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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提供／陳瑋瑋

願心圓滿
忘年之交
髓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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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是罹患神經母細胞瘤，接受骨髓捐贈的小男孩，
一位是類風濕性關節炎，併發紅斑性狼瘡的志工，
他們因病相遇，相互支持勉勵，而成為忘年之交……
「明明之前那位護士一次就能抽到血
了，新的護士扎了兩次還沒抽到血，這

化療、住院……如此煎熬艱難的過程，
對小小年紀的孩子來說要如何承受？

種時候真的很想發脾氣……想到生病已

九歲那年，經慈濟骨髓幹細胞中心配

經很辛苦了，就覺得被多扎一針都很受

對成功後，隔年勁逸即在臺北三軍總醫

折磨。」

院接受移植手術，慈濟骨捐關懷小組特

慈濟志工陳瑋瑋從二十六歲被診斷出
類風濕性關節炎，其後又併發紅斑性狼

別前往探視，志工陳瑋瑋因此認識了這
個生命小鬥士。

瘡，已經二十多年了，每個月都必須抽

初次見到勁逸，他正住在隔離病房，

六管血樣追蹤檢查，若是遇到技巧不熟

等到移植順利並轉到普通病房後，他主

練的，往往要多扎幾針才會成功，有時

動準備了感恩卡要給捐髓者和志工，還

她會因為白挨一針而生悶氣。

用清脆的童音現場朗讀。出院回家休養

有一次，她到醫院關懷病童劉勁逸

後，每次打電話去，他總是親切叫著瑋

時，正好遇到他需要打點滴卻因長期化

瑋師姑好及問候其他師姑好；聖誕節還

療導致血管脆弱，扎了幾針還沒成功，

自己做聖誕卡，請關懷小組轉交給捐贈

有位實習醫生站在一旁，劉勁逸就說：

骨髓給他的叔叔，述說自己恢復情況良

「我沒有看過你耶，你是新來的醫生

好，有聽話、乖乖吃飯也有運動……凡

嗎？髮型好酷喔！要不要來扎看看，我

此種種都讓陳瑋瑋對這孩子的貼心成熟

讓你練習。」陳瑋瑋納悶的問：「勁逸

印象深刻。

啊，你都不會痛嗎？」他微笑回答：「不
會啦，給他們練習嘛！」
陳瑋瑋當下心裡好震撼，一個十一歲
的孩子，心量這麼大，她慚愧的想，「明
明是個孩子，卻偏偏像我的人生老師
啊！」日後再遇到抽血不順利的情況，
她就會想起勁逸的精神，學會用更包容
的耐心來面對。

開朗貼心成熟 樂觀面對病痛
三歲多就發現罹患神經母細胞腫瘤的
劉勁逸，四歲接受自體的造血幹細胞移
植，九歲因復發又接受非親緣造血幹細
胞移植，十歲時再度復發，又是移植、

在身體狀況許可之下，劉勁逸和骨捐關懷志工
一起到社區去推廣骨髓捐贈，劉媽媽也陪伴在
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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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大人都難以承受的病苦，他卻能
樂觀看待，比我還堅強。」陳瑋瑋感到
不可思議。「即使沒有力氣，只能一直
躺在病床上，但是看到人都會努力擠出
笑容來，多麼讓人心疼的孩子。」

會和疼痛相處，所以我能了解勁逸的心
情。」

小小菩薩 心疼家人 關懷病友
多 次 關 懷 後， 有 一 次 勁 逸 問：「 師

事實上，勁逸開過多次刀，身上常有

姑，為什麼妳每次都穿同樣的衣服？」

瘀青；由於曾傷到交感神經，身體呈現

她回答：「這是慈濟的志工制服啊！」

一邊熱一邊冷的奇異狀態；由於一再的

「慈濟是什麼？」她簡單介紹慈濟的歷

治療，留下了許多疤痕。陳瑋瑋常常心

史並推薦他看大愛電視臺。從此後，勁

酸的開玩笑說他是大哥大，別人拿身體

逸變成大愛電視臺的忠實觀眾，有一次

去刺青，而他卻是被疾病紋身。

還說：「我好想我媽媽也能穿上這套慈

「可是認識勁逸以來，他幾乎不曾

濟制服。」陳瑋瑋笑著回答：「當然可

訴苦，總是很平常心看待病痛。」陳瑋

以啊，只要媽媽願意加入志工培訓的行

瑋說：「像我先生有次抱怨肩膀痛得

列，就可以穿上這套制服了。」

很，我就笑他，痛得不夠所以感覺很

於是，他真的時不時就鼓勵媽媽去做

痛，像我們常常在痛的人，幾乎每天都

志工，還私底下悄悄說：「師姑，您可

不舒服，有時好幾個地方一起發作，已

不可以帶我媽去逛街？她為了照顧我很

經不會再去講痛了，不是無感，而是學

少出去，幾乎都沒有朋友了……」原來

劉勁逸（中間戴口罩者）開心的和全家人一起到臺北內湖聯
絡處，參與福慧紅包製作。攝影／張文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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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車接送他們。
尤其是去做志工關懷病友時，勁逸常
開玩笑的說：「我三歲多就生病了，所
以我是學長喔！你也要跟我一樣堅強起
來，我們一起加油。」他還會準備笑話
和猜謎跟病友互動，逗對方開心。很多
人就這樣被他的開朗、純真，以及小小
年紀所呈現的勇敢而感動，並且結下一
分可說是「共患難」的真情。
例如被暱稱為章魚哥的病友住進加護
病房時，雖然自己不能去探望，他還堅
持錄了一段鼓勵的話：「章魚哥，我是
學長，跟你說你要加油喔，別忘了我們
還要一起去採草莓、摘番茄，你要好起
來喔……」聽到勁逸的錄音，章魚哥竟
然有些激動的流下眼淚。
本來要參加社區歲末祝福，見證並分享骨髓捐
贈重要性的劉勁逸，因身體狀況不允許，改透
過視訊連線方式分享，一旁的母親抱著他給予
鼓勵與支持。攝影／劉靜慧

兩年多來，勁逸也知道陳瑋瑋是忍著
身體疼痛出來做志工，所以他時常悄悄
關心這位志工師姑。愛吃披薩的他有一

劉媽媽辭掉工作全心照顧勁逸，不捨得

次點完餐，陳瑋瑋就問：「你點的這些

兒子受病苦，多年來始終盡心盡力照顧

看起來好像沒有很好吃耶！」他很自然

不曾鬆懈，看在勁逸眼中，卻更心疼媽

的回答：「師姑，妳有很多食物都不能

媽的辛勞！

吃，我點的這些都是妳可以吃的啊！」

陳瑋瑋看著這對母子之間互相為彼

去餐廳吃飯時，他還會像個小大人一樣

此著想的貼心，大受感動，再加上勁逸

交代大家，師姑不能吃什麼，所以這個

自三歲發病，因為怕感染，極少出門，

那個都不要點喔！陳瑋瑋形容當下的那

因此只要在勁逸身體狀況允許之下，她

種感動……眼淚都要飆出來了。她是骨

就會鼓勵並陪伴這對母子一起去餐廳吃

捐志工，勁逸是受髓患者，但這種相互

飯、看人比較少的早場電影、到山上呼

疼惜的真摯情感，不是家人是什麼！

吸新鮮空氣、去醫院做志工……只要是
勁逸想去的地方，她和劉媽媽都盡量滿

恰如船師身有病 投入志工猶度人

足他的期望。儘管陳瑋瑋因為疾病的關

陳瑋瑋與劉勁逸一樣，拿的都是重大

係導致眼睛畏光，仍然墨鏡一戴就親自

傷病卡，紅斑性狼瘡造成她沒有口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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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淚水，時常要依賴人工唾液、人工
淚液來維持，身體內部經常性疼痛，儘
管外表看起來一切如常，但是難以言說
的病痛煎熬，已經持續二十多年。
有一次她喉嚨很乾，整夜痛到無法睡
覺，隔日去看醫生時，不免抱怨治療都
沒有什麼效果，甚至沮喪的說：「吃藥
也不會好，那我吃這種藥做什麼？」醫
生也很無奈：「這樣的疾病本來就難以
治療，必須按時吃藥，不能停藥，至少
能控制病情，降低惡化的速度。」
如今，她內心已經十分坦然，「我常
跟朋友舉自己的例子，例如有口水有淚
水、四肢能正常活動不是理所當然的；

濟骨髓捐贈關懷小組，尤其，以她本身

生命中，很多我們認為理所當然的，其

經歷的病苦，更能同理病患的心情。

實並不是，要真正懂得對每件事知足和
感恩。」

例如有位血癌患者，早上去探望時
人還很好，晚上病情急轉直下，忽然就

但是自從做志工之後，她感覺疾病

往生了，她先生完全無法承受，當場歇

的進度反而減緩，身體狀況也比較和

斯底里，幾乎崩潰，結果被送到急診，

緩。「我不是在講多神奇的事，但真的

差點被當成精神病患。當關懷小組趕去

就是這樣，以前老是感覺這裡痛那裡不

助念時，她先生哭著說：「師姊，這家

舒服，現在因為做志工很忙，可能是沒

醫院的人以為我瘋了，要送我去精神病

有時間去在乎病痛，也可能是注意力轉

院，妳早上才來看過我太太啊，她不是

移，竟然就覺得身體好多了。」

還有說有笑嗎？結果什麼都沒有交代就

誠情陪伴 悲欣交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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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骨髓捐贈驗血活動中，陳瑋瑋特地帶兒子李
侑軒一起做志工。

走了，我怎麼受得了？醫院竟然說我發
瘋……我太太跟著我沒有享過一天的福

先生擔心她的體力無法承擔太多志工

啊……就這樣走了……」陳瑋瑋拍拍他

活動，就建議她對骨髓一門深入，還懇

的背安慰著：「我明白，我們都知道你

切的說，募款不算困難，錢財是身外之

的傷慟……」

物，捐出來比較容易；募骨髓才是困難

面對這位哀慟欲絕的先生，陳瑋瑋

的，因為骨髓在身體裡面，人家不一定

想起做骨捐志工時關懷的首位病患往生

會願意捐，這件事難行能行，是很大的

後，她有三個月都走不出來，完全沒有

挑戰。陳瑋瑋認為很有道理，就加入慈

動力再面對下一位。不是只有家屬會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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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關懷小組陪伴許久，一年多的情感

康檢查……一直到順利捐髓後，以及後

投入就像家人一樣親近，當病患往生

續的關心，可能是一個月、一年或幾年；

時，她的心同樣哀慟。當時充滿挫敗的

再陪伴受髓者和家屬，又是一個月、一

她，不明白花了這麼多的努力卻無法幫

年或幾年，「這麼長時間的陪伴，不是

助對方，那做這些有什麼意義？後來，

家人是什麼？動用了這麼浩大的工程，

一再經歷無常，學習以佛法觀世間法，

才取得骨髓來捐給受髓者，是需要多少

她才慢慢體會，有些事不是努力就能開

人的愛啊！」

花結果的，人的能力是有極限的，在所

是深重真摯的愛，成就了一次又一次

有的一切都努力盡力之後，其他就只能

的骨髓捐贈，對陳瑋瑋來說，這樣的愛

交給老天爺。尤其看到病患和家屬都那

從捐髓者延續到受髓者，因為這是一條

麼努力，「在小小的病房裡，鍋碗瓢盆

漫長的陪伴路，有時，當受髓者因病況

都帶來了，準備長期抗戰，陪病床睡到

不佳送進加護病房裡，她回家後都會向

連床板都變硬了，我們當然要更用心陪

菩薩懇切祈求，祝福對方能安度難關。

伴。」

就在歷經無數挫折與悲欣交集的過程

她有些激動的說，受髓的工程多麼浩
大，為了讓大家了解何謂骨髓捐贈，必

中，當陳瑋瑋遇到勁逸，生命再度被撼
動。

須到各處去分享，推行正確知識，辦一

不同於以往讓人悲欣交集的陪伴對

場活動通常動員三、四百人；一旦順利

象，勁逸所展現的智慧，讓她必須用一

配對，捐髓者願意捐髓，從陪伴對方健

種尊敬的心情來面對。
陳瑋瑋(左二)和
志工夥伴們一起
到街頭宣導骨髓
捐贈驗血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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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然面對死亡 知足圓夢無憾

跑出來啊！」小學的校長來看他，敬
佩的說：「我的年紀雖然大你一點點，

由於病情一再惡化，當勁逸和父母

可是我真的還不如你的堅強。」他回

商量後決定停止治療，選擇接受安寧

答：「校長，您的年紀不是大我一點

療護時，陳瑋瑋再度震撼，一個十一

點，是大我很多點啦！」逗得大家笑

歲的孩子，知道自己剩不了多少時間，

開懷。

知道自己即將面臨死亡，他要怎麼熬

有時，痛得厲害，他也會情緒不好

過這段日子？那種恐懼、害怕，連大

或者使性子，但總是很快就後悔：「媽

人都無法承受，他卻坦然面對，甚至

媽對不起，我剛才心情不好，妳不要

身體飽受疾病折磨時，還能幽默回應

生氣。」劉媽媽面對這樣的貼心兒子，

眾人的關懷。

往往更加心疼。

當他身體各處疼痛不已，有人就安

陳 瑋 瑋 忍 不 住 問：「 勁 逸， 你 好 懂

慰說：「我以前要生小孩肚子好痛，

事啊！」他回答：「可是懂事的人好

我媽媽就叫我念觀世音菩薩趕快來救

辛 苦。」「 為 什 麼？」 勁 逸 睜 大 澄 澈

我，我就一直念，真的就不痛了，你

的眼睛說：「不懂事的人可以隨便亂

要不要試試看？」他回答：「您是有

做，但是懂事的人不可以啊！」

小孩要生出來，可是我又沒有小孩會

這真的是十一歲的孩子會說出來的

骨髓捐贈關懷小組的志工們，都非常敬佩劉勁逸這位生命小勇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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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勁逸更是心靈醫生，經常利用化
療的空檔時間去鼓勵其他病友，還撐
著病體現身說法勸捐骨髓；他更主動
想做器官捐贈、大體捐贈，雖因長期
化療與未成年等原因無法如願，這樣
的愛依然讓人感佩；因為崇拜籃球明
星林書豪不屈不撓的精神，喜願協會
也幫他拿到了簽名球；在家人都不知
道何謂皈依時，他主動請求皈依成為
證嚴上人的弟子；自己到靜思書軒當
小志工，還不斷鼓勵媽媽做志工，除
了認同慈濟精神，更希望媽媽能走出
長年陪伴兒子病痛的陰霾，擁有更寬
濶的世界……
話嗎？這樣的智慧與成熟，讓陳瑋瑋
無法拿他當個孩子看。「智慧並不一

然 後， 勁 逸 說， 此 生， 他 已 經 都 圓
夢了。

定就會隨著年齡而增加，如果我們沒

二 ○ 一 三 年 三 月 二 十 九 日， 勁 逸

有好好修行的話，」陳瑋瑋感嘆的說：

十二歲、安詳往生；年底，媽媽劉燕

「像他這樣十一年歲月卻擁有很成熟

卿受證慈濟委員，來到兒子的靈位前

的智慧，也許我們活到七、八十歲，

宣告：「媽媽已是正式的慈濟人了！」

都還不一定能擁有。」

二○一四年底，爸爸劉志雄也穿著志

喜願協會曾送他三個圓夢別針，他

工制服，來到兒子靈位前說：「爸爸

轉送陳瑋瑋一個，還說：「師姑，祝

也加入慈濟志工了！」弟弟畇德也在

妳事事皆圓滿，像我一樣。」在他心

課餘經常參加慈濟籃球隊的活動，也

裡，他是事事皆圓滿了。可是陳瑋瑋

到靜思書軒當小志工。勁逸這個穿上

依然心疼，忍不住又問：「還有什麼

慈濟制服做志工的心願，由全家人替

事想做想完成的嗎？」勁逸微笑的回

他完成了。而在這條慈悲喜捨的菩薩

答：「師姑，我都已經圓夢了。」

道上，陳瑋瑋依然默默相伴著這一家

圓夢嗎？這孩子對這世界的愛，在

人，而勁逸那篤定澄淨的眼神，在眾

生命的最後兩年裡盡情揮灑。他的心

人心裡永不抹滅，耳邊彷彿還聽見他

願是當醫生，主治醫師曾跟實習醫師

清脆的童音：「我是證嚴上人的弟子，

說：「勁逸已經是醫生了，他的醫學

我的法號是誠願，我的願望是，乘願

常識比你們還要多。」不只是醫學常

再來做大醫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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