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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s新闻

不需要牺牲中考？

厦门市 2020 年中考时间为
7 月 18 日到 20 日，15 岁的厦门
初三学生曾啟俊，没有参加。

据厦门本地媒体报道，因妈
妈确诊为急性髓系白血病，需要
做造血干细胞移植，15 岁的曾啟
俊作为供者，抽取造血干细胞的
时间安排与中考“撞车”，不得不
放弃中考，休学一年。

曾啟俊的孝心感动全网，通
过公布在当地媒体官方平台上
的银行账号，一夜之间，汇集了
近 30 万元善款，#15 岁男孩放弃
中考捐髓救母 # 的话题，在新浪
微博上有 5000 余万阅读， 一度
登上热搜榜。

随之而来的，是质疑的声音。
白血病、 再生障碍性贫血、

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和造血干
细胞移植专家刘芳首先指出，造
血干细胞移植时间可以弹性安
排， 至少需要提前 3 个月排仓。
遇到供者有特殊情况， 例如中
考、高考，医生都会人性化地提
前或者延后，或者提前抽取造血
干细胞进行保存，不需要孩子牺
牲中考机会。

“也不是像网友说的，病情严
重必须马上移植。 ”刘芳解释说，
移植资源紧张的公立医院医生一
般会选择在患者白血病稳定时进
行移植， 因为强制移植的成功率
只有 20%， 消耗的资源却可以挽
救 3 个成功率在 80%以上的稳定
情况下的患者，“得不偿失。 ”

募捐违法，涉嫌炒作？

刘芳和资深公益人@猫妈 45
认为， 直接公布受捐者个人银行
账号的方式，无法设置捐款上限，
外界无法监督捐款总额、 善款去
向。 同时，受捐人的实际财产、收
入，是否贫困，以及预期医疗费用
和医保报销比例，都无从证实。直
接公布受捐人个人账号进行募捐
的行为，也违反了《慈善法》。

刘芳认为， 这样大肆宣传
“放弃中考救母”，是当事人事先
策划、“讲了一个感人的故事”以
达到筹款目的。 以及宣扬“弃考”

“打胎”“辞职”“断奶” 进行造血
干细胞移植， 会对公众产生误
导，让他们觉得捐献造血干细胞
是一件需要巨大牺牲的事，不仅
非亲属间的自愿捐献造血干细
胞志愿者会减少，甚至连亲属间
也会发生拒捐、悔捐的情况。“实
际上，现在造血干细胞移植采集
多是通过外周血， 跟献血一样，
不会对捐献者身体产生影响。 ”
刘芳说。

“病情变化需移植”

8 月 7 日， 记者联系到仍在
北京照顾妻子的曾思国。 他告诉
记者， 妻子目前恢复状况良好，
过几天就能出仓转入普通病房。
儿子暂时还在北京，陪着他给妈
妈送饭， 过段时间会返回厦门，
准备明年的考试。

面对质疑， 曾思国表示，自
从孩子放弃中考为妈妈捐献造
血干细胞的事被媒体报道后，就

一直接受各方的质疑和传言。 最
多的时候，一天要接到七八个电
话， 每个电话都需要解释一遍。
曾考虑不接电话，是儿子说：“我
们没有做坏事，就跟大家解释清
楚好了。 ”

曾思国表示，妻子是 2019 年
11 月确诊的， 在厦门接受化疗
后，希望得到更好的治疗，于今
年 1 月下旬前往北京大学人民
医院求医，准备做移植手术。 亲
属间配型，妻子的哥哥和妹妹都
是 5 个点， 儿子则是 8 个点，考
虑到移植效果，他们最终决定由
儿子做供者。“这是没办法（的选
择），谁也不想耽误孩子。 ”

曾思国说，原本妻子也坚持
要等儿子中考结束后再手术，但
6 月 10 日，妻子身体不适，连续
两天检查血象指标都在降低。 于
是 6 月 15 日赶往北京， 检查后
血象指标仍在下降，医生建议不
能再拖，妻子于 6 月 29 日入仓，
为移植做准备。

儿子前期在厦门完成了检
查，于 6 月 30 日抵达北京。“6 月
10 日以后北京就有疫情了，后来
管控升级，只能进不能出。 ”曾思
国说，在儿子出发前，他向老师
请假， 考虑到 7 月 10 日完成移
植， 儿子返回厦门可能接受隔
离，赶不上 7 月 18 日的中考，于
是决定放弃考试休学。

“现在做点兼职”

网络上有人说曾思国开公

司、在报社工作，居住的小区房
价高达每平方米 7 万元。

通过天眼查可以查询到，曾
思国担任一家商贸公司的总经
理。 曾思国对此解释说，这是此
前和几个老乡合作的办公设备
打印机维修业务，他只是合伙股
东，因患鼻咽癌，他就退出了。

通过曾思国提供的电话号
码，该公司目前的负责人向记者
证实，公司与 2015 年注册成立，
不久后，曾思国因生病退出。 至
于还能查询到相关信息，对方解
释，是因为没有去做变更。

而另一家由曾思国担任法
人的公司，曾思国解释说，这家
公司是此前与成都一家公司合
作需要而成立的，他提供电子回
单柜维修售后服务，但成都的公
司经营不善倒闭，不仅没有支付
款项，公司联系不上，连讨债都
没有办法。

曾思国说， 后来他给别人
打工，一个月 2000 元，帮忙跑
跑银行对账。 妻子生病后，他
就没能上班， 现在在北京，他
兼职二手打印机销售，在平台
发布消息、发货。“挣点钱，北京
的花销太大了， 房租一个月
7000 多元。 ”

至于房子，曾思国说，此前
家里确实有一套 70 多平方米
的房子，因妻子治病需要，实在
没钱， 才置换成一套老旧小区
的 60 多平方米的房子。 多出了
30 多万元， 才能带妻子到北京
治病。

“账号只给了学校”

曾思国表示，他与报社记者
并不认识，是因为孩子学校的家
委会和老师，在对他们给予帮助
时，联系了记者，才有了后来的
采访报道。 而在报道时，募捐银
行账号也并非他直接提供给报
社的，而是他此前提供给家委会
和学校的。

曾思国说，第二天，他就主
动联系记者， 表示钱筹够了，可

以停止了。 筹款的银行卡也只在
公布的前两天有接收到捐款，后
来就没有了。

根据当地媒体的报道，7 月
15 日， 当地媒体的抖音账号发
布了记者与曾思国的聊天截图，
截至 15 日早上 8 时许， 加上此
前来自学校的捐款，总捐款数目
已达 42 万元（426208.12 元），曾
思国确实提出“够用了，可以终
止了”。

7月 16日， 当地媒体发布后
续报道，称从 14 日至 15 日晚，曾
思国合计收到捐款 37 余万元
（374740.36 元），加上此前来自孩
子学校、家委会等的一些捐款，累
计共收到 51万余元（510055元）。

记者从当地媒体获悉，曾思
国确非报社工作人员，也的确是
接到一位老师提供的线索后联
系采访，并非网传的是曾思国与
报社有关系。 后来因拨打热线提
出想要帮助曾思国一家的市民
太多，才公布了账号。

接受监督，公开善款明细

曾思国表示， 面对质疑，他
坦诚地邀请质疑的人可以到北
京或者厦门，他一直随身携带受
捐公布的银行卡，他可以陪同随
时到银行查看流水，“这样我做
不了假”。

同时， 他会在返回厦门后，
向当地媒体提供此次募捐的善
款总额、使用明细，接受监督。

曾思国说，目前，在北京，妻
子治疗花费已经差不多有 40 万
元，会回厦门报销，报销比例会
高一些。

记者根据 2020 年 6 月 30 日
厦门市医疗保障局微信公众号
公布的《2020 厦门医保年度报销
比例待遇表》（2020 年 7 月到
2021 年 6 月）中的城乡居民医保
费用报销比例简明表看到，三级
甲等医疗机构，基本医疗保险门
诊项目超过 1 万元的，报销比例
为 65%， 住院项目金额大于 2 万
的报销比例为 76%，门诊和住院
合计最高赔付 10 万， 大病医疗
保险项目金额超过 20 万时，费
用报销率为 80%，门诊加住院合
计最高赔付 40 万。

而城镇职工医保费用报销
比例简明表显示，在基本医疗保
险中，个人支付的门诊项目统一
报销 500 元， 首次报销住院项
目，在职人员可报 1000 元，退休
人员 500 元， 二次及以上报销，
在职人员 500 元， 退休人员 250
元，在大病医疗保险中，大于 20
万的可报销 95%，门诊加住院最
高可赔付 50 万元。

曾思国说，虽然有医保，但医
保报销不包含自费部分，例如治疗
所需的一种化疗药物， 一支 1450
元，一个疗程 15支；抗真菌感染的
一种药物，每针 2000多元。

曾思国说，之前的治疗，他
们都没有想过筹款， 在北京的
医院，一次性缴纳了 35 万元押
金，“就感觉完蛋了，没钱了，后
面还有治疗”。 他说一直担心网
上的报道和质疑， 会对儿子造
成影响，让儿子不要去看，但儿
子表现得很独立和坦然， 成长
了很多。 （据红星新闻）

男孩放弃中考捐髓救母
被疑“炒作诈捐”
其父：将公布善款明细

放弃中考，为妈妈做造血干细胞移植，经媒体报道后，一夜之间获得近 30 万元捐款。 随后，
15 岁的厦门男孩曾啟俊一家被卷入巨大的舆论漩涡。

作秀，诈捐，有车有房，开公司……在“爆红网络”后过去 20 多天，网络上的质疑声仍未停止。
8 月 7 日，面对记者的采访，曾啟俊的爸爸曾思国否认了网传自己有多套房、开公司，在报

社工作等质疑，并表示愿意公开银行流水和治疗费支出明细，接受社会监督。 他还称妻子目前
恢复状况良好，过几天就能出仓转入普通病房，儿子暂时还在北京，陪着他给妈妈送饭。

曾啟俊代表全家写感谢信

� � 当地媒体报道， 孩子父亲
要求终止捐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