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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毛鑫

“五万三千八百二十九元六毛八，没错了。”
7月 8 日，佛山市岭南医院收费窗口，云南佤族
姑娘魏月董反复核对金额后，在 POS机上输入
了密码。

按完最后一个数字时，魏月董与丈夫笑了。
为了这一刻，她等了 905 天。

2018 年 1 月 15 日，魏月董康复出院。那
天，她拖着仍显不便的身体，也一同背走了
53829 . 68元的“债”，回到云南普洱老家养伤。

2020 年 7月 8 日，魏月董跨越 1500 多公
里，从老家再次来到广东佛山，主动还清这笔已
被淡忘的医疗费欠款。

53829 . 68，这七个数字，是一笔迟到了两
年多的医疗欠费，也犹如一行代码，记录着魏月
董的重诺守信故事。这个“治愈系”的故事近日
温暖了一城人心，也感动了无数网民。

“她回不回来还医疗费，我们

还真没想过”

故事还要回到三年前的一天。
2017 年 9月 18 日晚，佛山岭南医院内响

起警铃声，一名满头鲜血、陷于昏迷的姑娘，被
紧急送进医院抢救室。

这个姑娘就是刚年满 18 岁的魏月董。她当
晚骑电动车追尾大货车，造成颅脑严重受伤。

情况危急！在无家属在场、未预缴费用的情
况下，医院为她开通了绿色通道。

“当时这个姑娘满头是血，到医院后瞳孔很
快就散大了，属于特重型颅脑外伤，即使抢救成
功率仍不足 10%。不立即进行手术的话，她必
死无疑。”岭南医院颅脑外科的主治医师黎德桦
回忆起当时的场景说。

右侧大脑半球急性硬膜下出血并有脑疝
形成、双侧额颞叶脑挫伤、头皮血肿伴左侧颞
骨骨折……病历本上的这几行字，仍能让人
感到当时的危急。

黎德桦坦言，救治这样的危重患者，医院是
承担了风险的。但情势不容多想，他当时下达了
各项手术指令。经过 3 个多小时的紧张手术后，
魏月董被送往重症监护室。

“为了让她得到最好的医治，我们该用的药
都用了。”黎德桦说，医院当时没有高压氧治疗
设备，于是派出专车，连续 10 多天带她去附近
西樵人民医院进行高压氧治疗。

与死神搏斗了 20 天，她从深度昏迷，到慢
慢恢复意识，再到生命体征趋于平稳。经过近 4
个月的康复治疗，魏月董出院了。

为救治魏月董，医院垫付了超过 18 万元的
医疗费，出院时，她还有 5 万多元没有结清。考

虑到魏月董的家庭经济困难，医院并没有催
着她缴清欠款，而是让她顺利出院。

“当时看着她脱离生命危险逐渐康复，我
们十分欣慰，感觉之前的冒险和付出都是值
得的。当她出院时，我们也为她高兴，她回不
回来还医疗费，我们还真没想过。”岭南医院
院长牛军民说。

魏月董出院后，牛军民和黎德桦依旧忙
碌在救护一线。

日子连着日子，一天天过去，这一笔 5 万
多元的医疗欠费，慢慢地被人遗忘了。

但在距离佛山 1500 多公里之外的普洱，
这笔账始终记挂在魏月董一家人的心头。

“医生给了我第二次生命，这

笔欠款我无论如何都要还清！”

出院后，魏月董回云南老家休养，丈夫则
在佛山打工，从事搬运工作，每个月工资
4000元左右。

为了省钱，丈夫住在简陋的出租屋里：塑
料布搭起的“天花板”下，靠墙角摆着一张床，
裸露的砖墙上，到处可见手指宽的缝隙。每个
月生活费和租房费都控制在 1000元以内，连
最急需的电扇坏了也不舍得修。

对他们来讲，省吃俭用一年也存不了多
少钱，这 5 万多元的医疗费压在身上一点都
不轻松。

“每个月，我丈夫都会拿出两三千元工资

打进银行卡里，只留下 1000 多元做生活费。”
魏月董说，丈夫从来没有向她诉过苦，但她心
里清楚，丈夫这些年来吃了多少苦，“每晚他
回到宿舍，累得几乎都是吃完饭洗完澡后，倒
头便睡。”

两年多来，就这样靠着一点一滴地积攒，
再靠着父母的部分积蓄，终于存够了钱。今年
6 月 18 日，魏月董在家人陪伴下，从老家搭
了 14 个小时的大巴来到昆明，再转到佛山。

7月 8 日一早，刚来到办公室的黎德桦
接到一个电话：“黎医生，您今天在医院吗？我
想过来缴清医疗费。”

“医疗费？请问你是哪位患者？”黎德桦努
力回想。

“您还记得我吗？我是魏月董的丈夫，前
几年我妻子出车祸，受伤特别严重，被你们抢
救回来了。”

“魏月董！”往日的记忆随即浮现在黎德
桦眼前。在后来的通话中，黎德桦知道了魏月
董出院后的情况，她现在身体恢复得不错，丈
夫把她送回老家后，又回到佛山打工，这两年
积攒了一些钱，想今天过来医院结清欠下的
医疗费。

当天下午，魏月董在丈夫陪同下来到医
院柜台结账。拿到 POS机打出的缴款小票，
夫妻两人都感到心安。

她还掏出手机，与医生分享他们出生满
1 年的宝宝的视频。这一幕，感动了在场的黎
德桦和他很多同事。

其实，在出院后的日子里，魏月董从没接
到过医院打来的催款电话。但当被问到为什么
不等生活稳定点再还，魏月董却说：“我不能忘
记，是他们给了我第二次生命，这笔欠款我无
论如何都要还清！”

“医德、诚信，都为这世界添上

亮丽的色彩”

一个人感动一座城。魏月董的诚信精神
和医院的救死扶伤故事，经媒体报道后温暖
了一城人心，也感动了无数网民。在网络留言
中，一位网民说“这是医德，这是诚信，都为这
世界添上亮丽的色彩”。

7月 13 日，魏月董和黎德桦获得佛山市
禅城区文明办的“点赞证书”，魏月董也被推
选为“禅城区道德模范”候选人。

接下来，魏月董仍需接受颅骨修复手术。
“上一次，我们把救人放在首位，这次依

然是。”牛军民说。一旁的黎德桦拿出了魏月
董的入院通知书，预交金一栏显示为“0”。

黎德桦说，目前医院已经订做了用于手
术的钛网，正在根据魏月董的身体状况，评估
选择手术的时机，“一切顺利的话，她在今年
底便可以实现完全康复，正常参加工作。”

诚信是无价的，人间更是有爱的。佛山各
界也伸出援手，守护这位佤族姑娘的康复
之路。

佛山市正计划通过“好人基金”、禅城区
“关爱好人基金”给予她资金帮扶。禅城区南
庄镇慈善会也发动了爱心企业、协会筹集善
款，帮助魏月董减轻后续的医疗费用负担。南
庄镇的全国文明村紫南村承诺，未来还将帮
助解决他们夫妻就业和孩子入幼问题。

不仅如此，还有一些不愿透露姓名的爱心
市民，主动为魏月董捐出“一点小小心意”，并
祝愿她“手术顺利平安吉祥，阖家健康幸福”。

“魏月董既是大爱佛山的受益者，也是大
爱佛山的践行者。”佛山市文明办主任甘绮霞
说，魏月董辗转数千里还款的诚信事迹，在佛
山引起了一次诚信精神的大讨论。

近年来，佛山建立起一个好人选树机制，
通过发放《点赞证书》、推动媒体宣传、建设
“佛山好人馆”、出台礼遇帮扶办法等形式，引
导市民“学好人、敬好人、做好人、帮好人”。

到目前为止，全市共有各类道德模范和
身边好人 1718 人，其中市级以上“诚实守信”
类先进典型 29 人。

“我们希望通过学习魏月董诚信事迹，持
续加强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让诚信、敬业成
为佛山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精神印
记。”甘绮霞说。

18 岁女孩欠 5 万多元医疗费出院，医院没说一句话，两年后……

“欠费”女孩的“暖心还债”

▲魏月董（中）在医生的陪同下到收费处结账。图片由佛山岭南医院提供

本报记者丁乐

7月 15 日，快递员黎志
伟如往常一样骑车外出揽
件，途中偶然碰见一个十几
岁的女孩从店铺中跑出求
助，原来她正被一名与之发
生纠纷的男子追赶。

黎志伟主动停车，挺身
而出保护女孩，被男子用刀
砍伤，其中一处伤口缝了二
三十针。黎志伟已在医院接
受治疗，目前恢复良好。

连日来，这名 90 后快递
员挺身挡刀的事迹广为流
传，受到社会广泛关注和点
赞鼓励。事后感到害怕却并
不后悔的他说：“只是做了件
大家都会做的事。”

路遇求救挺身护人

不闪不退被砍两刀

7 月 15 日 17 时 40 分
许，快递员黎志伟如同往常
一样，骑着三轮车去揽件。
突然，路边店铺里传来呼喊：
“救命啊”，一名女孩随即跑
出，身后紧随着一名中年
男子。

顾不得多想，黎志伟急刹下车，一把拉过女孩，护在身
后。“你干啥！”黎志伟大声喝止。“不要多管闲事！”男子恶语
相向。

“那男的骂骂咧咧，走近后我才发现他手上拿着刀。”黎
志伟告诉记者，“但是小女孩就在身后，我不能退，不能闪。”

喝止无效，男子拿刀砍向黎志伟，“第一下我用手挡，伤
了手指，第二下左肩膀受伤。”被吓到的女孩，向一旁跑开，
脱离了危险。

“女孩跑开不用护着了，我就往另一头跑。”黎志伟说。
他吸引着行凶男子的注意力，试图引导其去往女孩离开的
反方向，男子没跟多远，就逃回了附近的住处。

男子离开后，黎志伟一屁股瘫坐在地上，“意识不清楚，
就像得了重感冒。胳膊上是血，背上全湿了，也不知道是血
还是汗。”快痛晕过去的他望着不远的三轮车，还想着如果
车上的货被偷了可怎么办。

没多久，救护车赶到对黎志伟进行救治。接到报案后，
警察赶到现场，将逃至附近住处的袁某抓获。

缝针住院难受后怕

从小崇军不悔救人

经当地医院诊断，黎志伟的左肩部及左手中指刀砍伤，
肌肉部分裂伤。左背的伤口长约 10 厘米，深约 4 厘米，缝
了二三十针。

“局部麻醉了，但还是很痛很难受。”黎志伟回忆手术时
说，“当时趴着感觉过了很久很久，想快一点缝完针。”

之后，在医院的安排下，黎志伟接受了 CT、B 超、心电
图等各种检查，并无其他大碍。现在，他恢复良好，但还不
能做剧烈动作。

看到他的近况，从老家四川赶来照顾的奶奶、父母、伯
父和哥哥都是满满的心疼。

仍在养伤的他，到现在还不敢看相关视频。“想起来后
怕，”但他表示并不后悔，“下次遇到类似的事我还会这样
做。”

今年 27 岁的黎志伟说，自己从小崇拜军人，当过兵的
爷爷常给他讲军人的故事。20 岁时，黎志伟来到广东，勤
奋肯干的他当过电子厂工人、五金厂焊工，也做过保安、
护工。

近 3 年来，他是德邦物流股份有限公司的一名快递员，
货物基本是大件，都得送货上楼。到了夏天，他平均每天运
送六七件冰箱、空调等大件家电，一直都是零投诉。

“社会上还是好人多，在外打拼的几年一直有人帮。就
像把冰箱背上楼后，客户会给瓶水，让我感动。”黎志伟说。
他自己也乐于助人，发现路上有人拿很多东西时，会询问需
不需要搭个顺风车。

“多亏这些年运送快递的锻炼，自己身体底子好。也幸
好自己拦住了坏人，女孩没事。”

事主道谢视若家人

社会各方点赞鼓励

事发当晚，女孩一家三口来到了医院，专程向黎志伟致
谢。女孩的父亲经营着一家骨骼推拿馆，还专门调制了补
血中药送给他，并表示出院后欢迎黎志伟来店理疗。

女孩父亲说：“虽然我们没有血缘关系，但以后就是一家
人。”

看到女孩没事，黎志伟觉得一切都值了。“他们能来我
就很开心了，做这个事是遵从自己的本心，没想过要得到什
么。”

事发后，德邦公司、惠州当地公安局和邮政管理局的相
关负责人，也纷纷探望黎志伟，赞扬他的英勇行为，并祝福
他早日康复。

德邦惠州大区总经理曾鑫介绍，公司有“见义勇为”奖
励政策。对于黎志伟的见义勇为行为，公司已决定，承担他
住院期间的所有医疗费用，持续照看直至其身体恢复，并从
“见义勇为”专项经费中按最高级别标准奖励，后续会视他
的身体状况考虑对岗位相应调整。

黎志伟救人的事迹经过网络传播后，网友们都纷纷为
这位挺身而出的快递小哥点赞：“英雄加油，早日康复”“平
凡事业不平凡的人”“好样的兄弟，向你致敬”……

“这两天我的手机快被打爆了，采访的、慰问的、夸奖
的。没想到会有这么多关注。”黎志伟不好意思地说，“我只
是做了件大家都会做的事，下次遇到类似的事我还会这么
做，并注意保护好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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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李铮、于也童

闹市街头，一辆全身火团的大货车一路狂
奔，一直开到荒僻的乡野，自燃、烧毁。

这惊险的一幕，发生在7月14日18时左右的
辽宁省新民市梁山镇。41岁的大货车司机孙刚，
用10分钟完成了令全网点赞的壮举。

留着贴头皮短发的孙刚黝黑、健壮，是一眼
能看到底的东北汉子。19日下午，接通记者电话
的孙刚，正坐在从黑龙江双鸭山再次赶往沈阳
的列车上。面对数十万网友“中国好司机”的赞
誉，孙刚说：“我不是英雄，但男子汉的肩膀遇到
事儿时得扛住。我不能连累别人。”

“我不能连累别人”

41岁的孙刚开大货车跑长途十几年了。7月
14日，接了一个运西瓜的活，孙刚再次千里跋涉
到“梁山”西瓜产地——沈阳新民梁山镇。“跑梁
山运西瓜多少趟了，如果一切顺利，一天一夜就
把货拉回去了。”

再次来到梁山的孙刚，心情是愉悦的。苦干
了两年，大货车35万的贷款，已经连本带息在7
月初还完了，孙刚说：“感觉幸福的日子就在眼
前。”

14日下午装西瓜前，孙刚发现大货车厢后
面一个金属箱有点松动，需要焊紧，他就来到梁
山镇一个汽车修理部维修货车。本以为是一次
普通的焊接，但所有人都忽略了货车车厢上铺
满了给西瓜遮阳用的草帘。

“天热，一个火星溅到了草帘上，火一下子
就着了一大片。”灾难来得那么突然，没给孙刚
留下半点犹豫的时间。他试图用车上的灭火器
解决突如其来的大麻烦。但面对3米高左右的大
货车厢，灭火器从下往上喷根本无济于事。“火
把车烧得滚烫，烤得人脸疼，根本无法爬到上面
灭火。” 孙刚说。

此时的货车就像一个巨大的火团，随时要
吞噬旁边的人群，更危险的是，距离修理部不远
处还有一个加油站。

“我不能连累别人。”孙刚说，“原地救火坚
持了一分钟左右，我看火势控制不住，实在不行
了，必须把车开到没人的地方。”于是，他冲进驾
驶室，一路鸣着笛，沿省道将“火车”开出了5公
里左右，直到确认旁边没人了，才跳车逃生。

记者从当天路人拍摄的视频看到，快速行
进的大货车车身蹿起了2米多高的火苗，拖着滚

滚浓烟快速前行，情况十分危急。
孙刚跳车2分钟后，大货油箱就爆炸

了，火苗溅得路两边都是。眼看靠自己的
力量救火无望，自己赖以谋生的大货车一
点点烧成一个铁架子，这个东北汉子瘫坐
在路边，哭了。

“损失我自己承担”

20日，为了处理好被烧毁的大货车，已经
返回双鸭山的孙刚再次来到了沈阳新民。“车
头当废铁卖了一万一千元。轮胎还能卖几个
钱，但重新买货车只能是个梦想了，53万元对
我而言是个天文数字。” 孙刚言语中透露着
无奈。

处理完货车的事，孙刚还特意去见了当
天为自己修车的水电焊门市部老板王大爷。
“这几天都没睡好觉，我对不起你呀！好几十
万的车。”面对满是愧疚的王大爷，孙刚反而
安慰老人家说：“这是意外，损失我自己承担。
车没了就没了，钱是人赚的，只要人没事就
行。”

自己遭遇了突发事件损失惨重，憨厚的
孙刚没有埋怨任何人，还一直惦记着火灾扑

救过程中的辽宁好心人。
“当天，我把车开到没人的地方后，一名

骑摩托车的小伙帮我一起灭火，他特意骑摩
托车跑到镇里的加油站借来了两个大灭火
器。虽然当时火太大了，人根本靠近不了，灭
火器没用上，但我仍然万分感激他在危难的
时候出手帮助，我真心想对他说句谢谢。”孙
刚说。

平凡处见人性光辉，危急时见生死抉
择。孙刚为了他人安全，驾驶“火龙”一路狂
奔的视频在互联网被广泛传播后，感动了
千万网友，无数网友在社交媒体留言，称赞
他是“中国好司机”。“给这位司机点赞，他
用自己的行为书写了‘责任’二字。”“不是
每个人都能做出这种选择，危险关头还能
想到别人，是条汉子！”“这样的烈火英雄配
得上世上最美的赞美。”

“前后就十几分钟的事，来不及选择。
就一个念头，绝对不能让别人出事。”孙刚
说，“其实我也怕！屁股后面就是火团，能不
害怕吗？那时候哪想的到当什么英雄，但活
了这么多年，我明白男子汉肩膀上得扛住
事。我不是英雄，我相信任何人遇到这样的
事情，都会这样做。”

为了家庭，我会扛下去！

谋生的货车烧成一堆废铁，生活的重担
又压到了孙刚肩上。“挺迷茫，但也得扛住。我
还有老婆和一对4岁的双胞胎儿子。”

老家是佳木斯富锦的孙刚经济条件一
般，为凑钱买这台大货车，两年前，他把自
己在佳木斯的房子卖了，付了18万元首付，
四口人和岳父母挤在老人双鸭山50平方米
左右的小房里。

虽然生活艰苦，但孙刚相信，只要他肯吃
苦、肯努力，钱总有一天能赚回来，生活总会
好起来。“当时想多跑跑，能多接活就多接活，
想给妻子和孩子换大房子。”

装车、盖篷布、卸车、解篷布，大夏天这一
圈下来，忙得浑身是汗。有时遇到要的特别急
的货，中间连饭都顾不上吃，累了就把车停在
休息站合一会儿眼睛，养精蓄锐后又马不停
蹄地上路……开长途货车的累和苦，对孙刚
而言是家常便饭。“累了就给妻子打个电话，
听听儿子的声音，一听他俩喊‘爸爸’，我就又
有动力了。”

沈阳新民到黑龙江双鸭山这条线，孙刚
常跑，意外的发生，让所有人措手不及。“正感
觉生活充满希望，但一下子又一无所有了。”
孙刚说。

孙刚开“火龙”突围的视频正在互联网上
迅速传播，网民感动点赞同时，得知孙刚生活
拮据后，也纷纷要解囊相助。

卖给孙刚货车的经销商正组织公司
员工为孙刚捐款，她说，“看了‘火车’飞
奔而出的视频很感动，尤其确认孙刚是我
的客户后，更是敬佩。如果大家能帮他凑
够钱再买一辆大货车，我们将无利润卖他
一辆新车。”

孙刚说：“网友的留言我都看了，心里暖
暖的。我现在是挺难，但不想用自己的不幸来
博取同情。这件事我一定能扛住。”

对于网友期盼他再买新车谋生的愿望，
孙刚说，以我现在的经济能力，确实没办法再
买一辆车了，我准备找一份工作，养活老婆和
两个孩子，把家扛起来。

一时还没想好要干什么的孙刚说：“老婆
和两个儿子是我最大的支柱，这几天老婆一
直和我说做得对。不能让咱家车伤着别人。只
要人在，一切就都在。”

为避开人群，他开着起火的大货车一路狂奔到荒野

“火”车司机的“生死时速”

▲看着赖以谋生的货车一点点被烧毁，
孙刚瘫坐在路边，哭了，但这个东北汉子并不后
悔自己当初的选择。 图片为网络视频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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