道：
“ 胎记在
哪里？”
“在她的背上！我记得很清楚，右背靠近头颈
的地方！
”
李芬听了，仿佛一盆冷水从头浇到底。胎记，
现在是李芬能知道自己是谁家女儿的惟一证明，
李
芬的右脚掌心有一块鹅蛋大的胎记，
这她对谁都没
提起，
包括对记者也没说。
一直到第三天早上，李芬接到的几十个电话
里，
都没有能对上号的。
中午，李芬一点也没有心思吃饭。忽然手机
又响了，是个男人的声音，他说自己有个女儿，生
于某年某月，具体情况跟报纸上登的差不多。他
说李芬如有兴趣的话，可以到离城不远的陈家村
去认一认。
李芬说：
“我对这里人生地不熟，
不认识陈家村
怎么走，
要不你来旅馆见一面？
”
男人说：
“你可以‘打的’去呀！直接到陈家村
口，
那幢五层小洋房就是。
”
搁了电话，
李芬想：
这人也太牛了，
谁知道他的
话是真是假。想不去，
可又担心自己要找的就是这
家，
所以最后还是决定去一趟。
李芬上街拦了一辆出租车，
让司机往陈家村开
去。到了村口，果然看到一幢别墅，在一片砖瓦房
的村落里，
看起来显得
“鹤立鸡群”
。
李芬上前按了几下门铃，人没出来，先蹿出来
两条狼狗，把李芬吓了一大跳。接着，出来一个六
十来岁的男人，
喝住了狗，
给李芬开了门。
在一楼客厅，男人说：
“电话是我打的，从前家
里穷，
连生了两个女儿，
死活想再生个儿子，
结果第
三胎还是个女儿，
最后把女儿送了人。
”
男人问了很多李芬的情况，
接着又问她养父母
的情况。李芬故意叹了口气，说养母一直卧病在
床，需要自己挣钱赡养。男人听她这么说，脸上就
露出了一丝犹豫。男人说，
别看现在家里房子挺有
模样的，
其实也欠下不少钱。
正说着，从楼上下来三个青年男女，男人介绍
说，那都是他的女儿和儿子。可这三个人对李芬
都一副爱理不理的样子，用怀疑的眼光看着她。
李芬心想：别以为你们有点钱，我又不是来分你们
财产的！
正想着，
三人中的一个鼻子里
“哼”
了一声，
说：
“我们家姓陈，
你姓李，
你怎么会是我们家的人呢？
”
李芬说：
“我这名字是后来起的，我养父姓李，
所以我就跟着他姓了。
”
那三个一听，把脸拉得老长，
“噔噔噔”转身就
上楼去了。
李芬觉得再呆下去也没有多大意思，就起身
告辞。
临走时，那男人好像突然想起什么似的，说：
“我记得，
我女儿脚掌上有一块胎记……”
男人的话一出口，犹如一个惊天响雷，把李芬
炸得头都晕了。千里寻亲，
如果寻来的是这样一个
家庭，还有相认的必要吗？李芬心如止水，她不敢
再想下去，抬起头，看了男人一眼，冷冷地说：
“哦，
我脚掌上从来没有什么胎记。对不起，
打扰了。
”
返回路上，李芬泪如雨下，她越想越觉得心灰
意冷，
决定下午就结束寻亲之旅离开此地。她从旅
馆拿了行李，
来到火车站。
就在这时，她的手机又响了，这一次，是一个
苍老的声音。打电话的老太太哽咽着，结结巴巴
地说，自己这一辈子最感到良心不安的，就是年轻
时犯了个大错误，把女儿送给人家了。也许是老
天惩罚他们，让他们老来丧子，去年儿子在一场事
故中去世了，现在就剩下两个老人孤单地生活。
老人说，她从报纸上看到这个消息，虽然自己女儿
出生的年月跟李芬对不上，但还是忍不住打了这
个电话……
不知怎么，
李芬心里寻亲的心弦被这个老太太
的声音重又拨动了。她退了票，
按着老太太电话里
告诉的地址，找到了老太太的家。听到李芬的声
音，老太太从昏暗的屋里走出来，把李芬端详了一
遍又一遍，
然后抱住她放声大哭。
李芬也被感动得直流泪。
当天晚上，
李芬就住在老太太家。老太太和老
爷子说起很多二十多年前的事，
说每当看到人家的
小姑娘蹦跳着从身边走过，就会想，自己的女儿该
有这么高了吧。看到人家的女儿结婚，就想，自己
的女儿如今也该结婚了吧。
三个人一直聊到天色发白。当李芬和老太太
挤在一张床上睡下时，
她已经在心里把老人当作了
自己亲生的爹娘。
第二年春天，
李芬把在外企当总经理的丈夫和
刚满周岁的儿子带到老太太家，
与老人家团聚。后
来，李芬夫妻俩还给两位老人买了一套新房，让他
们搬进去住，还为他们请了保姆。老人喜极而泣，
知道的人也无不称赞，
都说失散二十七年的女儿还
能回来，
真是奇迹；
女儿还有这份孝心，
天下难得！
至于脚掌心那块胎记的秘密，李芬再没向人
说起。
（据《洞见趣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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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农区馨乐康抗癌协会的成立有一定的偶然
性。协会副会长刘桂英的一次赴京治疗经历，促成了
这家协会的成立。2011 年，48 岁的刘桂英因乳腺癌病
情较重，
不得不由宁夏转到北京知名医院治疗。
“我的病在宁夏本地已经很难治了，才去北京的，
刚去的时候，感觉已没有生存的希望了，中间高烧了
好几次，最多的一次高烧 40 度，烧了 24 个小时。”刘桂
英回忆说，正当她近乎绝望的时候，
“ 粉色丝带”的志
愿者来了，她们中也有癌症患者，她们用自己的案例
开解我，让我逐渐认可，患有癌症也是可以活下去的，
积极乐观的态度最为关键。
治完病返回惠农区，身体稍好后，刘桂英就开始
打听当地是否有类似的组织。在听到当地还没有这
样组织的时候，
她在失望之余想到了发起成立一个。
于是刘桂英通过打听，找到了同样热心的贾玉
凤。两人同当地妇联一合计，筹建抗癌协会就被提上
了议事日程。
“在北京治疗时，不时有爱心志愿者前来
服务，让我认识到了抱团取暖的重要性，我也想通过
自己的微薄之力，帮助更多病友走出恐惧，大家一起
站起来。”刘桂英说。
通过妇联、热心人的发动，石嘴山市惠农区馨乐
康抗癌协会于 2014 年成立，刚成立时协会只有不到
20 人。
“ 大家都是癌症患者，谁的故事说起来都是一
本‘血泪史’。”贾玉凤说，但大家在更多传递的是正
能量。
“医生说我只能活三个月，判三个月‘死刑’的人
都能活这么长时间”
“ 只 要 有 一 线 希 望 ，不 要 放
弃”……类似这样正能量的话在协会不断传递，而情
绪是会传染的，
大家的心态也悄然改变。
“刚确诊乳腺癌晚期时，医生告知我还有 3 个月
的寿命；等到第二年时，医生告知我过不了年关；如

今，我已经活了 7 年。”面对记者，馨乐康抗癌协会会
长贾玉凤自豪地说：
“ 现在出去，别人都说‘你不说谁
能想到你有病’
，我走得比他们正常人都快。”

用自信、
乐观撕开心理阴霾
还未走进位于惠农区南街街道办事处矿中社区
的协会活动场所，首先听到的是一片欢声笑语。贾玉
凤是一个很有感染力的人，刚进屋就张罗着，
“ 姐妹
们，我们走一个，跳个舞欢迎下客人。”
伴随着《走咧走咧去宁夏》音乐的响起，房子里的
20 多位年龄不一的妇女开始跳起舞来，虽有些也略显
勉强，但她们跳得很投入。贾玉凤在一旁解释说，她
们中不少都是乳腺癌患者，在手术后，手的行动会受
到影响，
抬不起来。
随后，她们表演了手语操，大家又鼓动胡长英
给记者来了一段河南豫剧。胡长英丝毫没有露怯，
几段豫剧唱腔高亢洪亮，很难看出病态。当记者询
问她是否科班出身时，她笑道：
“ 以前就喜欢，但主
要是患病后自学的，跳舞也一样，刚学跳舞时，我们
腰动腿不动，大家互相切磋琢磨，现在都能对外演
出了。”
贾玉凤不断地向记者解释推介，我们这有不少人
才，你听这豫剧唱得多好。协会不断排练新的节目，
基本上每周都会组织一次活动，通过微信群发布活动
消息，大家看到消息后就过来了，每次大概能来 20 多
个人。她们微信群的名字是“健康快乐一生”，这无疑
寄托着大家共同的美好心愿。
这间活动室只有 100 多平方米，是社区免费提供
的，尽管不大，却渐渐成了她们心灵最深处的一片温
暖港湾。日常活动非常丰富，广场舞、书法、唱歌唱戏
……只要大家聚在一起就很开心，多位被采访对象告
诉记者，参加协会活动已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几
天不见姐妹们就想得很。
来活动的人员并不固定，有人身上带着输液用的
留置针就来了，有人可能家里有事没来，也有人可能
又去医院了。记者采访过程中，她们对患病、复发、死
亡等话题，并不避讳，
反而鼓励记者想问就问。
实际上她们中很多人的病情并不轻，有人动了 3
次手术，有人化疗了 25 次，她们却在用自己的方式“笑
对”，甚至她们会用“千刀万剐”来形容手术次数多，用
“我们同年的”来指代她们是同一年确诊癌症的，用
“几进宫”代表因复发或扩散住院几次，用“千锤百炼”
来表示不认输的态度。
苦中作乐，笑对病魔。
“ 以前我刚化疗时，头发掉
光了，去澡堂时，别人吓得大叫‘怎么有和尚进来了’，
当时就把我乐坏了。”这个洗澡时的段子，贾玉凤经常
会给新人讲起，
基本上每次都能引来哄堂大笑。
“最大的敌人是自己，人首先得战胜自己。我们

这种病，心理不能垮，如何让更多姐妹走出恐惧心理?
我们一直在探索。”贾玉凤说。
43 岁的敖福英就是被大家硬拉出来的。2016 年
手术后，敖福英逐渐将自己封闭起来，一见人就忍不
住冒冷汗、打哆嗦，家里一来人就赶紧躲起来，也很少
出门。丈夫担心长此以往会出事，就硬将她拉到协
会。在协会参观了一圈后，
敖福英就没有再来了。
于是贾凤英多次上门拜访或电话劝说，敖福英总
是说“过几天来”。到了今年 4 月份，贾凤英劝她：
“天
气也暖和了，可以出来了吧!”敖福英经不住反复邀
请，终于参加活动了。
记者在协会见到敖福英时，她气色红润，主动与
记者聊天谈笑。
“ 多亏了贾姐，如果不是她，我现在可
能还一个人在家偷偷抹眼泪呢。”敖福英说，参加协会
后，慢慢好多了，忙着各种活动，也不会老感觉自己是
个病人了，自己甚至成了协会里的“开心果”，大家在
一起，笑话可多了，有时就一个搞笑动作，晚上想起还
能笑半天。
一起哭一起笑，让病友们的心渐渐走近。2016
年，已患乳腺癌多年的一位会员生下一名女婴。这件
事让所有人激动不已。贾玉凤说：
“ 我们不仅自己能
战胜病魔，还能在斗争中孕育新的生命!”
对家庭和亲人的责任和爱，也是支撑她们走下去
的重要因素。
“ 有妈妈在，这个家就还在”
“ 要为了家
人，坚强开心地活下去”
“ 不管能活多少天，也要活出
精彩来”……她们讲的很多话，初听起来像“心灵鸡
汤”，甚至像口号，然而从她们口中说出来，却让记者
感觉到是她们悟透人生后的真知灼见，她们是真懂、
真信了。
“多活一年，看儿子结婚；再活一年，说不定就能
抱上孙子。”刘桂英告诉记者，身为母亲的质朴信念，
让自己熬过了一年又一年。她说：
“过去是千刀万剐，
现在我是千锤百炼，化疗、复查时我都自己去，笑着和
医生说‘想你了，我又来啦。’
”
当然，科学的保养对于癌症病人也很关键。
“少吃
盐、多吃醋、少打麻将多散步，好好活、慢慢拖、一年还
比一年多，不要攀、不要比、不要自己气自己，按时睡、
按时起、跑步跳舞健身体。”这是大家自编的顺口溜，
每一位会员都已烂熟于心。
随着协会知名度逐渐提高，当地社区、街道办、机
关的一些活动都会邀请她们参加表演。她们也会主
动地去军营、去养老院等地做义工、慰问演出，慰问贫
困孩子，她们用自己的微薄力量帮助他人，也用自己
的故事感染他人。
（来源：
新华每日电讯）

成风化人

共树清廉家风，
“铁面”夫妻亦有情
天津市宝坻区人民检察院未成年人刑事犯罪检
察科科长张桂云家庭刚刚获得“全国五好家庭”表
彰。俗话说，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张桂兰说，
家庭作为社会的细胞，不但是幸福生活的港湾，更应
是反腐倡廉的一道重要防线。
1989 年 7 月，张桂云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宝坻区
人民检察院工作。工作以来，
她始终以大局为重，
勤勤
恳恳，
多次受到区、
市级表彰。天津市宝坻区人民检察
院副检察长于向阳说：
“张桂云在工作中作风严谨，雷
厉风行。她所带领的办案组从未出过案件质量问题。
”
对于检察官而言，家风正则检风正。从事检察工
作近 30 年来，张桂云坚持以德治家、以廉保家、以俭持
家，不仅使家庭成为反腐倡廉的坚强堤坝，也成为家
人相互扶持、共同成长的
“加油站”
。
七年前，她的一位远房亲戚因民事纠纷将他人打
伤，亲戚家属连夜找到张桂云，要求利用她在检察系
统的关系为这名亲戚“走后门”，并表示花多少钱都愿
意。但张桂云断然回绝，最后这位远房亲戚被依法判
刑入狱。
“为此，那位亲戚的家属把怨恨和愤怒撒到我
的头上，说我没有人情味，还专门跑到我父母家兴师
问罪。”张桂云说。
为了保护张桂云，虽然她的父母对她的职业感到
很荣耀，但却从不在街坊四邻前炫耀她检察官的身
份。
“直到几年前我母亲去世，单位送了花圈。村里很
多人才知道我在检察院工作。”张桂云说。
志趣相投的人更容易走到一起。1990 年，张桂云
与当时服役军人张永春相识相恋，婚后，两人开始了
长达 15 年的分居生活。在张桂云的影响和激励下，张
永春自学通过了国家司法考试，并且积极响应国家号
召，在转业时选择自主择业，
成为一名执业律师。
客观来说，从检多年，张桂云在宝坻区拥有一定
的人脉资源，能为爱人工作提供便利或搭建平台。但
为了坚持各自的职业信仰和操守，早在张永春从业之
初，夫妻二人就达成了不在宝坻从业和接受当事人委
托的共识。最终，张永春选择了在北京执业。他们夫
妻刚刚结束漫漫 15 年的两地分居生活，又开始了新一
轮分居，
而这一分，又是十多年。
十多年来，张桂云夫妻相互勉励、相互提醒，共同
筑牢家庭反腐防线。为避免出现人情案、关系案、金

张桂云夫妇。
钱案的可能，他们先后婉拒了数十次来自双方亲属的
诉讼委托，承受了诸多误解。
三年前，张永春的一位亲戚在宝坻涉案，深夜提
着重金找上门来，一再要求张永春做辩护律师。被他
们夫妻婉拒后，那位亲戚最终黑着脸拂袖而去。张桂
云充满歉意地轻轻拥抱了下爱人，爱人深表理解地拍
了拍她的肩头。
其实，
“ 铁面”夫妻却并不无情，了解他们的人都
知道他们是特别热心的人。多年来，他们夫妻利用熟
悉法律的优势，为朋友和邻里做了很多调停家庭纠纷
和释法说理的工作。张永春还多次站在专业律师的
角度帮助遇到法律难题的邻居们书写文书、诉状。每
每遇到街坊邻里有老人或病人去医院，只要张永春在
家，都会主动开车帮忙。
“桂云姐在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工作方面也充满

了爱心。”与张桂云搭档多年的同事辛潇潇深有感触
地说。今年年初，一起猥亵未成年案中的受害人出
现了较严重的心理问题。张桂云知道后迅速联系心
理咨询师对受害人进行心理疏导，在她的建议下，宝
坻区人民检察院即将出台措施，与专业心理咨询机
构进行对接，对在案件中出现心理问题的当事人进
行心理疏导。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在张桂云夫妻的言传身
教下，他们的儿子自小就礼貌懂事，诚实宽容，毫无独
生子女的娇气。谈到儿子，张桂云脸上露出了腼腆的
笑容：
“ 他从小到大学习成绩都很好，多次被评为‘三
好学生’
，工作后也踏实肯干，积极上进。”
贪廉一念间，荣辱两世界。
“我们将继续坚守廉洁
风范、践行清廉家风，做好‘五好家庭’的守护者。”张
桂云说。
（来源：
新华每日电讯）

我爸生病住院继母不辞而别，她回家带来一书包，我跪地喊妈！
我妈在我五岁的时候就过世了，那时候我哭的特
别伤心，因为妈妈在生前特别疼爱我，她的突然离世
肯定对我是个不小的打击，我爸比我更难过，就这样
我和我爸一直相依为命。
在我十岁那年，我爸领回来了一个女人，她就是
我的继母，我家里比较穷，我当时也没想到，为什么继
母会愿意嫁进我们家来，我们家也没什么钱，而且我
爸也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村男人，可我爸对继母特
别好，什么都依着她，我觉得就是因为继母的到来，我
爸才会渐渐忽视我，所以我对这个女人并没有什么好
感。
不过确实继母对我很好，也是把我当亲儿子对待
的那种，有时候我爸一时拿不出学费，她都会跑去给
街坊邻居借钱，但是可能是我的性格原因，就是不愿

意承认继母对我好的这个事实，但是继母似乎从来没
怪过我，反而是一如既往地对我好，后来渐渐地我也
是试着去接受她，
试着去承认她这个母亲。
因为我爸一直都在打零工，常年累月的下来，腰
背也不怎么好，我很心疼我爸，但是我却不能为他做
些 什么，因为我也只是一个孩子，我爸常在我耳边
说，你好好读书就是对我最好的报答了，我也很听我
爸的话，一直都在很努力地学习，成绩也是一直都名
列前茅，
我爸为此也是比较骄傲的。
我爸因为长年累月的工作，也是在不久后累倒
了，住进了医院，我当时特别害怕，因为我怕我爸也
会像我妈那样离开我，为了给我爸减轻负担，我主动
提出了退学，可是我爸死活不答应，还说，你一个小孩
子家家的，退学能干什么！我爸自从住院后，继母就

不见了，没有一句话就这样走了，我心里在想，这个女
人可真是靠不住，我爸这一生病，人影都没了，后来我
爸出院了，住院费都是找亲戚朋友借的。
我爸出院回家的第二天，继母回来了，还背了个
书包，我是没搭理她，心里就想着，现在我爸出院了，
你就回家了，你可真会挑时候，之后继母放下书包，
说，老杨，我知道你的医药费都是找亲戚朋友借的，这
不我回娘家凑了点钱，拿来还给他们，然后又对我说，
小勇啊，我知道家里没啥钱给你买新衣服，我有个侄
子买了好多衣服，都没怎么穿过，这都给你拿来了，你
也别嫌弃，要怪也只能怪我和你爸没什么本事，我当
时听完后，已经止不住了泪水，就跪在了继母面前，大
喊了一声妈，原来真的是我太不懂事了啊！
（据今日头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