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菲利普離開後，他的父母
仍然習慣每天都去整理兒子
的房間，把菲利普的房間保
留成他生前的樣子——房間
裡有他的照片，一幅中國
畫，還有一把再也不會響起
的結他，靜靜靠在窗台。那
把結他，是菲利普的摯愛；
擁有自己的樂隊，站上舞

台，始終是他來不及實現的夢想。
2019年聖誕節前夕，菲利普的父親彼

得為長眠於異國的兒子菲利普寄來一封
飽含思念的家書。

「我們一家人也要隊服吶喊」
書信中寫道：「你最愛的結他還在桌旁

那個角落，有時，夜裡彷彿聽到熟悉的結
他聲，我忽然驚醒，衝去打開房門，才發
現你早已經不在……你走了，留給這個世
界最珍貴的禮物，5個等待希望已久的生命
因你重獲新生。我和你母親知道你還活

着，從未離開，空氣中還有你的氣息，你
還在看着這個世界的精彩，你就是他們，
他們和你一個樣；我們失去了一個菲利
普，卻獲得了五個菲利普……聽聞他們5
個人要拾起你的音樂夢想，組成一支『一
個人的樂隊』，我和你母親激動了好幾
天。看到寫着菲利普名字的樂隊隊服，我
們一家人也要一人一件，想穿上去給你鼓
掌、吶喊。」

這封家書經由重慶市紅十字會公諸於眾，
在中央電視台《見字如面》節目由音樂人
小柯朗讀。這份跨越國界藩籬的善舉，和深
沉厚重的思念，感動了無數觀眾。

時光飛逝，對於這位青春正好的澳洲男
孩，他有着太多的來不及。5位受贈者以
樂隊之名，回饋來自菲利普沉甸甸的生命
之禮。

哪怕菲利普永遠不會再回到房間，為
父母吟唱一首昔日的歌，但他們知道，
兒子仍以另一種形式在親歷着世
界的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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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利普大學畢
業時與父母的合
影，一直掛在他
的房間。
重慶市紅十字會

供圖

▼▼3333歲的左角膜受益者陳賢軍在樂隊中歲的左角膜受益者陳賢軍在樂隊中
擔任貝斯手擔任貝斯手。。 香港文匯報記者孟冰香港文匯報記者孟冰 攝攝

▲▲父親把菲利普的名字父親把菲利普的名字、、肖像和生前最愛的肖像和生前最愛的
結他一起刻在雙臂上結他一起刻在雙臂上。。 重慶市紅十字會供圖重慶市紅十字會供圖

■■55名器官受益者組成名器官受益者組成「「一個人的樂隊一個人的樂隊」，」，從左至右依次為從左至右依次為：：伍俊伍俊（（肝移植受體肝移植受體）、）、陳景鐘陳景鐘
（（右腎移植受體右腎移植受體）、）、茉莉茉莉（（左腎移植受體左腎移植受體）、）、譚到碧譚到碧（（右角膜受益者右角膜受益者）、）、陳賢軍陳賢軍（（左角膜左角膜
受益者受益者）。）。 香港文匯報記者孟冰香港文匯報記者孟冰 攝攝

■■菲利普生前最喜歡中國的大菲利普生前最喜歡中國的大
熊貓熊貓。。 重慶市紅十字會供圖重慶市紅十字會供圖

2018 年 5 月，西南大學的外籍教師菲利普（Phillip Andrew

Hancock）在重慶因病醫治無效去世，年僅 27歲。他的父母忍

痛決定尊重菲利普生前的願望，捐贈器官，延續他人生命。他

的肝臟 1 枚、腎臟 2 枚、角膜 1 對，拯救了 5 位亟需救治的普

通中國人。

5位受贈者得知，菲利普生前最大的願望是登台演奏音樂，於是

他們心懷感恩，組成一支有貝斯、結他、搖鈴、沙錘的樂隊，從零

基礎開始學習音樂，反覆練習，圓菲利普未圓之夢，預計3月在南

京首次登台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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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重慶璧山區的西郊，坐落
着重慶市遺體器官捐贈紀念園，
園內有一座不足1米高的小石碑，
上面刻着菲利普的姓名、生辰日
期，一行簡單的說明寫着：「他
的生命在5位中國人身上得到延
續。」這是重慶市紅十字會為
了紀念菲利普作為該市首例外
籍器官捐贈者，特別建立的紀
念碑。

10歲訪華 青春奉獻重慶
重慶市紅十字會工作人員告訴

記者，菲利普10歲時，曾參加了
「漢語橋」比賽，因優秀的漢語
表達贏得了到中國度假的機會。
正是這次短暫的中國之旅，使他

決心到中國教授英語。2013年，
菲利普以優異的成績大學畢業。
隨即，他懷揣在重慶教授英語的
工作合同，登上了飛往中國的航
班。不幸的是，2018年5月，年
僅27歲的菲利普因糖尿病併發症
醫治無效去世。
「我們再也不能擁抱菲利普，

不能感受他灼熱的體溫和溫柔的
親吻，不能看到他燦爛的微笑，
但他永遠在我們身旁。」 2019
年清明節，菲利普的父母飛往重
慶，父親彼得、母親彭妮在兒子
的紀念碑前，掩面而泣。
菲利普永遠活在愛的記憶裡，

而這些器官受益者也將帶着他的
夢想和希望，健康地生活下去。

菲利普來自澳洲，因為深愛中國，大
學畢業就到西南大學教授英語。

父尊重子生前意願捐器官
2018年，菲利普因病醫治無效去世，

父親彼得（Peter David Hancock）對重
慶市紅十字會負責器官捐贈的工作人員
說：「菲利普是我們家最小的兒子，讓
我們感到最自豪的是，看着他以優異的
成績從大學畢業，然後走上工作崗位服
務社會。他一直是器官捐贈的倡導者，
在澳洲時已是一名器官捐贈志願者
了。」
在兒子的病房前，彼得強忍悲痛，宣

佈全家人的決定：尊重菲利普生前器官
捐贈的意願，讓他在生命的最後時刻能
為社會、為他人做點貢獻，捐贈有用的
器官挽救他人生命。

農婦失明28年終重見光明
5月9日，在重慶醫科大學附屬第一醫
院，重慶市紅十字會器官捐獻專職協調員
全程見證了菲利普的捐贈手術，醫院
OPO成功獲取了菲利普捐贈的肝臟1
枚、腎臟2枚、角膜1對。菲利普捐贈
的器官通過中國人體器官捐獻計算機
分配與共享系統，腎臟分別成功移植給
了36歲的茉莉（女，受益人姓名皆為
化名）與50歲的陳景鐘，肝臟成功移植
給40歲的伍俊，眼角膜讓33歲的陳賢
軍與 53 歲的譚到碧（女）重見光
明——不幸患上角膜炎壞死的譚到碧，
此前已經失明28年了。
譚到碧的家，在重慶奉節縣九洞村黃泗
鄉，這裡離重慶主城足足8小時車程。譚
到碧失明的時候，女兒還是個1米高的小
娃娃，再次見到女兒時，她清晰地看到
了女兒的口紅、項鏈——孩子已經是成
熟美麗的都市職業女性了。譚到碧擺手
告訴記者：「我不識字，沒讀過書，也
不會說話，我謝謝菲利普，我們全家都謝
謝菲利普。」
譚的女兒也動情地說：「從前我媽媽

看不見的時候，我們都很擔心她，我家
住在大山裡偏僻的鄉村，我媽媽靠養豬
為生，有一次趕豬的時候差點掉進懸崖
裡。現在我媽媽終於看得清路了，我們
不知怎麼感謝菲利普才好。」

復明小販效法去世捐器官
33 歲的陳賢軍曾是一名貨車駕駛

員，失明而復明的經歷，改變了他的生
命軌跡。「我想對菲利普說，兄弟，
感謝你捐贈眼角膜，讓我重見光明。
我去世的那一天，也要捐贈我的器
官，給需要的人，讓愛傳遞下去。」
陳賢軍復明後，在家鄉重慶大足區做
小生意，空閒時會凝望菲利普的照
片——他說，這樣的感覺很奇妙，照片
中這位外國小伙明亮的眼睛，現在是自
己的眼睛，「這是自己看自己嗎？——
我經常這樣自問。」
「我接受了菲利普捐贈的腎臟。」36

歲的茉莉經歷過人生的最暗時刻——
「本來是一場普通的感冒，醫生在檢查
後卻告知我雙腎衰竭，擺在眼前的，只
有換腎或透析兩種治療方案。藥物無法
維持，換腎是最好的治療方案。但我們
都知道，得到捐贈的機會渺茫。我很幸
運，得到了菲利普的捐贈。」茉莉說，
以前她並沒有音樂細胞，但是現在，自
己一定有了。

醫生受肝 12歲女兒常感念
「我是菲利普——菲利普的眼睛」、

「我是菲利普——菲利普的肝」、「我
是菲利普——菲利普的腎」……5名受
益者，從此都有了另一個名字——菲利
普。
40歲的伍俊是四川省成都市的一名

外科醫生，「我現在常常告訴我的兩個
孩子：我是菲利普的肝。我兒子還小，
懵懵懂懂的不知道什麼意思，但是我12
歲的女兒已經逢人就說：『我爸爸不僅
是爸爸，還是菲利普。』」
5名受贈者從重慶市紅十字會獲知，菲利

普生前最喜歡音樂，他最大的夢想是登台
演出。於是，他們組成了一支樂隊，有結
他手，有鼓手，有貝斯，有沙錘——此
前，他們並未有過音樂訓練，重獲新生
後，他們有了一個集體，這支樂隊的名字
叫「一個人的樂隊」。
重慶市紅十字會工作者秦紅梅，是菲

利普器官捐贈的聯絡人，近年一直與其
父親彼得保持聯絡。秦紅梅說，這位年
過花甲的父親無時無刻不思念兒子，他
把菲利普的名字、肖像和生前最愛的結
他一起紋刻在雙臂上。當知道「一個人
的樂隊」成立後，父親激動地說：「要
是有機會能見到這5位神奇的器官移植
受益者，我一定要緊緊地擁抱他們，並
親吻他們每一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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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已成為世界器官捐贈人數第二大國。
據中國人體器官捐獻管理中心公佈的最新數
據，截至2019年12月17日，器官捐贈志願
登記者173萬人；實現器官捐贈27,059例，
捐贈器官77,447個，7萬餘人的生命得到
挽救。但與器官移植的需求相比，這樣的
數字仍是杯水車薪。

「許多人因為受傳統觀念影響，以及制度
層面對捐贈者及其家庭人道救助不健全等因
素，阻礙了器官的捐贈。」重慶市紅十字會
工作人員周學躍告訴記者，鼓勵公眾認識、
參與器官捐贈非常必要。

供不應求 鼓勵死後捐贈
《人體器官移植條例》規定，從事人

體器官移植的醫務人員應當對人體器官
捐贈人、接受人和申請人體器官移植手
術患者的個人資料保密，目的在於防止
捐贈者與受益人之間產生利益關聯，防
止出現器官買賣。因此，在器官捐贈的
過程中，依據一般慣例會實施「雙盲」
原則。
「我們認為，應加大對器官捐贈事業的

投入和宣傳，因此，經過反覆斟酌與溝
通，決定將菲利普和5名受益人的感人事
跡告訴大家，這是我們工作中極為罕見的
打破『雙盲』制度的特例。」據悉，菲利
普是中國第七例涉外器官捐贈者。

■菲利普的家人決定器官捐贈後，與重慶
紅十字會工作人員緊緊相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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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利普紀念碑前菲利普紀念碑前，，五名器官受益者與重慶市紅十五名器官受益者與重慶市紅十
字會人員一起獻上鮮花字會人員一起獻上鮮花。。 香港文匯報記者孟冰香港文匯報記者孟冰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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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念碑紀念碑：：菲利普生命在菲利普生命在55人身上延續人身上延續
施與受俱感人 破例公開

■香港文匯報記者張蕊、孟冰重慶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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