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淄博发布特殊教育提升计划，2016年将惠及99%残疾儿童少年

33年年间间全全市市特特教教学学校校实实现现数数字字化化

耿女士说，不管以后小溪怎么
样，他们全家最大的心愿是希望孩
子能快快乐乐的。“不敢去想以后的
事情，只想让孩子的每一天都过得
快乐就行了。”耿女士说。

由于免疫力很低，目前虽然病
情比较稳定，但小溪经常咳嗽，身体
一直不好，家人最担心的是小溪的
病情出现复发甚至恶化。“孩子每天
都在喝中药，这样可以控制病情，但
是以后是什么情况，谁也说不准。”
张先生说。

由于小溪的治疗花了不少钱，
家里还借了一些外债，全家的收入
都靠张先生经营的一家五金店维
持，平时张先生忙于工作挣钱，而耿
女士则在家看孩子。“现在我们已经
接受了这个现实，只能往前看，希望
孩子能健康快乐。”

本报记者 李超

小溪妈妈：

只想让孩子
每天都快乐

桓台县红十字会副会长张丽敏
告诉记者，小溪是目前桓台县捐献
遗体的最小志愿者。“如果孩子不幸
发生意外实现捐献后，她的遗体将
用于器官捐献和医学研究。”

记者了解到，小溪之前五个疗
程的化疗已经花掉了60多万元，这
些钱大部分是夫妻两人的全部积
蓄，另外他们还借了一些钱。目前，
医生建议小溪做免疫治疗，大约需
要40万元，这对于这个家庭来说已
经无力承担。

“我不能出去工作，要在家看孩
子，全家的收入都要靠她爸爸，现在
小溪每天还要吃药，还要定期去医
院检查，这些都需要钱。”耿女士说。

在此，本报发出倡议，伸出您的
援助之手，为小溪献出一份爱心，让
小溪更加健康快乐成长。

您可以拨打小溪妈妈的电话：
18766993368(耿女士)

帐号：6228480282627715810(农
行，耿女士)

本报记者 李超

献出爱心

帮帮小溪

本报记者 李超

说起遗体捐献，妈妈还是舍不得

“还在北京治疗的时候，
小溪他爸就说，如果孩子治不
好，就把遗体捐献出去，供器
官移植和医学研究用，这样不
仅帮助了别人，孩子的生命还
会得到延续。”耿女士说。

小溪遗体捐赠申请通过
后，小溪妈妈也成为了一名造
血干细胞的捐献志愿者。而小
溪的父亲张先生一直是一名
血小板的捐献者，平日里对遗
体捐献也有所了解，孩子在北

京治疗期间，他想到，如果孩
子的出现意外的话，要把孩子
的遗体捐献出去。

“孩子生病期间，我们得
到了很多人的关心和帮助，谁
都不希望孩子出现不好的情
况，但是如果出现意外，把孩
子遗体捐出去也算是对社会
的回报和感恩。”耿女士说。

捐遗体的事情得到了全
家的支持，随后，张先生帮孩
子向桓台县红十字会提交申

请，小溪顺利成为一名遗体
捐献志愿者，而张先生也有
了捐献遗体的想法。“人死后
啥也不知道了，一把火烧了
还不如捐出去。”张先生说。

但真正说起死亡，说起
遗体捐献，妈妈耿女士眼睛
里闪出泪光，还是有些舍不
得。“自己的孩子肯定有些舍
不得，但经历了这么多，虽然
难受，但还是想开了。”耿女
士说。

连续发烧7天

一查竟是白血病

去年7月22日，小溪开始发高
烧，父母以为是普通的感冒，就在
小区附近的诊所输液治疗，三天后
好了一些，但后来又反复发烧了一
周左右，耿女士带着小溪到医院检
查，医生说孩子的血象低，建议到
大医院做进一步检查。随后，夫妻
两人带小溪到市中心医院检查，结
果查出了白血病。

“看到诊断结果，觉得天都塌
下来了，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根本
不敢相信，好好的孩子怎么就得了
这个病呢。”回忆起来，耿女士仍难
以接受。之后，夫妻两人就带着小
溪到北京儿童医院进行治疗。

2004年，耿女士生了龙凤胎，小
溪是妹妹，兄妹俩的出生，平添了
许多欢乐与幸福。但天有不测风
云，小溪突患白血病，给这个家庭
带来沉痛的打击。

小溪在医院里要做五个疗程
的化疗，而每次化疗，对小溪来说
都是一场痛苦的折磨，化疗后还要
做骨穿刺检查，可是每当看到妈妈
心疼的流泪，小溪都会安慰妈妈。
后来小溪病情暂时趋于稳定，父母
就带她回家休养。这次赴京治疗，
花掉了60多万元。

桓台一名10岁白血病女孩父母申请捐献女儿遗体

““希希望望受受捐捐者者替替女女儿儿好好好好活活着着””
去年7月，桓台10岁的女孩

小溪查出了白血病，其间得到
众多好心人帮助。后来她父母
决定，如果孩子出现意外，将捐
出孩子遗体。目前，桓台县红十
字会已经通过了小溪的遗体捐
赠申请。

见到小溪时，她虽受到病
痛折磨，但看上去和同龄孩子
没什么不同，妈妈耿女士告诉
记者，小溪并不知道如果出现
意外将会捐遗体，“希望未来受
捐助者能替我女儿好好活着。”

患病的小溪很想像以前一样可以正常上学。 本报记者 姜文洁 摄

“想起来就哭，闺女就给我擦泪”

小溪今年上五年级，但是
由于病情经常反复，常常中断
学习，她在平日里喜欢看书，
还喜欢上网玩游戏。记者来到
小溪家里时，她正在和哥哥一
起玩游戏，丝毫看不出和同龄
孩子有啥不一样。

“我经常想起来就哭，闺
女就给我擦眼泪。”耿女士说，
小溪很懂事，也很能体谅她，

每次看到她流泪，她都会给妈
妈擦眼泪，还时常安慰妈妈。

“她知道自己得了什么病，经
常从网上搜索，但是并不像大
人一样，知道病的严重性。”

小溪告诉记者，她现在
最想的是回到学校，和同学
们一起上课玩耍。小溪虽然
话不多，但妈妈说话时，她一
直依偎在妈妈旁边静静听

着，时不时抱一下妈妈。
“现在还不打算把这件事

告诉孩子，毕竟孩子现在的病
情比较稳定，不想给她多余的
压力，但是我们相信孩子会理
解我们的做法的。”耿女士说，
由于年龄小，孩子并不知道死
亡意味着什么，但她们认为，
如果孩子不幸故去，捐献遗体
就是自己孩子生命的延续。

本报10月26日讯 (记者
谭文佳) 近日，淄博市政府发
布《淄博市特殊教育提升计划
(2014-2016年)》，提出了到2016

年，全市普及残疾儿童少年义
务教育率将达到99%的目标，
并力争全市所有特教学校全部
建成数字化校园。

《计划》提出，将扩大普
通学校随班就读规模，推行

全纳教育理念，把随班就读
作为残疾儿童少年接受教育
的重要形式。扩大特殊教育
学校招生规模，增加招生类
别。据悉，市特殊教育中心在
承担视力、听力残疾儿童少
年教育的基础上，将增设自
闭症、脑瘫儿童少年教育班；
区县特殊教育学校也要不断
提高智力残疾、自闭症、脑瘫

和多重残疾等儿童少年的招
生培养能力。

《计划》要求组织开展送教
上门。制定残疾儿童少年送教
上门管理办法，依托特殊教育
学校、普通中小学和街道社区
等资源，为不能到校就读的重
度残疾儿童少年提供送教上门
或远程教育等服务。

另外，推进全市特教学

校规划建设也是下一步特殊
教育的工作重点之一。淄博
将启动全市特教学校数字化
校园建设工程。制定特殊教
育 学 校 数 字 化 校 园 建 设 标
准，引导特教学校制定数字
化校园建设规划，明确分年
度建设目标，到2016年，力争
全市所有特教学校全部建成
数字化校园。

本报10月26日讯 (记者 罗静
通讯员 司志宁) 24日8点34分，

市公共汽车公司张店分公司驾驶员
孟海宝驾驶125路公交车遇到乘客
晕厥的突发状况，孟海宝迅速驾车
赶往最近医院。

孟海宝驾驶125路公交车行驶
至兰雁大道东首时，车厢内顿时骚
乱起来，他立刻停车，起身前去查看
究竟。原来是一位乘客没有任何反
应的倚靠在后排座椅上，当他了解
到这位乘客是突然晕厥过去之后，
迅速跑回驾驶室，与车上乘客说明
情况，驾车向最近的田氏骨科医院
驶去。3分钟后，在车上两名乘客的
协助下，把晕厥的乘客抬到医院的
急救中心去，把病人放下后，孟海宝
还没来得及喘口气，便听到医护人
员说：“病人情况特殊，必须立即转
院治疗”，孟海宝本想再驾车将病人
送往其它医院，可考虑病人的特殊
情况不便再次挪动车辆，于是，孟海
宝拨打了120急救电话。

晕厥乘客被赶来的120急救车
及时送往最近的侨联医院进行救
治，由于孟海宝在乘客发病初期争
分夺秒的努力救助下，确保了医护
人员抢救病人的最佳时机，发病乘
客最终转危为安。

乘客突发晕厥

驾驶员疾驰医院

张店区举行第一届中小学游泳比赛

330000名名中中小小学学生生游游泳泳池池展展英英姿姿
本报10月26日讯 (记者

谭文佳 通讯员 肖玉泉 )
25日，张店区举办了第一届中
小学生游泳比赛，全区共300

名中小学生在游泳馆展开了激
烈角逐。

张店区教育局在市体育
中心游泳馆和齐盛宾馆游泳
馆成功举办了张店区第一届
中小学生游泳比赛，60余所
中小学组队参加了自由泳、
蛙泳、仰泳和自由泳接力等
项目的比赛。近300名中小学

生 经 过 激 烈 角 逐 ， 张 店 八
中、张店区实验中学、铝城
一中分别获得了初中组总分
前三名；凯瑞小学、和平小
区小学、莲池学校分别获得
了小学组总分前三名。

从今年3月开始，市体育
局与张店区教育局推出“游泳
进课堂”活动。培训负责人表
示 ,一年内 ,将实现参与培训的
中小学生基本掌握游泳技能和
自救能力 ,表现突出的学生可
作为后备人才进一步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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