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40多平方米、三室两厅，屋里摆放着简单的家具，表
面上看，这处位于成都闹市区的房子并无特别

之处。但细微之处又有不同：角落里有用以消杀的紫外线灯。更重
要的是， 它距离中国人民解放军西部战区总医院仅有步行 15 分
钟的路程。

西部战区总医院造血干细胞移植中心主任刘芳曾师从 “亚洲
骨髓移植之父”陆道培院士，很多患者为此慕名而来。 住进这个步
行 15 分钟就可到达的房子的，大多是血液病患者及家属。 这是‘小
白驿站’的‘军总站点’，今年 3 月 8 日正式启用。第二个站点位于四
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附近，也已于今年 5 月投入使用。

‘小白驿站’为患者及家属免费提供临时住宿场所和必要的
生活用品，还会为病人家属定期组织护理知识培训，帮助困难家
庭筹款就医。 晚上没事的时候，几家人坐在客厅里聊天，遇上节假
日，也会聚一起举办团建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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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小白驿站”：

经历过白血病的他们正帮助更多患病家庭

希望继续帮助他人

2015 年 7 月，胡玉梅 8 岁的
女儿小霖花确诊为急性淋巴性
白血病，她独自一人带女儿从南
充来到成都看病。 一边要在医院
陪护， 一边要找地方给女儿做
饭，胡玉梅在医院和住所之间艰
难维持。 她当时迫切渴望有一个
病友互助的地方，一家人忙不过
来的时候，另一家人如果有空闲
可以帮个忙。

经过一段时间化疗，小霖花被
宣告治愈， 但 2017年 3月又复发
了。胡玉梅又重新带女儿走上了抗

“白”之路。 骨髓移植后四个多月，
小霖花的白血病第二次复发，此时
所有的化疗药物均已无效，就连医
生也委婉地劝胡玉梅放弃。

胡玉梅不愿认命，固执地寻
找任何可能的方法。 2018 年初，
她为女儿争取到了一项新治疗
方法的首个临床受试者名额。 冒
着巨大风险接受治疗后，小霖花
体内的白血病细胞消失，胡玉梅
和女儿又一次战胜了病魔。

几年的时间里，胡玉梅带着
女儿辗转多家医院治疗，原本殷
实的家境变得入不敷出。 在病友
圈里，患白血病的孩子通常被叫
作“百万宝宝”。 陪女儿治病的过
程中，胡玉梅在物质和精神上得
到了很多人的支持，也因此结识
了一群同病相怜的病友。 在一名
医生的帮助下，他们组建了“小
白互助群”，慢慢地，病友间开始
相互帮衬。

“我要感谢我女儿，让我从
一个从不进厨房的人，变成了病

友口中的‘厨神’。 ”小霖花在西
部战区总医院住院期间，胡玉梅
在医院附近租了一个出租屋。 她
做的“病号餐”特别好吃，颇受病
友欢迎，所以每到饭点，她总会
张罗着大家一起吃。 人最多的时
候，她的出租屋里可以同时坐下
两桌人。

彼时， 胡玉梅并不会向病友
们收取生活费， 但她一人力量有
限， 难以维持，“建立一个互助驿
站” 的愿望便出现在了她的脑海
里。 同是患者家属的敖武和周夏
阳得知后，希望“加入进来”，“把
自己收获的善意继续传递下去”。

2013 年，敖武的女儿馨月被
查出患有急性淋巴性白血病，那
时她 1 岁 9 个月。 此后，敖武和
家人带着女儿从家乡贵阳辗转
重庆、北京、成都，同样在西部战
区总医院接受了骨髓移植。 目
前， 馨月已经回到贵州正常上
学， 敖武一个人继续留在了成
都。“孩子生病这么多年，一直有
很多人帮助我们。 我一直在想，
如果有一天孩子（身体状况）稳
定了，我也想做一点这方面的事
情。 ”敖武说。

有了梦想，接下来就是“落
地”。 2020 年 7 月 17 日，新朗公
益服务中心在成都正式成立。
“这个组织和其他的（组织）不一
样， 我们这些人是一路苦过来
的。 ”胡玉梅说，取名“新朗”，寓
意着“重生”，“小白驿站”是机构
目前最主要的业务。

比“爱心厨房”做得更多

在爱心人士的捐助下，胡玉

梅团队筹到了的第一笔资金。 但
因缺乏相关运营经验，他们只能
一步一步摸索着来。 不久，他们
接手了一位病友家属组建的“爱
心厨房”———这成了“小白驿站”
的雏形。

一间一室一厅的房子，厨房
不大， 只容得下一家人入住，四
五家人轮流使用厨房煮饭。“共
享厨房” 的方式在病友间很常
见。 白血病患者对饮食卫生的要
求高， 稍不注意就可能引发感
染，甚至有生命危险。 因此病友
家属往往更愿意自己做饭。 但胡
玉梅接手的“爱心厨房”面积太
小，“两家人同时在厨房煮饭都
转不开身”，她决定将其“扩容”。

经热心居民帮助，他们在西
部战区总医院和四川大学华西
第二医院附近找到了理想的房
源， 经过简单装修，“小白驿站”
军总站点和华西站点正式落地。

除“共享厨房”外，“小白驿
站” 增加了 15 日内免费住宿服
务，可以给一时租不到房子的新
病人与家属提供过渡期，也可以
为从外地赶来进行短期复查、维
持治疗的病友提供暂住地。 此
外，驿站还免费为病人和家属提
供了柴米油盐和常用调料，做饭
只需要自行购买食材。

敖武目前主要负责“小白
驿站”的日常运营。 他说，因为
白血病患者免疫力较低， 所以
驿站工作最重要的就是保证卫
生，“全部按照医用的标准”。厨
房设置了消毒柜， 三餐前病人
所有的餐具都需要放进消毒柜
消毒；卧室购置了紫外线灯，病
人退房后， 敖武会用紫外线灯
对房间进行消杀。 正常情况下，
地板每天需要用消毒水拖一
次， 灶台和洗手间两个最容易
产生真菌的地方， 每天必须用
紫外线消毒。

新朗公益人手有限，他们几
乎把全部的精力都扑在了“小白
驿站”上。 敖武每天早晨 6 点起
床，锻炼一个小时，8 点开早会确
定每天的工作安排和进展，然后
就去驿站。 他就像驿站的前台经
理，所有住客的入住和退房全都
找他联系， 住客们有什么问题，
他随叫随到。 敖武称，驿站不仅
提供食宿上的便利，同时也会帮

病人筹款、组织护理培训。

病友们“抱团取暖”

陈鸿宇曾入住“小白驿站”。
他患白血病后，由奶奶和爸爸陪
着来成都就医，这个以种田为生
的农村家庭顿时失去了所有收
入来源， 家里实在拿不出治疗
费，一度想过放弃。“小白驿站”
工作人员得知后，帮他们通过公
益平台筹到 30 万元， 缓解了燃
眉之急，现在陈鸿宇已经进入无
菌仓治疗。

“那种喜悦感（无法形容），确
实这个孩子有了希望。 ”敖武说。

因亲身经历过，“小白驿站”
的团队更能理解患者家庭经济
上的困境。 敖武说，白血病目前
并非不治之症，但有些家庭由于
实在承受不起高昂的医药费，甚
至被迫放弃了生的希望。“小白
驿站”以后还要继续发挥助医功
能，“给困难的病友解决治疗费
的问题，是我们一定一直努力的
方向”。

在一些日常小事上，从患者
衣食住行的护理到去医院就诊
的流程，“小白驿站”也尽可能地
提供帮助。 2 岁多的邓泽阳和妈
妈来成都复查，暂住在“小白驿
站”。 刚出生几个月时，他被查出
患有再生障碍性贫血。 去年 6 月
接受骨髓移植后，邓泽阳目前仍
有排异反应，需要每个月从广元
来成都复查一次。

“最初我们很多（护理知识）
都不懂，连基本的消毒操作也不
了解。 认识小白驿站工作人员
后，有哪些不懂的问题，我都可
以咨询。 ”泽阳妈妈说，有时也会
有医生来免费培训，教大家科学
照顾病人，“现在我也有了一定
经验， 比如哪些东西娃娃能吃，
哪些不能吃。 ”

平时，各行各业的病友家属
们也会帮着为“小白驿站”的运
营出谋划策：懂装修的负责驿站
的修整，懂酒店管理的对驿站入
住细节做出规范……曾经住过
驿站的病友和家属，会定期回来
看看，有能力的就捐助一点米面
粮油。 就像团队最初期待的那
样，天南海北的病友们在这里实
现了抱团取暖。

步履不停，充满期待

随着病人之间推荐和运营
的日益完善，“小白驿站”在成都
血液病患者圈内的知名度越来
越高，每天都处于“满房”状态。

两个站点，共六间房，仅能
同时容纳六个家庭入住。 想要入
住的病人和家属须至少提前三
天和“小白驿站”的团队联系，参
与名额筛选。 面对越来越多的住
宿需求，“小白驿站”面临着扩建
的需要。

敖武坦承，第三个站点的开
设过程并不顺利，“很多事情想
做，但确实没钱，现实并不是按
进度在启动。 ”目前，驿站的运营
经费主要来源于社会捐助，有人
捐钱，有人捐物资，四川省红十
字会也会给予一些募捐支持。

但这还远远不够。 除了最大
的房租开支外，粮油、调料、消毒
液等大大小小的生活用品一个
月也需要几千元。

胡玉梅现在的工作重心落
在了给“小白驿站”拉赞助上。 每
天早晨 5 点半起床，运动、买菜、
给女儿做好早饭后，她就要出去
找“赞助商”。“一天的时间几乎
都在碰壁，还要赔笑脸”，加上偶
尔碰上驿站住客的不理解，她也
觉得委屈。 胡玉梅说，这些委屈
不算什么，驿站的运营必然需要
在发现问题中慢慢改进。

胡玉梅坦言，她很早之前就
想过放弃。 但一看到病友们找到
她时像抓住救命稻草一样的眼
神，她就没有办法拒绝。“因为那
一双双渴望的眼睛，就是曾经我
们渴望的眼神。 ”“小白驿站”团
队三人都是因为不忍心看到这
样的眼神，选择了坚持。

敖武的小女儿馨月白血病治
愈后， 今年 3 月开始在贵州读小
学一年级， 大女儿今年 9 月读初
三，两个孩子平时由妻子照顾。工
作不忙的时候， 敖武偶尔也会回
贵州陪家人一星期。“回去的第一
件事就是带两个女儿看场电影，
在街上走一走。 感觉她们陪在我
身边就是一种幸福， 是很多人的
帮助让我保全了这一个家。 ”

现在，敖武和妻子都在准备
考社工证，希望通过学习培训为
病友们提供更专业的公益服务。

“我整个家庭是社会给我的，我
一定尽最大努力回馈出去。 ”今
年，他计划着把成都的资源带回
家乡，在贵州注册一家类似的机
构，提升当地的公益服务质量。

第三家站点，“小白驿站”的
团队仍在积极筹建中。 在他们看
来，开一个站点，就要做好一个
站点，真正发挥功能。 未来，随着
站点的逐步设立，他们也会在各
站点设置专门的负责人，并完善
相关管理制度。“我们一直努力
地去做， 当社会关注越来越多，
我相信很多东西都可以顺利达
成的。 ”敖武说，他们步履不停，
也充满了期待。 （据澎湃新闻）

孩子们在“小白驿站”内一起吃饭

有人
退 房 后 ，
房间需要
消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