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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踏过了那么多荆棘
终会开出美丽的花
/李建根

安岳白血病女孩小碗上央视寻亲的故事牵
动着家乡人。年幼的她却历经坎坷，让人辛酸。
但小碗和养母的坚强和不放弃又给人感动。

坚强如你。正如网友@哓蓝莓说：“人总说
要坚强，我却一直不喜欢坚强这个词，这代表着
原本要幸福快乐的事情却不得不坚强。你踏过
了那么多荆棘，终会在荆棘里开出美丽的花。
祝福你，我会一直关注。”温暖如你。“我很想见
一见亲生父母一面。”虽数次被送养，小碗仍没
割断心中的那份弥足珍贵的亲情。而另一边，
十多年如一日照顾小碗的养母，为了她的健康
和愿望四处奔波寻找，无条件亦无怨言。

让爱汇聚，你我若能伸出援手，这对坚强
“母女”便能早日迈过这道坎。愿她们的生活
能早日开出美丽的花来。

在《等着我》节目录制现场，嘉宾、
主持人纷纷对小碗的遭遇心生怜悯，
同时也希望汇聚各方力量与眼前这个
少女共渡难关。在现场，中国社会福
利基金会、主持人倪萍、嘉宾赵忠祥等
纷纷为小碗捐助，筹资共计10余万元。

王永碧心怀感激地说：“这笔捐助费用
真是一场及时雨，让我们及时补交了医
院的治疗费用，小碗的病才没有耽搁。”

此外，社会各界及当地党委政府
也纷纷对母女俩给予关注和帮扶，这
让年少的小碗切实感受到了温暖。这

也让小碗满怀信心，在给养母的信里
写道，“我要活下去。”

小碗说：“等我病好了，我想念书，
去上卫校，将来学有所成去帮助更多
需要帮助的人。”谁说，这不是一种社
会正能量的传递！

挂相的缘分亦是希望

2015年12月30日，浙江温州的李上总夫
妇在观看了央视《等着我》栏目后，发现小碗
的面容与自己挂相，且小碗的年龄与自己丢
失的孩子年龄相仿，生活的县城也符合孩子
丢失的地点，便启程前来安岳找小碗。

15年前，李上总的妻子在安岳县城生小
孩，但小孩刚生下来便被人偷走了，至今杳无
音信。他们不想放过半点蛛丝马迹，哪怕只
有万分之一的几率，也要尽全力去试一试。

经过李上总夫妇的描述和王永碧的阐
述，双方都认为小碗是他们亲生孩子的可能
性比较小，但十分挂相的缘分让李上总夫妇
仍然抱有一丝希望，他们一起去做了DNA鉴
定，目前结果还未出来。

本报记者 张方金 范宇

@小碗

“我很想见一见亲生父母”

在省人民医院住院治疗期间，去年 7 月
份的一天，小碗突然对王永碧说：“妈妈，我很
想见一见亲生父母。”

这句话像一块石头掉进了王永碧的心
里，很不是滋味。但她能够体会到小碗心里的
那份遗憾与期盼，她暗下决心，一定要帮小碗
找到亲生父母。

小碗想寻找亲生父母的消息不胫而走。
央视《等着我》栏目向她们伸出了援手。

去年8月底、9月初，王永碧带着小碗来到北
京录制《等着我》节目，遗憾的是，在央视的平台
上小碗终也未能实现与亲生父母见面的愿望。

@王永碧

“为妹仔我愿意去乞讨”
对于原本就捉襟见肘的家庭，小碗白血

病的治疗费用简直就是雪上加霜。王永碧开
始找亲朋好友借钱，开始大家都还借个几千
万把块钱，但后来大家都不大愿意了。不少
人都劝她，白血病医不好，就不要再医了，不
然到最后人财两空。

医生对王永碧说，小碗所患白血病的病
种是有很大治愈可能的，但治疗费用相当高
昂。“只要有一线生机，为了妹仔，我愿意去乞
讨，哪怕一辈子去还债。”王永碧坚定地说。

2015年8月，王永碧的所有积蓄和借来的
钱已基本用完，医院多次催促她交费。借又借
不到了，那怎么办？她心想，不如去乞讨吧，为
了小碗，她什么苦都愿意吃。

她 戴 着 一
顶帽子，嘴

上遮着口罩，几
乎不怎么说话，
走路常常将头
微微低下，似乎
有些害怕与陌
生人的眼神交
汇。

记 者 找 了
一家茶楼坐下
来与其养母王
永碧闲聊，小碗
坐在养母身旁，
一 言 不 发。期
间，她将口罩摘
下，一张漂亮的
脸像一朵花，开
在寒冷的冬季
里。偶尔，她也
会露出一丝笑
容 ，干 净 而 阳
光，仿若在告诉
生命何谓乐观
与自信。

在 这 样 的
氛围下，一切的
话题都自然铺
展开来。

当一个幼小生命降生在这个世界
时，几乎没有为自身命运做抉择的可
能，只能任凭身边的人事物影响着生
长轨迹。似乎王小碗的人生命运就是
这样不可预知，又充满坎坷。

“我家妹仔先后被收养了好几
次。”从王永碧的口中，记者得知小碗
的几次送养经历，让她简单的身世变
得复杂起来，以至于到今天，要想寻找
到亲生父母也变得异常艰难。

第一次送养——
1999年，嫁到河北的安岳人代德

平和丈夫陈纯明在内江打工。有次帮
表姐家杀牛，一起租房的邻居说，自己
有个亲戚要生了，要是生女孩子就要
送人。代德平就开玩笑着说：“要不然
就送给我嘛。”

没想到，10多天后的农历八月初
一，孩子生父真从安岳把刚出生三天
的孩子抱到内江，交给了代德平夫妇。

第二次送养——
代德平夫妇将孩子带回河北，但

上不了户口，10个月后便带回娘家安
岳县永顺镇，交给了自己的远房姑妈。

第三次送养——
因家庭反对，这个孩子的第二任

养母将她养了一个月，便将孩子推给
了小姑子王永碧。王永碧当时有个 6
岁多的儿子，但她见女孩可怜，不顾公
公的反对和丈夫的举棋不定，毅然决
定收养这个孩子，并给她取名王小碗。

几经辗转，王永碧给了小碗一个
暂时安稳的家。纵然周遭充满了鄙夷
和冷漠，但这次小碗终于遇到了一个
心地善良的“妈妈”，不用再像浮萍一
样无所依靠。

在农村重男轻女思想盛行的年
代，王永碧做出这样的收养决定，毫无
疑问会遭到反对。但她没有想到家庭
的反对声音，会比她想象的要猛烈，更
让她无所适从。

“一大家人都喜欢儿子，妹仔大家

都不喜欢她，很造孽。”王永碧说，“后
来老公的意见也越来越大，实在没有
办法，两人只得离婚。”

当时，小碗才一岁多。迫于生计，
王永碧将年幼的小碗交给母亲照看，
自己则外出打工。一个单亲妈妈要养

一个孩子实属不易，更何况没有一技
之长只能靠打小工维持一家人生活的
王永碧。

看着如今已15岁的小碗，便不难
想象 10 余年没再婚的王永碧一个人
在外务工，有着怎样的辛酸。

王永碧口中反复念叨着，“以前只
晓得有白血病，但万万没想到会落在
我家妹仔身上。”

2015 年 6 月前后，小碗常常感到
头晕、四肢无力，脸色也不大好看，牙
龈时常出血。王永碧说，当时谁都没
想到是白血病，最初医生当感冒、中暑

在医治，但都没有好转。
在医生的建议下，王永碧带着小碗

来到安岳县人民医院检查。白血病，这
样的结果犹如晴天霹雳，让王永碧当场
昏倒。

但王永碧知道，自己必须站起
来。病情不能耽搁，她决定要将小碗

转到条件更好的医院。那段时间，王
永碧的脑子里全是如何帮小碗联系医
院，最终在一名周姓的爱心女士的帮
助下，她顺利带着小碗到省人民医院
血液科进行治疗。

很快，小碗的病得以确诊——急
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

2015年12月15日，央视《等着我》栏目，播出了一名养母要为患白血病女儿寻找亲生父母的动人故事。节目中，所有人都期待着奇迹的出现，但女儿
王小碗却没有等来未曾谋面的亲生父母。现场，弥漫着一丝丝遗憾的落寞气氛，不过众人的无私相助，却让母女俩有了更大勇气去面对未来的生活……

王小碗是安岳人，刚出生3天就被亲生父亲送养，仅仅十个月大被辗转送养四次，目前，年仅15岁的她已身患白血病，却仍在寻找亲生父母。2015年
12月31日，记者在安岳见到刚从医院接受治疗出来的小碗。

安岳白血病女孩小碗央视寻亲:
我很想见
亲生父母一面
目前小碗病情稳定，康复治疗还需两年，将花费20余万元

“小碗的病情目前比较稳定，有好
转迹象，但康复治疗仍需要一到两年
的时间。”王永碧说，“现在每个月要去
省人民医院化疗 14 天，每次都要花 1
万多元，医生保守估计治愈至少得再

花费20多万元。”
20多万元，对于这个已债台高筑的

家庭而言，是一笔不小的费用。目前，小
碗虽病情稳定，但仍需要精心照料，不能
伤风感冒，不然就可能导致病情反复。

为了更好地照顾小碗，王永碧无法
再外出务工。面对高额的医疗费用和举
步维艰的生活，王永碧虽常常发愁，但她
内心不放弃的信念却始终坚定执着。正
如她常说：“再困难，也得走下去！”

烤红薯引燃农房
过路骑游队挺身扑救

本报讯（记者 胡佳音）这两天，在简阳
市石桥镇白合村流传着一段佳话：两名小
孩在农房边烧烤引发火灾，幸亏几名骑游
队员挺身扑救，将大火扑灭。大家纷纷给
这群见义勇为、热心助人的骑游队员竖起
了大拇指。

2015 年 12 月 27 日，简阳市游泳协会
会员、骑游队队员罗家顺、赖长乐、周开华、
李文贵等人在沱江河游完泳后，准备骑车
到简阳城区附近去看刚开通的高铁。当他
们行至白合村 7 组地段时，发现一农房突
发大火，火势猛烈。当时，着火的农房门前
有一名太婆正在打电话报警，而一旁两名
10来岁的女孩被这突发事件吓得直哭。

起火农房为瓦房，另有 3 户农房与之
相连，如果火势得不到控制，这4户农房都
有可能被烧毁。加之当地位置偏僻，如果
等消防队赶来，恐怕早就被烧个精光。“大
家跟我来，赶紧去灭火！”在罗家顺的号召
下，几名骑游队员立即丢下自行车，奔向起
火的农房。

经过观察，起火农房外正好有一个囤
水田，队员们赶紧在邻家抓起工具，一盆一
盆从囤水田中端水灭火。由于人手不足，
几名队员又跑到公路上去拦了一辆小车到
几里外的茶铺找来 10 余人帮忙。经过大
家半小时的努力，大火被完全扑灭。由于
扑救及时，该农房只有猪圈被烧毁，三间正
房全部被保全了下来。

“如果不是你们及时相救，后果不堪设
想。谢谢你们啦！”村民感激地说。事后得
知，农房火灾是由于该户两名小孩在房屋
旁边点火烧烤香肠、红薯，不慎引燃柴堆所
致。幸亏几名骑游队员路过并参与抢救，
才没有造成更大的损失。

无证无牌上路驾驶
三男子被拘15天

本报讯（记者 谢承爽）2015 年 12 月
28日，市交警支队直属二大队行政拘留了
三名无证无牌上路驾驶的青年男子，严厉
打击这种危害道路交通安全的行为。

据民警介绍，三名青年周某、明某、刘
某分别于2015年11月25日上午10点、下
午 4 点左右，在雁城 321 国道与外环路交
叉路口、滨铁路，驾驶私自改装的两轮摩托
车行驶且车速较快。经查，三人均未取得
机动车驾驶证，且所驾驶车辆并未登记备
案。

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相关规定，交
警对三名男子进行了罚款，并处以15日行
政拘留。

其中一名男子表示，自己并不知道这
样的行为会带来这么严重的后果，以后一
定要注意，并告诉身边的朋友，不能无牌无
证上路。

报料一旦采用 即付20—200元奖金

当你遇到——
突发事 新鲜事 感人事 烦心事
请致电本报新闻热线：

028-26656119

权威媒体 党报热线

微信报料：sczyrb
微博报料：腾讯/新浪@资阳日报
论坛报料：http://bbs.zyrb.com.cn/

在身边在身边

亲情剪不断

寻亲插曲

好心好心““妈妈妈妈””为养女选择离婚独自抚养10余年

晴天霹雳晴天霹雳 没想到白血病会落在养女身上

雪中送炭雪中送炭 社会正能量温暖少女心

立即评

康复治疗还需两年将花费20余万元

涉事车辆。

王小碗和养母王永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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