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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2岁岁小小伙伙不不幸幸患患骨骨癌癌右右腿腿截截肢肢
刚刚大学毕业，巨额医药费成问题

22岁的小伙钟太，
家住聊城市阳谷县高庙
王乡王楼村，是一名刚
刚毕业还在实习期的大
学生，原本大学毕业踌
躇满志的他，却患上骨
癌，截去了右腿，只能躺
在病床上。为了给他治
病，已经花费40万，整个
家庭都陷入了困境。

文/片 本报记者 郭庆文

身患骨癌的22岁小伙钟太在病房里看书。

5日下午2点，在阳谷县中
心广场上，一块广告牌子、一
个帐篷、一张桌子、一个募捐
箱。今年47岁的钟道生认真记
录着一个爱心账本，5元、1 0
元、100元……账本上记录了8
页、200多位好心人的善心。

“帐篷和水都是爱心企业
捐赠的。”钟道生说，这5天以
来，如果没有这些好心人的帮
助，他2 2岁患骨癌的儿子钟
太，将无法继续治疗。

这块“拯救生命 奉献爱

心”的广告牌上记录着钟太的
不幸经历，患病前的帅小伙与
患病后的光头、截肢形成对
比，广告牌上的文字是钟太整
理的，他希望有人能帮他渡过
难关。

钟太刚从福建一所大学
毕业，今年2月在单位实习时，
被查出恶性骨肉瘤。“开始没
有任何症状，后来一次磕到
腿，一个月后突然疼痛难忍，
肿得非常厉害，一查才知道是
这病。”

钟道生说，孩子上大学
后，他和妻子从阳谷县高庙王
乡王楼村到了福建，一边打工
一边供儿子上学。学机械专业
的钟太毕业后开始实习，他觉
得以后日子会好起来，没想到
发生了这样的事儿。

骨肉瘤是骨恶性肿瘤中
最多见的一种，是从间质细胞
系发展而来。确诊以后，钟道
生带着钟太辗转福建、山东、
北京进行治疗，做着最坏的打
算。

22岁小伙实习期

查出恶性骨肉瘤

“医生说没办法，不切除
的话，很有可能会转移扩散，
扩散了就没法救治了。”钟道
生说，从2月份查出患病到现
在，钟太的病情发展十分迅
速，不到两个月的时间，他就
在北京积水潭医院做了截肢
手术。

截肢后，钟太情绪一度十
分不稳定，年纪轻轻就失去了
右腿，这让他无法接受。他本来

是一个十分乐观的人，出事后
就不愿说话了。医生告诉钟道
生，钟太的病是恶性骨肉瘤，就
是常说的骨癌，虽然做了截肢
手术，但还要继续化疗。

“他母亲身体很弱，连续
做了多次手术，我一个人根本
负担不起。”当时，不仅钟太要
治病，钟道生48岁的妻子也在
住院，她五年内做了大小六次
手术，不仅帮不了他，还需要

照顾。
为了给钟太治病，钟道生

借遍了所有亲朋好友，根本无
力在北京久待。因为花费巨
大，无奈之下，钟道生只能把
儿子从北京接回老家阳谷县
治疗。

钟道生说，从钟太患病至
今，仅三个月时间就花费了40
多万，这让一个普通的农村家
庭一贫如洗，负债累累。

仨月花费40多万

无奈截去右腿

“希望能早点好起来，好
好工作，报答父母。”在阳谷县
人民医院住院部血液科病房，
22岁的钟太十分虚弱，只能躺
在床上。靠着中药，在化疗期
间他才能吃下东西。

“很多好心人鼓励他，让
他不要放弃。”钟道生说，6月1
日，已经欠了医院很多费用，
无奈之下他找了一家广告公
司准备印个展板为儿子募捐。
广告公司的张女士听说情况
后，免费为他做展板，并发动
周围好心人一起帮忙。

5日上午，阳谷一个微信

群里的好心人将捐赠的4800
元送到医院。发起者陈女士
说，大家都是年轻人，希望能
帮到钟太，让他不要放弃。岳
彩富是群里的一员，他有一个
小店，提供了一些商品给钟道
生，卖出去的钱算钟太的医药
费。7日上午，岳彩富与阳谷一
个车友会的爱心人士一起捐
款3300元。

得知钟太情况后，大家纷
纷帮忙，他所在医院减免了费
用，医院综合科捐助800元，一
位护士直接塞了1000元给他。
同 时 村 里 的 乡 亲 们 捐 赠 了

3000多元，民政局4000元、红
十字会2000元，甚至还有济南
和淄博的好心人帮忙，共捐赠
了3800元。

钟太的病发现的早，手术
后做完十二个疗程的化疗，
就可进行保守治疗，如果三
五年内不复发，他将会好起
来。但仅化疗就要做一年，加
上定期到北京复查的费用，
对钟家来说仍然是个庞大的
数字。

如果有读者愿意帮助年
轻的钟太渡过难关，请拨打钟
道生的电话18659893256。

众爱心人士捐助

医疗费仍成问题

本报聊城6月9日讯 (记者
邹俊美 通讯员 魏晓倩 )

来到茌平县菜屯镇张贾村，
一提到张安喜，村民都竖起大
拇指。“他照顾瘫痪在床的岳父
13年，一般人做不到。”2000年，
张安喜和妻子张玉红结为连
理，成为张家的“养老女婿”，
2002年，岳父在家突然中风瘫
痪在床，他十几年如一日照顾
瘫痪岳父，从来没生过褥疮，并
且教育自己的孩子孝敬老人，
受到群众的交口称赞。

张安喜与张玉红结婚时，
岳父岳母年事已高体弱多病，

岳母双目失明并患有糖尿病，
家庭比较贫困。2002年，岳父在
家突然中风，被送到医院，住院
的一个多月中，他不离左右，一
直在病床前陪护伺候，给老人
端屎端尿。“当时临床一位老人
跟我说，你养了个好儿子，真有
福气。我当时就笑了，说这是我
女婿，不是儿子，但比儿子还强
呢。”张安喜的岳父说。后来岳
父病情加重，直接卧床不起，他
每天为岳父喂水喂饭，换衣服
翻身。常言说“久病床前无孝
子”，但张安喜的岳父逢人便
说：“俺女婿比亲儿子还亲。”

2010年，张安喜的岳母被
查出患有白内障，两次手术也
没能挽救岳母的眼睛，2013年
彻底失明。张安喜跟妻子对两
位老人不离不弃，悉心关爱。白
天他除了到自家镟皮厂干活
外，还定时给老人洗手洗脸、做
饭喂药、换洗尿布。每天他为岳
父剃须修面、为岳母梳头打扮
后，夫妻俩轮流带两位老人到
村头路口走走看看。每当这时，
是老人最开心的时候。张安喜
十几年晚上没睡过一个踏实
觉，夜里隔不长时间就要起床
看看老人被子是否盖好，有没

有大小便。这么多年来，两位老
人从来没生过褥疮。

2014年，张安喜的小女儿
降生，生产后妻子也需要照顾，
一个男人也学会了和面、烧菜、
做饭。俗话说言传身教，张安喜
的孝心影响着他的两个孩子。

“我们从没跟他说要孝顺啥的，
但儿子每次有了好东西，总先
给姥爷姥姥吃。他爸爸不在家，
姥姥病了，儿子一晚上守着姥
姥，把姥姥感动得直掉眼泪。”
张安喜的妻子说。现在已读初
三的儿子因尊老爱幼得到老师
和同学的一致好评。

好好女女婿婿1133年年悉悉心心照照顾顾瘫瘫痪痪岳岳父父
岳父逢人就说“女婿比儿子还亲”

本报聊城6月9日讯 (记者
王尚磊 通讯员 冯振宇 刘方
齐 ) 对外放高利贷，赚取利息
差，不料贷款企业倒闭，90后小
伙欠下一屁股债，为了还债，他
竟借来亲友的轿车抵押贷款还
债，最后竟把租来的车抵押贷
款。

办案民警介绍，犯罪嫌疑人
赵某是一名90后，家住聊城市茌
平县，平时花钱大手大脚，和朋友
一起对外放高利贷，赚取利息差，
不料贷款的企业由于经营困难破
产了，老板也失去了联系，这下赵
某非但没有赚取利息钱还欠了外
债。

在面对债主接连不断地要
账，赵某开始想一些歪门邪道，在
得知用车抵押可以贷出钱后，赵
某就开始疯狂作案，先是借亲朋
好友的轿车抵押换钱后还账，后
来亲朋好友的轿车借不出来了，
赵某打起汽车租凭公司的主义，
通过租来的车顶账换钱。然而赵
某这种把戏根本持续不了多长时
间就东窗事发了，赵某在前前后
后共把12辆车用于抵押换钱顶账
后，仍然没有还清以前债务，现在
又要还亲朋好友的轿车还要给汽
车租凭公司交租车费。

走投无路的赵某没有办法
了，选择了逃跑，从此失去了联
系。赵某失去联系后，汽车租凭公
司发现后及时报了警。警方接到
报警后，对赵某展开了调查，发现
了赵某的整个诈骗行为，随即以
赵某涉嫌合同诈骗案进行了立案
侦查，并对赵某进行了网上追逃。
逃到南方深圳隐姓埋名的赵某最
终难逃法网，案发后不久就被抓
获归案。

小伙为还债竟借来

亲友轿车抵押贷款

本报聊城6月9日讯 (记者
张召旭 ) “现在是夏天了，楼道
内的垃圾要是不及时清理，散发
出的臭味很难闻。”8日，家住城区
怡景花园小区的李女士说，最近
天气越来越热，小区部分邻居未
及时清理放在门外的垃圾，导致
楼道内臭味难闻。

李女士说，最近几天她每次
出门都要帮邻居清理放在门外的
垃圾，不为别的，就因为这些垃圾
放在楼道里都发臭了。“我们对门
常把垃圾放在门外，有时一天清
理一次，有时两三天清一次。可现
在天气越来越热，垃圾容易腐烂
流汤，弄得整个楼道臭气熏天。”
李女士说，最近几天，她一出门就
能看见邻居放在门外的垃圾，她
本想提醒一下，但又怕影响邻里
关系，无奈之下，只好帮邻居把垃
圾扔进楼下的垃圾桶里。

记者随机采访一些市民发
现，跟李女士有一样苦恼的不在
少数。家住谷庄小区张先生的邻
居也常在楼道里放垃圾且长时间
不处理，她和家人都很反感这种
行为，但碍于邻里关系不便直说，
可从内心来讲还是不希望与这样
的住户做邻居。

对此，城区一家物业公司工
作人员表示，正常情况下，业主都
是把垃圾扔进楼下垃圾桶里，然
后由物业公司清运，保洁人员一
般只负责打扫楼道，但不负责清
理楼道里的垃圾。而且住户在楼
道放垃圾的行为也给保洁员带来
不少麻烦，尤其是流出脏水，地面
很难处理干净，目前只能靠居民
自觉。

垃圾堆放楼道里

臭味难闻惹人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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