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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日下午，三湘都市报记
者采访了吴思的部分老师和
同学，通过他们的讲述，我们还
原了吴思“回校”的全过程。

7月5日下午2点48分，在
陕西汉中市人民医院，吴思离
开了这个她深爱的美丽世界。

6月29日，已经说不出话
来的吴思， 用手机短信给妈
妈吴菊蓉发过来一条遗嘱，
其中第一条就是遗体处理：

“遗体雇佣长途殡仪车，送长沙
捐赠湘雅医学院。”为了完成她
的遗愿， 家人第一时间与湘雅
医学院取得联系。事实上，按照
捐献就近原则， 她本可以留在
家乡。但最终经过沟通，母校还
是派出老师和工作人员驱车赶
往汉中将她接回校园。 历经30
个小时、 往返2100公里，7月6
日晚上10点08分，吴思“重回”
校园。

7月11日晚，本报关于吴思的报
道，通过三湘都市报官网、新湖南都
市频道等平台刊发， 随后， 人民日
报、人民网、新华社等多家媒体的新
媒体平台均对文章进行了转载。一
时间，“吴思=无私” 的美誉传开了，
大家都说， 她的生命在奉献中得以
延续。在亲友的回忆中、网友的留言
里，这个有爱而美好的生命，是众人
眼中最灿烂的花火。

吴思母亲： 女儿从小就特别有
爱心， 她每次在路上遇到乞丐的时
候，总要捐助一些。上大学后，她参
加了青年志愿者协会， 经常去孤儿
院、敬老院献爱心。工作后，虽然收
入有限，但她还是经常帮助别人。女
儿生病后， 我曾问她要不要在筹款
平台上筹钱，可是她拒绝了，她还要
求我将姨妈舅舅的资助全部退还。
但在得知病友无钱时又主动借钱给
他们。 我女儿吴思真的就是这样一
个善良无私、不愿意麻烦别人的人。

吴思姨妈： 我一直把吴思当女
儿，叫她宝丫头。我曾问过她会不会
改变遗体捐献的心愿， 她坚定地和
我说， 一定要让学弟学妹用她的身
体研究学习， 她的肺肯定不能用了，
但愿她身体的其他器官没有被癌细
胞吃掉……我的宝儿， 你小小的人
儿，怎么可以拥有这么强大的内心世
界？你就是天使！你是姨妈的骄傲！

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人体解剖
学罗学港教授：白发人送黑发人，我
作为湘雅老人，很心痛；作为校友，
我又感到骄傲，愿所有湘雅人，为人
类健康做出更大贡献！

湖南省红十字会人体器官捐献
管理中心主任何一平： 向大爱奉献
的吴思同学致敬！ 她的无私情怀一
定会影响更多的人们向死而生！

网友佘建兴：当大部分人“奋勇
着”向金字塔顶端冲刺时，“平凡人”
吴思仅仅因为“朴素的爱”，将自己
铸成了人类前进的阶梯。

吴思的故事温暖了很
多人的心， 但在熟悉她的
同学看来， 吴思能作出这
样伟大的决定， 既让人感
动但也在情理之中， 因为
她总是传递满满正能量。

因为性格乐观开朗，
在湘雅医学院上学期间，
同学们都喊她“思哥”。她
的大学同学小宇（化名）
说，“思哥” 非常清楚自己
想要什么， 决定了的事就
一定会坚持到底。小宇说，
吴思多才多艺， 读书的时

候就酷爱绘画、 摄影和视频
制作。后来，她对心理学产生
了极大的兴趣， 便开始深入
研究这方面的书籍， 并决定
考研究生时选择心理学专
业。大学毕业后，吴思进入了
一家医学检验公司， 有时工
作会持续到凌晨。 因为下定
决心要考研，就算工作再忙，
她下班回到家也会看一看书
再睡觉， 甚至有时候会看到
凌晨五六点。“只要是她喜欢
的、想要去做的，不管多难都
会坚持下去。”

向死而生！“大体老师”多了一位吴思
老师、同学、亲人回忆：她是认定了就会坚持到底的“思哥”，是极其坚强乐观的女孩

《吴思，无私！她以这样的方式“重回”母校》后续

■记者 黄京 刘镇东

7月15日，距离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检验系2016
届毕业生吴思以捐献遗体的方式“重回”母校，已经整
整9天（详见本报7月12日A06版）。这段时间，她的故
事引起全社会广泛关注，大家都为“无私的吴思”点赞
祝福，为她的大爱深深感动。

短短9天，吴思不仅“重回”母校且即将担任学弟学
妹的“大体老师”，她的眼角膜已让一名10岁的美丽姑
娘和一名17岁的帅哥重见光明。 她的多位同学留言
说：“她一直都在，就好像她不曾离开。”

回校 以“大体老师”身份永留母校

“吴思对于‘大体老师’
是很熟悉的。”同班同学舒杰
还记得， 在大二上第一节医
学解剖课时， 老师给吴思和
同学们介绍目前可用于医学
解剖的遗体来源非常匮乏
时， 吴思就已经动了捐献遗
体的念头。“她当时很认真地
跟我们讨论， 说自己死后要
把遗体捐献给医学事业。”舒
杰认为，吴思以“大体老师”

的身份永远留在了母校， 为医
学教育献身， 这也是将她的医
学梦得以延续的最好方式。

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医学
形态实验中心主任潘爱华还透
露，吴思不仅将担任“大体老师”，
她的骨骼还将永久保存在国家
科普基地中南大学人体形态科
技馆，以此弘扬这名湘雅学子大
爱无私的精神。也就是说，吴思将
永远留在她所眷恋的母校。

阔别校园两年多， 这一
次， 吴思的身份从学生变成
“大体老师”———用自己的身
体，帮助学弟学妹们掌握和丰
富人体基本知识，让大家去感
受救死扶伤的深刻内涵。7月
9日，吴思“躺”着的房间，来了
很多湘雅医学院的师生，大家
排着队、红着眼，为“大体老
师”吴思鞠躬默哀。就在这一
天，吴思捐献的眼角膜被成功

移植到两位患者身上。
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常务

副院长夏昆表示， 之所以将遗
体捐献者称之为“大体老师”，
是因为其可以让医学生们真正
地去认识血管、肌腱、神经等部
位。夏昆还感到欣慰的是，通过
媒体报道吴思的故事之后，让
更多人了解了遗体捐献相关知
识，也见证了“大体老师”带来
的新生力量和希望。

●往返2100公里，接吴思“回校”

●眼角膜成功移植给两位患者

●将永远留在她所眷恋的母校

回忆 她总是传递满满正能量

在吴思的朋友圈里，
留下了数段生病后的记
忆，充满了欢乐却未曾有
一滴眼泪和一丝悲伤。她
甚至在化疗完头发掉光
之时， 以光头形象示人，
自称“吴大师”；还会戴上

极具个性的假发，化上美美
的妆容，“欢天喜地”让大家
评价她的“凹造型”；6月29
日，她在自己最后一条朋友
圈里， 写了这样一句评论：
“没几天了，提前告个别，别
问了。”

同学眼里， 这个瘦弱
的女孩浑身散发的都是正
能量。2018年9月， 她不幸
被确诊为子宫未分化肉
瘤， 这是子宫癌中最严重
的一种。

“身为医学生，她当然
清楚自己的病情， 但每次
见到她都特别坚强、 积极
乐观。”舒杰说，整个生病
治疗期间， 即便再痛苦难
受， 她都会用自己最喜欢
的明星图片做表情包，配
上轻松调侃的文字， 告诉
所有家人、老师、同学自己
的近况。

“吴思决定捐献遗体
这件事， 起初同学们都不
知道，直到后来看到报道。
虽然我很震惊，但想一想，
依照她的性格， 这也是情
理之中。”舒杰还说，当时
同学们知道她生病， 自发
地要给她捐款， 但被吴思
一一拒绝。后来，全班同学
就一起送了个 iPad给她，
并为她录制了一个加油鼓
劲的视频， 这份礼物让吴
思非常感动。“她说自己还
会蹦跶很久， 会去五湖四
海找我们玩。”回忆起这一
幕，舒杰哽咽了。

●坚持到底的“思哥”

●坚强乐观的女孩

●云淡风清的告别

回响

吴思=无私
生命在奉献中延续

吴思在生病期间， 依然化上美美的妆容， 每一张照片都带着
笑，传递满满的正能量。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