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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去乳房后，我在病房跳起了舞
我和李姐是乳腺腫瘤科的兩朵奇
葩。
我是在第 4 次常規化療時認識她
的，我們分在了一間病房。我四十二
，她六十二，大我足足二十歲。
2016 年 8 月 22 日，我轉入腫瘤科
化療。每隔 21 天去化療一期，持續 4
天，共 8 個療程。轉移後又改為 10 天
一期。所以每每有新病人問，你化第
幾個療程了，我總是不知該如何回答
。
第幾個呢？實在化療太多次了，
也不想去算。李姐也是，自從認識，
我倆在醫院見面的概率約等於 100%
。
第一次見李姐時，她燙著大波浪
卷髮，穿一件帶碎花的小短襖，下身
是深色格子闊腿褲，還踩著一雙高跟
牛皮短靴。看上去更像是家屬，而不
是病人。
當她露出 PICC 管，藥水滴注，
我才知道我們同是天涯淪落人。我心
裡正在驚奇，她化療竟然沒有掉頭發
，就見她躺上病床，雙手扯下頭髮，
露出了光禿禿的腦袋，開始認真梳理
。原來她戴的也是假髮。
那次我對李姐印象深刻，因為她
的假髮不同于其他病人，品質好到能
以假亂真。但還是比不過我的：時下
最流行的紋理燙。
剛接觸李姐時，我有點煩她。我
性格內向，輕易不願接觸陌生人，特
別是患病後，更是不喜歡說話。而李
姐每次見到我，就拉著我問感覺怎麼
樣，還嘰嘰喳喳跟我說些病友間的八
卦，讓我想睡覺又睡不成。我招架不
住她的熱情，好幾次刻意躲著她。
直到有一次，我因入住晚，沒有
床位，李姐知道後，招呼我到她的病
床上打點滴，還主動找護士要了乾淨
床單替我換上。我有潔癖，看她不像
別的病人那樣邋遢，才慢慢跟她熟了
起來。
李姐懂些醫學知識，每當新病人
因化療反應想找人諮詢，或是有病人
想不開時，李姐就會傾囊相助；我雖
話少，但病友沒有床時，我也總讓出
自己的床位，一個人拎著吊瓶去別處
蹭地方。李姐外熱，我內熱，久處之
後，我倆倒是意外地合拍。
熟了之後，我曾問過李姐一個傻
問題：“你這個學醫的，怎麼還把自
己整成了癌症？”
“沒有聽說醫生不得癌呀。再說
，我年輕時學醫，五六十年代跟現在
差好遠。”
2016 年夏天，我在洗澡時，無意
摸到乳房有個小結節，一開始被醫生
誤診為乳腺增生。幾個星期過去，結
節不僅沒消，反而越長越大。先生催
著我再去檢查，中醫院有乳腺科，坐
診的是位女醫生，我將上衣解開給她
看，她壓了壓，問我：“有多長時間
了，你還在哺乳嗎？乳汁不通也會集
成包塊。”
我哭笑不得，回答道：“我都四
十多了，孩子十三歲，沒有二孩。”
女醫生一下變了臉色，說：“你
這不是炎症，就是癌症。”
我心想不可能，我分明之前做過
檢查，醫生說是乳腺增生。
女醫生開了張單子，讓我去做穿
刺。負責穿刺的醫生拿著一根長長的
針，我心裡一緊，忙問：“疼嗎？”
醫生答：“很快。”
做完檢查，我走出醫院大樓等待
結果。上午還是睛空萬里的，現在已
經下起了雨。那是我最後一次冒雨回
家，後來的幾百天裡，我再不能讓自
己輕易感冒。
因為醫生的話，我整個人又驚又
怕。兒子看我一副魂不守舍的樣子，
說：“老媽，不管遇到什麼事，您都

不要瞞，我們共同面對。”
下午兩點，我準時到穿刺室，醫
生遞給我一張單子，說：“快拿給你
的醫生看。”我看上面寫著乳腺 Ca，
不是乳腺癌，心中一喜，問乳腺 Ca 是
什麼意思。
醫生看我一眼，說：“問你的醫
生就知道了。”
我不死心，拿起手機開始搜索。
百度上寫著，乳腺 Ca 就是乳腺癌，有
時候，醫生考慮到病人的承受力，就
寫上 Ca。一盆涼水澆滅了我的僥倖心
。
先生得知消息，雖然驚慌失措，
但還是陪我去公司請假，跟同事交接
工作。我倆再三商量，決定瞞著雙方
老人，只對兄弟姐妹如實告知。姐弟
們聽到這一消息時，第一反應就是不
可能，我平日連感冒都少，怎麼可能
一下子患了癌症。
回到家，我看到兒子眼睛泛紅。
我還在醫院檢查時，他就在網路上查
了乳腺癌的相關知識，發現很多名人
因此病去世，兒子擔心我也會很快死
去，抱著我無助大哭。
我那時還安慰兒子，讓他別害怕
。我有個朋友在 2007 年患乳腺癌，現
在快十年過去了，還是活的好好的。
醫生建議我要有思想準備，手術
之後，我的傷口可能會從下巴延伸到
腹部，以後穿不了無袖，更穿不了低
領。這對一直愛美的我，無疑是天大
的打擊。
先生說：“你那個腫塊跟炸彈一
樣，不知什麼時候會爆炸。至於美不
美，我都不嫌棄你。”先生平時裡不
會說什麼情話，但是他的話卻令我安
心許多。
我的主任醫生是位男士，雖然知
道在醫生眼裡病人無性別之分，但是
躺在病床，半身裸露的我還是十分尷
尬。
主任醫生和主治醫生研究著我的
乳房，一邊拿著記號筆劃著線條，一
邊商量是豎切還是橫切。
看著被畫得如同地圖一樣的右乳
，我苦笑著對先生說：“真的是不能
得病，簡直毫無尊嚴啊，這下全都被
看完了。”
先生倒是淡定，說：“這在人家
醫生眼裡就是個病塊”。
兒子更是直接，說：“老媽，你
還是把自己想成豬吧。”
有他們在身邊，我想，乳腺癌不
過是一個病而己，如同感冒發燒，遲
早會好。
歲月在病房中毫無體現，除了入
院和出院的日子。
從家到醫院有一個小時的車程，
我隔三岔五要去一次醫院，時間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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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交司機都認識了我。我看著那條
通往醫院的路，由最開始的濘泥不堪
，到現在成了襄陽馬拉松的主要賽道
，路邊的花都不知道開落了多少次。
在腫瘤科，老面孔己久不見，新
面孔又不斷的增加，也只有我和李姐
還堅守在醫院這塊陣地裡，撤退不下
去。我們互稱為 7 樓的老油條。
每次醫保人員查房，碰巧我或李
姐去做檢查，護士會跟審查人員解釋
，這是我們的老病人，隔幾天就要來
。以至於醫保下次見到我們，就是一
句怎麼還沒出院。
乳腺癌病人的化療採用 PICC 置
管方式，在胳膊上打一根管子，直通
心臟，再通過心臟對全身靜脈輸血。
PICC 維護時，有新護士看我手臂過敏
長泡，不知如何下手。我會輕車熟路
地教她：“沒事，您先將泡挑破，再
消毒。”
護士姑娘一臉感激地看著我，說
：“阿姨，您懂得真多。”
化療前四期需要用阿黴素或表阿
黴素+環磷醯胺，我們實在記不住名
字，因為藥水是紅色，就稱它為紅藥
水。紅藥水的毒性非常大，滴一滴在
皮膚上，都會引起潰爛，腸道反應更
是嚴重。嘔吐，脫髮是癌症病人的常
態。
紅藥水要求在半個小時內打完，
我們通常將開關放到最大，讓藥水直
接灌進體內。病人邊打邊吐，為了方
便，有人直接將垃圾袋掛在床頭。
李姐因為年齡偏高，對紅藥水反
應特別嚴重。她一看見紅藥水，就向
衛生間沖，後來她想了個辦法，戴上
眼罩不看，但還是不行。最後，發展
成聽不得“紅藥水”三字，只要聽到
，就克制不住地嘔吐。
我為了免受藥水干擾，也為了避
免胃再受刺激，每當藥水開始滴，我
就假睡，不曾想，每次假睡最後成了
真睡。
李姐大為羡慕，說：“嗯呀，你
不吐。”
我心裡翻了個白眼。她不知道，
我早已翻江倒海，只是難受得不想說
話。
針對病情，我們還要使用靶向藥
赫賽汀。眼藥水瓶大小的藥，價格高
達 2.5 萬一支。由於沒有購置保險，
我們只能全部自費。每次去交費時，
我和先生都暗暗希望這是最後一次。
我和李姐戲稱赫賽汀為“鑽石”
。 每次我倆都無比小心，生怕沒有
打完，畢竟一滴就是幾千塊。藥水快
滴到盡頭時，我和李姐會幫對方把輸
液袋提起來，一個人站在床上，高高
地舉著輸液袋，讓藥水能盡可能都流
進身體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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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9 月以後，赫賽汀納入醫
保，個人只需掏 3000 元。可我們那時
每支花了 2 萬多，基本就是一套房子
與一個衛生間的差距，於是我和李姐
常常感歎：“這生病也要趕時候啊。
”
我們在襄陽市一個相對比較權威
的腫瘤醫院，整個大樓裡全是癌症病
人，死亡的氣息混著複雜的藥物氣味
，在住院部繚繞不去。
夏日午後的陽光透過樹葉灑下，
落在地上一片斑駁，聽風吹過樹哨，
是葉子嘩嘩作響地聲音。只可惜我所
描述的這時刻，是在外科三樓的病室
外。但病室的窗子全被釘死，只留一
條僅容兩支胳膊穿過的縫，還用紗窗
蒙著。
我無數次透過那縫想看看外面，
都覺得這窗子實在礙事。知道詳情的
病友說，醫院裡經常有病人想不開，
跳窗自殺，後來醫院就將每扇窗戶都
釘上了。不僅我們這屋，所有的窗都
是這樣。
治療的八百多天裡，我從未有過
自殺的念頭，且算得上是個聽話的病
人。每日護士交接班，醫生查房，自
己赤身裸體被一大群人圍觀著，我還
能保持良好的形象，笑眯眯地對著大
家。有護士打針，我還不忘說謝謝。
治療是痛苦的，也是煎熬的。可
是我不敢不治療，也不敢放棄這痛苦
地煎熬，李姐也是。
她告訴我她有個小孫女，我告訴
她我有個上學的兒子；她告訴我，她
老父親九十了，我告訴她，我父母到
現在都不知道我轉移了。為了家人，
我們都得好好活下去。
2018 年清明小長假過後，我到醫
院進行再一次化療，早上空腹檢查後
，餓得直冒金星，李姐遞給我一個雞
蛋，結果剛將雞蛋吃到嘴，就聽她說
：“周姐走了。”
我一下子噎住喉嚨，她忙拍我的
背，遞給我水。緩過來後，我對她說
：“什麼時候說不好，偏選我在吃雞
蛋的時候。”
因為李姐是看著病友周姐走的，
她說自己一度睡覺都會夢到她。我嚴
令李姐不准再提這事，作為癌症晚期
病人，學會自欺欺人是重要的一課。
很多時候，我跟李姐站在七樓的
窗前向外望，看著外面藍藍的天感歎
：什麼時候我們能像其他人那樣，三
個月才來複查一次；什麼時候咱倆能
抗戰勝利，不在醫院見了。
醫生每次開住院申請時，都會問
我年紀。從第一年答 42 歲，2017 年答
43 歲，到 2018 年我已 44 歲了。
化療時，遇到第一次給我打針的
護士小姑娘，如今已經能一針見血。

當初給我紮了五針都沒紮上，我還鼓
勵她繼續。小姑娘感慨說：“我在各
科都實習回來了，你還沒出院啊。”
“我們還要付出多大的代價，才
知道生命的意義。”
這句話是因乳腺癌去世的復旦女
博士于娟書中的一句話。綠色的字體
，在整本書的扉頁上，只佔據了小小
的一行。
我第一次讀這本書時，剛剛右乳
全切，如同木仍伊般躺在病床上。那
時我還心存最後的僥倖，不知道命運
的大轉輪已經開啟。
很多人說，生病久了，從外形上
都看得出來。生病後，尊嚴和美會離
人越來越遠，我想要努力維護，但已
失去了能力。
病房裡，我和李姐總看起來不像
病人，因為我倆都極在乎自己的形象
，任何時候都將自己捯飭得乾乾淨淨
，決不允許自己蓬頭垢面、歪歪倒倒
。不管是化療掉光了頭髮，還是被病
情折騰地死去活來，我倆都以最光鮮
的樣子示人。
李姐每次要在醫院住上 10 天，不
同于其他人白天晚上都穿睡衣亂走，
她每天都要換新衣服，所以每次住院
，她帶的最多的就是衣服。
我也曾在醫院有穿睡衣的經歷，
因為剛做完手術，傷口沒癒合，無法
正常穿衣。一天早上，我在刷牙，看
到鏡中的自己，雖然穿著先生買的粉
紅睡衣，但是臉上毫無血色。身體瘦
削，腰佝僂著，頭髮稀疏的貼在頭皮
，如同一具骷髏。
那以後，我再也沒外穿過睡衣，
每次去醫院都會精心準備換洗衣物。
夏天的時候，我穿過旗袍去醫院；冬
天的時候，我還穿過漢服。
我倆只得把熱情投進假髮，每次
見面都互相點評，有沒有緊跟潮流，
換上最流行的樣式。
為了撐起衣服，我和李姐還商量
著戴義乳。李姐一邊塞著海綿，一邊
說著：“我要把左邊裝多一點。”
結果戴上後，她左、右兩邊乳房大小
不一，惹得我哈哈大笑。
後來哪怕因為巨額的醫療費，我
和李姐己無瑕顧及新衣。我倆也會帶
著自嘲地互相安慰：“光鮮的是人，
不是衣。”我們最驕傲的就是向對方
顯擺：“看看，我這衣服多少年了，
沒想到又趕上了潮流。”
2018 年春節過後，天氣漸漸暖和
起來。再次化療時，我穿了件紅色毛
衣，套著黑色背心大擺裙。因為怕冷
，外面還搭了一件大衣。
到醫院後，病友都誇說漂亮。李
姐看了我大呼：”你這裙子跳舞最漂
亮了。”
“我年輕時跳交誼舞，穿大擺裙
一轉圈特別好看。”她一邊說，一邊
拉著我跳了起來。李姐右手握住我的
腰，左手握著我的右手。我將左手搭
在她的右肩，一不小心，捏住了她
PICC 管。
她痛得大叫：“你捏錯地方了！
你要手放在我肩膀上。”接著又說，
“我進，你退，下一步就是你進，我
退。”
新病友覺得奇怪，兩個病入膏肓
的女人竟然還有心情跳舞。可我倆毫
不在意，她教得很認真，我學得也很
認真。但因為化療，我的記憶大不如
以前，常常前面學了什麼，一分鐘後
全忘，急得李姐直跳腳。
結果是她前進的時候，我退錯腳
。我前進的時候，她還沒退腳，我就
一腳踩上去。
有時候退對了，她會說，對對，
就這樣。跳兩步後，她將胳膊抬起來
，讓我轉一圈，彩色的擺裙在病房裡
劃出了一道漂亮的弧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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