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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来袭，他俩成了“轮椅兄弟”

“轮椅兄弟”最后的抉择：捐献角膜传递光明
近日，成都爱迪眼库

获捐两枚来自四川达州
的眼角膜。而早在2015
年，捐献者的哥哥也做
出了同样的选择。兄弟
俩哥哥叫熊仕华，弟弟
叫熊仕渊，而他们有一
个共同的名字——“轮
椅兄弟”。

10 月 30 日 6 时许，
弟弟熊仕渊在达州市中
西医结合医院停止了呼
吸。弥留之际，他再三
嘱咐家人一定要捐献自
己的眼角膜和遗体……

1990年，达州农民熊本强
和妻子周远朴迎来了他们第
一个儿子熊仕华；1993 年第
二个儿子熊仕渊降生，一家人
虽然清贫但却有着自己的小
确幸。

“仕华最近怎么老是摔
倒？”1996年的一天，熊本强
夫妻发现，大儿子熊仕华一天
摔倒10多次。他们带其求医
问药，医生说是“怪病”无能为
力。大儿子小学四年级的一
天突发高烧后，再也无法站立
彻底瘫痪。而此后，弟弟熊仕
渊也出现了和哥哥相似的状
况。小学毕业后，熊仕华行走
能力急剧退化，初中二年级时
彻底瘫痪。周远朴向当地残
联申请了轮椅，两兄弟从此成

了“轮椅兄弟”。
2004 年，两兄弟到华西

医院检查，最终得出结论患有
“假肥大型肌营养不良”遗传
性疾病。同年，妹妹熊仕琴出
生了，幸运的是她没有遗传该
病。而就在此时厄运再次降
临，父亲熊本强被查出患上了
骨癌。了解到他们的情况，当
地相关部门为他们申请了低
保和公租房。

2011年7月，“轮椅兄弟”
分别以优异的成绩被成都中
医药大学、四川师范大学文
理学院录取。因为情况特
殊，熊仕渊申请了四川师范
大学文理学院的网络授课和
走读，跟随哥哥一起到了成
都中医药大学。

哥哥走了，捐出遗体角膜回报社会

就在哥哥熊仕华忙着开
学报到时，父亲熊本强的病
情再度恶化，患上再生障碍
性贫血。成都中医药大学
温江校区特安排一间教职
工宿舍给这个五口之家。

2014年夏天，两兄弟毕
业了，哥哥熊仕华联系暑假
实习后积极备考研究生，熊
仕渊开始工作。一切都似
乎向好，充满希望。然而，
灾祸再次降临，2014年7月
5日一早，母亲发现熊仕华
休克，送医后被确诊为脑梗
塞引起的突发性脑溢血，熊
仕华所在学校积极为其募
捐4万余元维持治疗。

熊仕华在昏迷前告诉周
远朴：“妈妈，人就算活 100

岁最终都将离开世界，你不
要难过。我将来走了，你就
把我的遗体捐出，也转告社
会关心我们的爱心人士，请
他们原谅我，不能为社会做
贡献了，只能以这样的方式
回报社会。”

因为捐赠需要做检查，
深度昏迷的熊仕华转院到
四川省人民医院重症监
护室。每日5000元的治疗
费，令这个家陷入绝境。
万源市有关部门和爱心人
士为其募捐了 13 万余元，
来自社会的关爱支撑着熊
仕华……

2015年5月28日，哥哥
熊仕华去世，当晚捐献了眼
角膜和遗体。

弟弟再捐，他捐的角膜可救助 4 位人

10月27日，熊仕渊高
烧一病不起，送往万源市
中心医院救治，却因多种
并发症接踵而来，当晚转
院至达州市中西医结合
医院。

“我可能快走了……
请一定要把我的遗体捐
出去供医学研究，希望以
后不会再有人得这个怪
病，请所有关心过我们的
爱心人士原谅我，只能用
这种方式来回报社会
……”10月29日下午，在
达州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病房内，突然清醒的熊仕
渊拉着妹妹的手，看着母
亲周远朴说了这样的话。

家人立即联系红十

字会表达了捐献意愿，
红十字会工作人员当天
赶到医院探望，协调捐
献事宜。

经过4次抢救，10月
30日6时许，熊仕渊停止
了呼吸。按照其遗愿，
熊仕渊的眼角膜将帮助
角 膜 病 变 患 者 重 见 光
明，他的躯体将捐出供
临床医学教学研究。当
天，成都爱迪眼科医务人
员进行了眼角膜采集、储
存等工作。

据爱迪眼库工作人
员介绍，此次采集的眼角
膜，将根据检测情况最多
可以救助4位眼疾患者。

天府早报记者 宋永坤

成都地铁5号线开通进入倒计时，“无人”地铁路线上有他们的坚守

没有乘客进出 刷票闸机每天照样“走票”
近期，成都地铁5号线全线空载试运行已正式启动，进

入通车倒计时。试运行期间，列车将进行不载客状态的各
项运行测试，运营公司将对行车设备系统稳定性、可靠性、
安全性进行测试，同时检验运营组织管理、人机协调配合等
情况，针对发现的问题进行优化。在这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中，线路上各个环节的工作人员纠结着服务的每一个“细枝
末节”，预演着开通后可能发生的每一次突发情况。在无乘
客进出的车站内，站台上和车厢里，他们仍然坚守每一个岗
位，恪守每一道程序。

“就是见证从‘毛坯房’到
‘精装修’的过程。”关于地铁
新线的筹备工作，5号线大丰
站区柏水场站值班站长冯可
巧作出了这样的概括。

去年10月份，冯可巧就和
同事们入驻柏水场地铁站点，
在一片荒泥地上筑起新站的

“一砖一瓦”。“从车站的机电
集中装修，到站内设备的筹
备，以及相关客流组织方案的
制定，数据的上报统计等，现
在我们进入了试运行阶段。”
据她介绍，之后还会组织专家
评审，待一切运转正常可以达
到开通运载要求后，5号线将
正式履行它的使命。

目前，身穿紫衣的“小5”不
时从站点上方的高架桥上呼啸
而过，站内，售票机、出入闸机、

指示标志以及站厅电视等都基本
就位，站点装饰风格自成一体。
而每天，冯可巧则会绕着整个新
站走上好几圈，主要工作之一就
是“查漏补缺”。“各种设置，包括
闸机出入方向的放置，温馨提
示牌的摆放，甚至电视的高度
都有统一标准。如果没有达
到，我们就要联系施工方进行
整改。”对于“精”装修的要求，
冯可巧和同事们都严格恪守。
例如站台的40个屏蔽门的尺
寸，全靠人工挨个量取，以确定
和纠正门口指示贴画的长度。

空载试运行的每天，路线
上的各个环节都如正式开通
后一样，正常上下班打卡。以
正式运营的标准，去调试好列
车进出站时各个环节的连锁
关系，保证良好的运作能力。

细致到每一张站内贴画的长度

“其实刚到成都地铁
上班时，什么信号、道岔之
类的专业术语，我根本都
听不懂。”成长七年后，冯
可巧不仅熟稔了这些词
汇，更是从实习生、站务
员、值班员……一步一步
做到了值班站长，并负责
起新站点的启动和运营。

一开始她驻扎的站
点是 1 号线天府广场站，
当时成都地铁刚起步运
营，1 号线作为第一条开
通的路线且贯穿南北，自

然客流量大。冯可巧所
面临的最繁重的工作，就
是搬运重达上百斤的钱
箱，并清点钱币和票数。

“那时天府广场站的票务
机有32台，每天的票款达
到十多万。不像现在我
们可以扫微信和支付宝，
而全部是现金。”

乘客进出地铁站，票
务机不断吞入钱币和吐出
地铁票，而出入口的闸机
内也在持续将地铁票“收
入囊中”。不管是钱箱满

了或者票“掏空”了，都会
产生故障影响乘客，所以
这需要冯可巧及时“掏空”
钱币箱又不断收票出票。

“我会推着一个有一米长
半米高的车子，先收走装
满的钱箱、硬币箱和闸机
里的票箱进行清点，还要
把票压回票务机里，如此
循环往复。本身每个箱子
就有加固加密，再加上起
码塞满了八百个硬币，重
量可想而知。”如今冯可巧
都还清楚记得自己创下的

记录：2012 年 10 月 1 日和
2013年 1月1日，经手清点
的票款分别达到了10余万
元和近20万元，至今无人
打破。

空载试运行期间，冯
可巧还要和同事们一起测
试站内各种设备。“测试数
量上我们比以前也要求更
多，单就每个闸机来讲，我
们都要用测试票让其每天
能起码走票 50 次。以此
保证以后设备运行的正
常，提升乘客的体验度。”

每个刷票闸机每天“走票”50 次

“我是 5 号线列车司
机李红健，现在在运行
至×××至大丰区间下
行 ×× 公里处，司机发
展××列车厢火势较大，
现列车已处于迫停区间，
无法动车……”11月，5号
线列车驾驶室内，不时
传出了这样的“呼叫”。
紧接着，各种部署和指挥
从中央工作站下发，站

务、消防甚至列车司机
等纷纷“出列”，进行乘客
的疏散和救援。

其实期间并非真正
发生了火情，这只是空载
试运行阶段 5 号线内组
织的一场模拟演练。从
开通试运行到现在，这样
的演练已经做了八次。

“如何应对突发的各种情
况，例如区间火灾或者

紧急疏散，也属于我们的
准备工作。”5 号线电客
车司机李红健介绍，一旦
列车内出现火情，引发
烟感报警，驾驶室内监
控就会切换至发生险情
车厢的实时画面。“同时
司机就会作出判断，如
果火势较大甚至将线路
烧断，司机不仅要将信
息上报，还要配合其他

工作人员保证乘客的安
全转移。”

作为5号线空载试运
行首发列车司机，以及担
任着新线司机培训工作的
李红健强调着列车司机心
态的调整和准备。“就算现
在驾驶的是空车，但也要
提醒自己，空载即开通，任
何细节都要到位。”

（据封面新闻）

拿出“空载即开通”的态度

查漏补缺

模拟测试

预制心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