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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怀乐队梦的澳大利亚小伙意外去世
○捐献遗体帮助 5 名中国人获得新生
○受捐者组成乐队从头开始学习乐器

菲利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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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 利 普（
普 （Phillip Andrew HanHancock）
cock
），一个阳光
一个阳光、
、帅气
帅气、
、爱笑的澳大利亚
小伙，
小伙
，酷爱音乐
酷爱音乐。
。 他一直有个梦想
他一直有个梦想—
——
组建一支乐队，
组建一支乐队
，站在璀璨的舞台上
站在璀璨的舞台上，
，绽放
万丈光芒。
万丈光芒
。
不幸的是，
不幸的是
，
他梦想止步于 2018 年 5 月 9 日。按照
他生前的遗愿，
他生前的遗愿
，他的器官在重庆捐献给了五名中国人
——三人的生命得到挽救
—三人的生命得到挽救，
，
两人重见光明。
两人重见光明
。
为了完成菲利普的梦想，
为了完成菲利普的梦想
，受捐的 5 人组成了“ 一
个人的乐队”
个人的乐队
”，从最基本
从最基本的识谱开始学习乐器
的识谱开始学习乐器。
。今年
1 月 11 日，在重庆市红十字会
在重庆市红十字会，
，这支乐队首次公开露
面 ，昨日
昨日，
，他们第一次进录音棚进行合声
他们第一次进录音棚进行合声。
。 那个随着
菲利普的生命而逝去的梦想
菲利普的生命而逝去的梦
想，又重新回来了
又重新回来了。
。
他们说：
他们说
：
“菲利普
菲利普，
，咱们一起站上舞台
咱们一起站上舞台!!”
你听见了吗，
你听见了吗
，菲利普
菲利普。
。

练
“一个人的乐队”在排
摄
上游新闻记者 李化

菲利普生前阳光灿烂

重生

感受生命
热爱中国的澳洲小伙
不管是抱着熊猫，还是穿着中国传统服装，照片里的菲利普，
都露出阳光般灿烂的笑容。
2012 年，菲利普在世界大学生“汉语桥”澳洲地区比赛中取
得优异成绩，赢得到中国短暂度假的机会。正是这次短暂的中国
之行，
让他爱上了中国，决心到中国工作。
毕业后，菲利普来到重庆，如愿以偿成为西南大学一名英文
教师。
在重庆的生活很快乐，每次和父母通话或是见面，菲利普都
会兴高采烈地告诉他们，重庆有多么美，食物有多么好吃，人有多
么热情和善良。
不幸的是，2018 年 5 月，年仅 27 岁的菲利普因糖尿病并发症
医治无效去世。他生前积极倡导人体器官捐献，母亲彭妮回忆起
他曾多次说：
“当我的生命无法继续，妈妈，请帮助我捐赠所有器
官，
让他人的生命得以延续……”
在儿子生命无法挽回的情况下，菲利普的父母从澳大利亚赶
到中国，
一致决定尊重菲利普捐献器官的愿望，
在重庆市红十字会
的协调和全程见证下，
捐献出1 枚肝脏、
2 枚肾脏和1 对眼角膜。
它们成为菲利普，留给他第二故乡最后一份珍贵的礼物。菲
利普也成为重庆市首位涉外器官捐献者。

绝望中的 5 个人
因为菲利普的“最后一份礼物”，五个正在忍受病痛煎熬的
人，
即将迎来生命中的曙光。
四年前，50 岁的陈景钟患上严重肾病。他是荣昌一家医院
的骨伤科医生，这个以治病救人为荣的硬汉，在夜里偷偷哭过好
多回。对生命的绝望，在一次次透析中被放大，他甚至做好了告
别这个世界的准备。
53 岁的谭到碧是奉节九洞乡的一名普通农妇。25 岁时，她
患上慢性角膜炎，双角膜坏死，生下二女儿的第二年，便完全看不
到了。女儿会笑了，头发长得能扎辫子了，她都无法看到。后来
有了外孙，一声稚嫩的“外婆”让她泪水涟涟：她是多么想看看小
宝贝的模样啊。
40 岁的伍俊是成都一家医院的外科医生，2016 年查出肝脏
坏死后，日渐消瘦，其间还接到过病危通知书。他救治了很多病
人，
却不知道谁会来救治自己。
36 岁的茉莉原是一名勤奋的房地产销售，因肾衰竭患上尿
毒症，三年不能上班，只能在家吃药维持生命，
“正常的生活离我
远去，
只能靠丈夫挣钱养家，压力特别大。
”
33 岁的大足人陈贤军是货车司机，视力逐渐模糊后，原本自
信、能干的他渐渐陷入自卑，很少说话。

2018 年 5 月 9 日，菲利普的各个器官在他去世后 6 小时内，送
到了陈景钟、谭到碧、伍俊、陈贤军、茉莉所在的手术室。
手术紧张地进行，时间一分一秒流逝……几场手术都非常顺
利，
几乎没有排异反应。
手术康复期后，谭到碧眼睛上的纱布一层层揭开，
“我能看见
了！”听到这句话，二女儿陈芳痛哭着扑进她怀里。谭到碧一遍又
一遍地端详着孩子和外孙们，
怎么也看不够。
同样恢复了视力的还有陈贤军，
“第一次睁开眼睛的感觉就
是死而后生。
”
茉莉在手术七个月后，也能够正常上班了，
“这是一种很奇妙
的感觉，
有另外一个人在自己的身体里。
”
五个人陆续过上了正常人的生活。在一年多以后，他们才知
道了给他们带来新生的那个人，叫做菲利普。

2019 年 3 月 31 日，清明节前夕，菲利普的父母来到
重庆。在重庆人体器官捐献纪念园内，在为菲利普特别
设立的纪念碑前，他的父亲彼得·汉考克跪在地上，亲吻
照片中的儿子。这一吻，
让现场很多人都流下了热泪。
汉考克深情地讲述了儿子热爱音乐的梦想，
“ 菲利
普喜欢音乐，喜欢弹奏吉他，喜欢说唱和表演。每次回
家，他都会给大家唱歌，给一家人带来很多快乐的时
光。他特别希望能组建一个乐队……”在一旁默默流泪
的中国红十字会工作人员，突然萌生了一个想法：能否

请菲利普器官受助者，
帮助他完成这个梦想？
根据遗体捐赠协议，捐赠者和受捐者信息是相互保
密的。红十字会联系到了五位受捐者，
出乎意料的是，
五
人的回答是惊人的一致，
“我愿意实现菲利普的愿望！
”
2019 年 9 月，在红十字会的帮助下，五个人第一次
见面，他们紧紧拥抱在一起。不同的职业、不同的地域、
不同的教育背景、不同的性格，但相同的是，在他们的身
体里，
都
“住着一个菲利普”
。
“好，
我们就叫，一个人的乐队。
”

音乐的延续
组建一支乐队谈何容易。五人分别在不同的地区，
都有各自的生活和工作，要在一起排练，不容易。他们
建立了微信群，时常在群里互相讨论练习。
谭到碧不识字，连普通话都听得不太懂，最初拿起
沙锤时，手足无措，毫无节奏感。她生怕拖了乐队的后
腿，看电视时练习，在灶台生火时也练。干吗这么拼?这
个农村家庭主妇有些不好意思地低下头，
“为了菲利普，
怎么也得学会。不能给他丢脸。
”
陈贤军是贝斯手，
第一次拿到这件乐器，
他手都不知道
该怎么放。慢慢地，
他一个音符一个音符记，
摸索着学习，
还去网上查了菲利普的资料，
看他喜欢什么样风格的歌曲
——这是一件有点奇妙的事情，
当一个人去世后一年多，
才
开始认识他，
然后慢慢了解他，
一步步走进他的世界。
“一个人的乐队”平时分开练习，一有机会就聚在一
起，合练了五六次。昨日，他们第一次走进录音室，在专
业老师指导下排练。为此，谭到碧坐了 8 个小时的汽车

从老家赶来。
音乐响起，伍俊变身为吉他手，陈贤军是贝斯手，茉
莉和谭到碧摇沙锤，陈景钟负责手铃……他们专注于手
中的乐器，奏响动人的音乐。
重庆市红十字会请来了专业音乐老师进行指导。
重庆本土音乐人许科说，他知道了“一个人的乐队”故事
后，
深受感动，
希望也为延续菲利普的生命助一份力。
茉莉说，之前自己毫无音乐细胞，充其量只能哼两
首歌，完全不懂乐理知识，但组建乐队后，她对音乐特别
敏感，也能跟着旋律像模像样地打起沙锤了，
“感觉好像
多了不少音乐细胞，那是菲利普的生命在自己体内延
续，大概菲利普也知道了咱们要一起组建乐队吧，暗暗
给我们加油呢！”
陈贤军笑着补充说：
“是啊，菲利普肯定知道。这是
他的乐队呢。
”
这当然是菲利普的乐队，
他也在一起演奏。

3 月的舞台
逝子之痛是刻骨铭心的，但让彼得·汉考克感到欣
去年年底，五位受捐者走上了央视“见字如面”的舞
慰的是，在儿子去世的 18 个月里，重庆市红十字会从未
台，当著名音乐人小柯哽咽着把这封信读给五个人以及
间断地告知他们接受菲利普器官的五位患者的近况，
全国人民听时，打动了千万人。
“这五位接受菲利普器官的患者健康不断改善的消息，
五个人也流泪了，把手紧紧握在一起，
“ 我是菲利
对我们全家人而言，是一种莫大的安慰。
”
普，菲利普的眼睛。”
“ 我是菲利普，菲利普的肝。”
“ 我是
得知 5 位受捐者为了完成菲利普的音乐梦想组建了
菲利普，
菲利普的肾” ……
“一个人的乐队”，汉考克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连夜写
这支因菲利普而组建起来的乐队选择了两首歌曲
了一封家书给另外一个世界里的爱子。
——《感受生命》和《重生》。
他在信中说：
“ 你走了，留给这个世界最珍贵的礼
生命，
不因死亡而终结。有爱，
就能得到延续。
物是希望，是五个等待已久的生命因你重获新生。我
据透露，
“一个人的乐队”有可能在今年 3 月 31 日的
和你母亲知道你还活着，从未离开，空气中还有你的 “全国人体器官捐献缅怀活动”时首次以一支完整的乐
气息，你还在亲历这个精彩的世界，你就是他们，他们
队公开亮相。
他们准备将这场演出，献给所有遗体捐赠者，以及
和你一个样，我们失去了一个菲利普，却获得了五个
菲利普……”
给他们重生的菲利普。

▲

菲利普的
“礼物”

一个人的乐队

延伸
受捐人伍俊也要捐遗体

器官捐献数量逐年递增

伍俊决定去世后也把自己的遗体捐赠出
来，他还有一个心愿，希望能见到菲利普的父
母，
“ 会把他们当成自己的父母来对待，因为
他们的义举挽救了五个家庭，给了我们重生
的机会，也给了更多人希望。希望下次他们
来重庆时，可以接待他，带他们去重庆各个地
方看看。”
陈贤军新开了一家豆腐店，虽然起早贪
黑很辛苦，但能够像正常人一样，靠自己的双
手挣钱。他想对菲利普的家人说的，除了感
谢还是感谢。
“ 我就是他的眼睛，我会替菲利
普看这个世界。
”陈贤军说。

2019年，
重庆市新增遗体捐献志愿者2043人，
累计达到13602
人，实现捐献 416 例，累计实施捐赠 2796 例；新增角膜捐献志愿者
1593人，
累计达到11169人，
实现捐献278例，
救治262人，
累计实施
捐献2436例，
让3159位眼疾患者重见光明；
新增人体器官捐献志愿
者16253人，
累计达到22538人，
实现捐献141例，
救治407人，
累计
实施捐献531例，
挽救了1460名器官衰竭患者的生命。
重庆市遗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主任周学跃表示，我市百万人
捐赠率由 2016 年的 2.4 人提升到 4 人，尤其是《重庆市遗体和人体
器官捐献条例》颁布实施以来，我市人体器官捐赠连续 3 年突破百
例并逐年增加。
（注:因保护隐私，5 名受捐者使用红十字会选择的化名）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者 纪文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