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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刚过去的这半个月，对青浦

公安分局夏阳派出所民警李晨辰来
说，可谓跌宕起伏。母亲因急性药物

性肝损导致昏迷，唯一能救命的就
是肝移植手术。31 岁的他瞒着母

亲，捐出自己的 800克肝脏，给了母
亲第二次生命。在仁济医院，肝脏外

科夏强团队为母子俩顺利完成了肝

移植手术。

24小时完成准备
小李的母亲今年 55岁，几周前

曾感冒，同时感觉到胃部不适，但她

认为小毛小病不必去医院，再加上
疫情期间就诊有诸多限制，就自行

在家服用了多种药物。想不到因此
导致急性药物性肝损，且症状日渐

加重：黄疸升高到超过 200umol/L，

急性肝功能衰竭，出现肝性脑病并
伴有肝昏迷。

4月 4日，小李的母亲情况恶
化，陷入昏迷，立即转入仁济医院。

“专家告诉我们，肝移植是唯一可以
挽救生命的办法。”小李说，当时他

已经收到母亲的病危通知，以母亲
当时的状况，恐怕等不了太长时间，

只能在亲属中进行匹配检测，且年
龄最好在 55周岁以下。他和舅舅成

了最符合条件的人选，经过检测，两
人的肝脏都匹配。

他当场决定由自己来为母亲
续命：“如果移植大半个肝脏能够

救回妈妈，那么一切都是值得的，
相信很多为人子的都会作跟我一

样的选择。”小李说，他还反复安

慰不断落泪的妻子，让她不要为
此担心。“妻子心疼我，但是她不

会反对，因为这是我的妈妈也是
她的妈妈，我相信我们的选择是

一致的。”

而仁济医院肝脏外科团队的
医生护士面对患者家属的付出也

非常感动，立刻启动急诊亲体肝移
植相关预案，协调医院相关科室与

资源，第一时间完善了供体、受体
的抽血检验和影像学评估等术前

检查与评估。综合各方面考虑，伦

理委员会与专家组最终选定儿子

作为亲体肝移植的供体。肝脏外科

团队争分夺秒，24小时内完成所有
准备工作，最终确定切取供体的右

半肝进行移植，并对术中静脉流出
道重建进行了充分准备。

手术难点多时间长
从 4月 5日早上 6时开始，供

体手术历时 6小时，受体手术历时

整整 9个小时。仁济医院介绍，手术
中切取儿子右半肝作为供肝，供肝

近 800 克，约为儿子原有肝脏的
60%，占受体体重 1.35%（一般是建

议 0.8%以上），以同时满足供体和

受体今后日常生活工作的需要。

据主刀医生、仁济医院党委书
记夏强教授介绍，这个手术的难点

是要首先保证儿子的手术安全，右
半肝切取本身技术难度就大，手术

中需在不能损伤供体已有的血管
前提下，将供体血管完好无损切取

下来，以便受体手术的吻合。

其次，供肝大小的计算也很关
键，要保证母子二人都“够用”。第

三，母亲术前处于肝昏迷状态，全身
状况差，手术存在较大风险。

最后，由于供体儿子的肝脏属
于门静脉 II型，肝中静脉主导型的

静脉回流，因此切取下来的右半肝

断面上存在 6个流出道，为了保证
供肝的功能，所有流出道都必须进

行重建，以保证正常的血液回流和
肝脏功能。

5天后儿子出院
都说孩子是母亲的心肝宝贝，

但是从这一刻起，儿子的肝脏在母

亲的身体里成功安家。儿子再次成
为了妈妈的“新肝宝贝”！

术后，母子二人肝功能良好且
没有排异现象，小李手术 5天后出

院。“儿子救母亲，是天经地义的事

情，没有任何退缩的理由！31年前，
母亲给了我生命；31年后，换我来

给她生命！”
小李还说，住院的这段时间，他

特别要感谢妻子和同事。妻子是一
名老师，虽然还没开学，但在家上网

课所费精力一点也不少，还要在手
机上批改作业，下课后再赶到医院

来照顾他，相当辛苦。他也谢谢一起
奋斗拼搏的同事，大家自发轮流“排

班”，错开勤务安排，每人一天承担
起照顾他的任务。

昨天上午，母子俩术后第一次
见面了。躺在普通病房的母亲只知

自己动了一个“大手术”，现在“从鬼
门关回来了”，但她还不知道是谁捐

出了宝贵的肝脏。而小李和家里亲
戚也商量好了，在母亲彻底康复之

前，大家都绝口不提肝移植这件事。
首席记者 左妍

55岁母亲急性肝衰竭，31岁民警儿子捐肝救母

妈妈，我是你的“新肝宝贝”！

荨 4月 5日，李晨辰在仁济医院东院进行了肝脏移植手术，部分肝脏移

植给他的母亲
▲ 术后一周，母亲已恢复意识，李晨辰（右）也恢复得很快，下床后，他来

到病床旁看望母亲 通讯员 陈超 摄

    春暖花开，原本热热

闹闹的校园还冷冷清清，
而浦东金杨新村街道社区

学校班级群里，老师和学
员们已异常活跃。这里同

样有“网络主播”们开展云
上教学，让学员们停课不

停学。师生们还发挥各自

的才艺，创作了一批抗疫
作品。

七旬老师制视频
“你的墨太浓了，反

映不出层峦叠嶂的感觉”

“要体现出花的真实感，
笔触很重要”⋯⋯这样的

精心指点并非耳提面命，
而是“网络主播”的云上

教学。

李敏是国家一级画
师，承担着该社区学校山

水初级、山水高级、齐派
花鸟等班级的教学任务。

疫情来临，宅在家里的李
老师想到，长时间停课，

许多学员的学习进度会
受影响。

详细了解学员需求
后，年近七旬的她开始自

学视频制作，用手机记录
教学片断，剪辑后再发送

到班级微信群里。
开出“录播课”的同时，为了保

证教学质量，她布置完作业后，还为
学员作品一一点评修改，开起网上

“小灶”,往日在课堂里的教学环节，
一个不少。

学员们纷纷表示，在这样的“云
课堂”里不仅可以学习知识、交流互

动；在这样抗击疫情的特殊时刻，还

能互相鼓励，心里特别踏实。

作画写歌同抗疫
金杨新村街道社区学

校是浦东新区社区教育摄

影专题教研基地。基地有
一批多才多艺的骨干教

师。基地业务负责人仲牛
网老师，平日里喜欢用镜

头记录老百姓的衣食住

行、小人物的喜怒哀乐，通
过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折射时代的背景。
疫情来袭，他将镜头

对准了社区工作者、志愿
者和外卖小哥们，记录他

们的日常工作和感人瞬间，
让更多人看到他们的坚守

和付出。退休前主要从事广
告设计工作的仲老师还重

新拿起了画笔，创作了钢笔
画系列作品，勾勒出逆行英

雄们的大美大爱。
声乐老师宋黎娟，春

节期间一直在郑州照顾重
病的母亲。每天，全家人都

关注着抗疫新闻。退休前
曾是医生的母亲常感慨地

说：“如果国家需要，我也
要报名去支援湖北，重新

穿上白大褂，到祖国最需
要的地方去。”宋老师被母

亲的爱国情怀所感动，连
夜创作了歌曲《中国精神》，完成时

已是凌晨 4时。她还马不停蹄为作
品做好了钢琴伴奏，让作品更完整

更精致，传达出自己真诚的感情。
抗“疫”期间，社区学校很多老

师和学员都参与社区志愿服务。他
们用书画、摄影、声乐等多种形式创

作了一批“战疫”作品，致敬奋斗抗

疫勇士。 首席记者 宋宁华

    本报讯（记者 郭剑烽 通讯

员 施健）记者从宝山警方了解

到，近期酒驾又有上升趋势，出
现一晚查获多起酒驾案件。其中

一例居然是网约车司机，宝山警
方除对其醉驾行为依法追究刑

事责任外，还吊销其驾驶证，且
10 年内不得重新取得驾驶证，

重新取得驾驶证后，不得驾驶营

运机动车。
4月 5日 20时 28分，上海市

公安局宝山分局盛桥派出所民警
在古莲路塔源路开展交通整治

时，发现一辆白色小客车驶入逆
向车道行驶企图逃避检查，民警

见状后即将车辆信息报送指挥中
心，后民警在云林路某小区门口

查获该车。司机一打开车窗，就有

一股酒气散出，民警用呼吸式酒

精测试仪对司机胡某进行了检
测，结果发现胡某血液中酒精含

量为 28mg/100ml, 已达到酒驾标
准。胡某表示，当天中午只是与邻

居小酌了几瓶啤酒，看到民警在
查酒驾，心里胆怯想逃离，没想到

还是被查获。民警对胡某饮酒后

驾驶机动车的违法行为依法暂扣
驾驶证 6 个月，记 12 分，并处罚

款 1500元的处罚。
无独有偶，当晚 21时 24分

许，民警巡逻至铁力路宝杨路
时，发现左前方一辆别克商务

车呈蛇形驾驶，有酒驾嫌疑，民
警在该车等候红绿灯时将其拦

下，并对司机倪某进行了呼吸
式酒精检测，发现倪某血液中

酒精含量为 181mg/100ml，已达

到醉驾标准。因倪某为网约车
司机，故民警对倪某醉酒后驾

驶营运机动车的违法行为依法
追究刑事责任，并吊销驾驶证，

且 10 年内不得重新取得驾驶
证，重新取得驾驶证后，不得驾

驶营运机动车。

民警在查处过程中了解到，
这些酒驾人员大多数自以为疫情

还没完全结束，民警顾不上查交
通违法行为，便抱着侥幸心理驾

车上路。对此，民警提醒广大司
机，交通安全关乎生命，警方常抓

不懈。“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必须深深扎根于脑海，切莫心怀

侥幸，一时贪杯，造成不可挽回的
伤害和损失。

    本报讯 （特约通讯员 黄孟

陬 记者 孙云）凌晨 1时，在松江

一小区门口，一辆汽车正准备驶
入小区，保安走上前准备给司机

测量体温。蹊跷的是，任凭保安
如何敲窗，车内没有任何动静，

驾驶室的玻璃窗始终没有放下。
保安再定睛一看，竟见司机趴在

方向盘上呼呼大睡。

保安赶紧拨打 110 报警求
助，这才知道，这名司机醉酒驾

驶，在停车的那一刻，竟然忍不

住睡着了。
事发当晚，松江民警接到保

安报警到场叫醒司机后，发现车
内酒气弥漫，司机昏昏沉沉，显然

已是醉酒状态。由于司机酒劲上
头，甚至在送到医院进行血检时

仍未从昏睡中醒来，警方不得不

用移动病床把他推进医院抽血。
经检测，该驾驶员王某当时血液

中酒精含量为 189mg/100ml，涉嫌

醉酒驾驶机动车。

据王某交代，当晚他与朋友
相约在一饭店聚餐，期间饮用了

大量白酒，酒后驾车回家，在驾车
至小区门口待测体温时睡着。目

前，嫌疑人王某已被依法采取刑
事强制措施。

警方提示：广大驾驶员应牢

记交通法规，切勿心存侥幸酒
后驾车，以免给自己和他人造

成伤害。

大胆网约车 醉驾呈蛇形

停车竟熟睡 血检也没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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