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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不到两年

不幸患上白血病

1990 年出生的徐伟是青
岛胶南人，2 0 1 2 年毕业于曲
阜师范大学，毕业后在潍坊一
家印刷企业当技术员，由于表
现优秀曾被公派欧洲进行培
训学习。今年 2 月 10 日，年假
结束徐伟返回公司上班，由于
多日身体不适，就去医院做了
检查。2 月 17 日，徐伟因白细
胞含量过高入院接受治疗，后
确诊为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

2014 年 5 月初，徐伟血液
指标趋于正常，但 3 个多月的
治疗，已经花光了家里所有积
蓄。病情刚刚稳定的他害怕家
里人再为钱犯愁，坚决要求出
院。然而，死神并未就此罢休，
6 月 9 日，由于白血病复发，徐
伟又患上了并发症双侧面神经
炎，病情更加严重，目前他已与
姐姐进行了骨髓配型，如果成
功的话，将进行骨髓移植。

据了解，徐伟的家庭并不
富裕，父亲只是个普通农民，长
时间的劳作使他患有腰椎间盘
突出，无法长时间站立。徐伟的
母亲患有喯门失弛缓症，也无
法进行重体力劳动。还有两个
姐姐的他，是家里的顶梁柱。

“他可是我们全家的希望，
现在病了，就跟天塌了一样！”

面对巨额医疗费，徐伟的父亲
一筹莫展。

发出求助信后

同学校友纷纷捐款

高昂的手术费难倒了徐伟
和家人，走投无路的他选择了
求助昔日同窗。“同学们，我是
徐伟，当你们看到这里的时候，
我已经开始跟死神做斗争了，
前段时间我查出了急性淋巴细
胞白血病，面对死神，我想坚
强，但也需要帮助，希望先把生
命延续下去，我一定记住每位
同学的恩情。”徐伟写道。

虽然已经毕业两年，但是
收到求助信的同学们还是第一
时间为他提供了帮助。6 月 10

日，徐伟的大学同学在得知徐
伟的病情后，短短几个小时，就
凑出 1 万左右的救急钱打给徐
伟。当天，他们还创建了名为

“人多力量大”的 QQ 救助群，
成员迅速扩展到 100 多人。

为帮徐伟筹集到更多的救
助资金，50 多位昔日的同学自
6 月 10 日起，便分别在青岛、
潍坊的广场、街头为徐伟募捐。

“ 5 月中旬得知他的病情
之后，我们 5 名舍友就先凑了
3000 元钱，然后就紧急联系已
经其他同学，组织募捐。”徐伟
的大学舍友燕新宇告诉记者。
在海南工作的燕新宇当时正在

宁夏参加公司培训，得知徐伟
的病情后，立马放下工作，辗转
回到日照向学弟学妹们求助。

24 日— 25 日，曲师大印刷
学院大一至大二 12 个班分别
开了特别班会，600 多名学生
为徐伟捐款 7000 多元。

“没想到大家这么热情，我
向大家说声谢谢了。”徐伟的堂
哥徐凯说。

病情危急亟待救助

望您伸出援手

目前，徐伟在青岛大学医
学院附属医院黄岛分院接受治

疗，第三个疗程的化疗已经开
始。23 日，徐伟同他的两个姐
姐做了配型，结果将在 15 个工
作日后公布，医生建议，如果配
型成功，需尽快进行骨髓移植。

“从住院到现在已经花了
20 多万了，平均每月的化疗费
用都要七八万。”徐伟的大姐告
诉说。据徐伟的同学王园介绍，
徐伟在生活中是经常帮助别
人，为大家解决困难，一直是同
学们的开心果。

如果您也想伸出援手，帮
帮徐伟，欢迎与我们联系。联系
人 为 王 记 者 ，电 话 为
18663054680。

曲师大小伙毕业两年突患白血病，，无奈向同学发出求助信

舍舍友友从从宁宁夏夏赶赶到到日日照照为为他他筹筹善善款款
本报记者 王在辉

从曲师大印刷学院毕业两年的徐伟，年初突然患上白血病，走投无路的他向昔日的同学们发出了一封救助
信，同窗友情迅速被点燃，他的同学们不仅自己捐款，还积极奔走为徐伟筹集医疗费。一名舍友甚至从宁夏赶到日
照母校，为他筹善款。他的学弟学妹们也参与到捐助当中，共组织捐款 7000 多元。

目前徐伟已经与姐姐进行骨髓配型，如果成功的话，将进行骨髓移植。希望您也伸出援手，帮帮徐伟，帮帮这
个 1990 年出生，风华正茂的小伙子。

本报 6 月 25 日讯(记者
彭彦伟 ) 东港区一名 8 岁的
孩子右腮老是疼痛，到医院一
查竟患了腮腺炎。25 日，记者
从东港区人民医院了解到，今
年腮腺炎患者较往年有大幅增
长，其中以 4 到 1 5 岁孩子居
多。对与腮腺炎预防，专家提
醒，孩子尽量少到公共场合，少
食酸性食品。

张先生的儿子张宁(化名)

今年 8 岁，上一年级，前几天突
然出现低烧症状，并且右侧面
部有些疼痛。刘先生以为孩子

感冒，就按照感冒来给孩子治
疗，可两天后他发现孩子右侧
腮部肿胀，嘴都不敢张，吃饭非
常疼。随后张先生带着儿子来
到医院检查，发现孩子患了腮
腺炎，“之前小区里有个孩子得
了腮腺炎，我家孩子还和他一
起玩了，不知道是不是这个他
传染了。”张先生说。

东港区人民医院传染科主
任魏有农介绍，今年自春季以
来，该院就陆续接到患有腮腺
炎的病号，直到现在一直就没
停止过。“往年就春季可能会有

一小阵爆发期，到现在早就应
该没有了，可今年不仅时间长
而且病号也多。”魏有农说。往
年一般春季可能一个周能看个
五六个病号，可现在多的时候
一天就能看五六个病号。魏有
农介绍，根据临床经验，每一种
传染病每隔三四年都会有一个
爆发的高峰期，今年可能就是
一个高峰期。

魏有农介绍，从理论上说
1 到 15 岁孩子都有发病可能，
但 4 到 15 岁孩子居多。发病前
期会出现恶心、低烧以及食欲

不振等症状。随着病情的发展，
一侧或两侧耳垂下肿大，肿大
的腮腺常呈半球形，以耳垂为
中心边缘不清表面发热有触
痛，张口或咀嚼时局部感到疼
痛。

魏有农介绍，腮腺炎作为
一种传染病，需隔离治疗。“建
议孩子尽量少到人群密集地
方，尤其是在学校，如果班级发
现有孩子得腮腺炎应及时采取
隔离，否则容易引起大面积传
染。”魏有农说。同时魏有农建
议孩子尽量少吃酸性食品。

88 岁岁男男孩孩右右腮腮疼疼，，一一查查竟竟患患腮腮腺腺炎炎
疑被一起玩的小朋友传染，医生建议少吃酸性食品

本报 6 月 25 日讯(记者 彭
彦伟) 日照市人民医院近日收治
了一名 84 岁高龄的胆结石病人，
入院时病人突然腹痛，由于年龄
大不适合外科手术，经过多科室
会诊后，唯一可能的治疗手段就
是采取微创技术，即全身麻醉下
实施逆行胰胆管取石。经过 40 分
钟的手术，病人成功得到救治。

据了解，患者有胆囊结石病
史，本次入院后突发腹痛、高热、
黄疸，表现为急性梗阻性胆管炎
症状。经过上腹部 CT 检查，患者
胆总管中段有一大小约 1 . 5cm*
1 . 5cm 大小结石，胆总管扩张明
显，急需手术。

理论上患者的治疗有外科手
术和微创内镜手术两种方案，但
考虑到病人的的病情和身体基本
情况，医生们否定了外科开刀方
案。“患者年纪大，基础病多，体质
差，根本无法承受外科手术。”主
治医生说，“我们对老人进行全面
评估，唯一想到的治疗手段就是
采取微创技术，即全身麻醉下实
施逆行胰胆管取石。”

经过充分的术前准备，手术
在介入科开始。仅仅 40 分钟，就
成功将 1 块直径大小为 1 . 5cm*
1 . 5cm 的胆总管结石经消化内镜
取出。术后患者体温恢复正常，黄
疸消退，腹痛缓解，各项生命体征
平稳。5 天后再次鼻胆管造影示
胆总管通畅。

84 岁老人患胆结石

市医院成功做手术

日照市人民医院近日举行了
以“预防医院感染，你我共同参
与”为主题的预防医院感染宣传
月启动仪式。

该院通过专题知识讲座、主
题宣传栏展示、发放宣传手册、手
卫生理论及操作考试等形式，严
格执行手卫生、无菌操作、标准预
防、消毒隔离等各项操作规程，推
动医院感控工作不断迈上新台
阶。

本报记者 彭彦伟 摄影报道

预防感染

共同参与

募捐之前，同学们认真观看视频了解徐伟的病情。
本报记者 王在辉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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