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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男孩孩只只有有44岁岁半半，，不不幸幸患患细细胞胞瘤瘤
为给孩子治病，姥姥姥爷外出打工，幼儿园和爱心单位帮忙捐款

本报记者 孙淑玉
实习生 赵雪晴 马贵珍

4岁半，原本是个无忧无
虑，笑闹欢乐的年龄，然而，家
住莱山区万象城的四岁半男童
刘雨轩，自今年4月份查出患有
神经母细胞瘤四期以来，便住
院化疗，遭受着病痛的折磨。如
今，小脸蜡黄、头发掉光的小雨
轩已经历过四期化疗，花了近
30万元治疗费。一家人在为雨
轩心疼的同时，更是对接下来
的治疗费一筹莫展。

刘雨轩从去年1月份就开
始肚子疼，之后被诊断为阑尾
炎，做了阑尾炎手术。一直到
2015年4月份，雨轩再次腹疼难
忍，家人当晚带着他前往毓璜
顶医院莱山分院进行检查。4月
24日，医院给出诊断书，刘雨轩
患上了神经母细胞瘤。由于当
时刘雨轩已处于神经母细胞瘤
的四期，加上当地医疗水平有
限，刘雨轩前往北京儿童医院
接受治疗。

“现在回到家，空荡荡的，
一想到孩子还在北京受罪我心
里就难受。”看着雨轩妈妈发回
来的照片和视频，雨轩姥姥再

也止不住泪水，原本活波可爱
的雨轩在四期化疗之后掉光了
头发，小脸变得蜡黄。

刘雨轩自从4月份入住北
京儿童医院到现在已经进行到
第四期化疗了，每期化疗的费
用都需要5到6万元，四期化疗
加上前期的确诊费用已经花费
了近30万元。这30万元对一个
普通的工薪家庭来说已经是能
承担的最高金额了。

现在刘雨轩的爸爸妈妈都
在北京陪着刘雨轩接受治疗，
所有的治疗费用和日常花销都
靠孩子的姥姥和姥爷微薄的工
资承担。53岁的姥姥王女士拖
着患有腰间盘突出的身体在新
世界百货超市卖菜，65岁的姥
爷则外出打工。

“腰疼得厉害，可是也得干
啊，我不干了就没钱给雨轩治
病了，这孩子就完了。”姥姥泪
眼婆娑地说。

四期化疗之后，刘雨轩的
情况已经有了明显好转，据刘
雨轩的主治医师介绍，刘雨轩
的情况至少要进行7到8次化
疗，之后进行病理评估，根据评
估结果才能确定是否可以手
术。因为刘雨轩身上已经发现
多处肿瘤，情况复杂，手术所需
费用还不确定。

对刘雨轩一家来说，不加
手术费用，剩下的几期化疗费
用就高达二三十万元，这对一
家人来说无疑是一个天文数

字。了解情况后，刘雨轩就读的
维正桐林幼儿园的学生家长已
经自发为刘雨轩捐款33000元，
刘雨轩姥姥工作的单位负责人
也给捐助了2000元。

“这些好心人的名单我都

留着，等孩子长大了，这些恩情
都是要报答的。”雨轩的姥姥
说。

如果您愿意帮助这一家
人，请联系刘雨轩的妈妈王中
杰：18753575486。

本报记者 孙淑玉
实习生 赵雪晴 马贵珍

41岁的开发区慈善义工服
务队成员刘富刚，自加入服务
队后，两年来坚持每天上午为
敬老院以及身边的弱势群体进
行免费针灸治疗，现在已经有
很多人在他的治疗下逐渐恢复
健康。他坦言，能充分利用自己
的特长帮助别人就是对自己最
大的肯定。

刘富刚从事针灸行业已经
14年了，14年里刘富刚不仅练
就了一身本领，更将医者父母
心这句话进行了切身演绎。

“碰到真的有困难的患者
就免费帮他们治疗，不能因为
钱而耽误患者治疗。”刘富刚
称，在加入开发区慈善义工服
务队之前，他从未因患者付不
起医药费而拒绝治疗。在刘富

刚的心中，患者是第一位的，患
者没钱付医疗费他就当自己在
做慈善，做公益，免费帮他们治
疗。

两年前，本着帮助更多需
要帮助的人这一想法，刘富刚
在网上搜索到了开发区慈善义
工服务队的QQ群，并由此加入
了服务队，开始了他正式的义
工之路。

刘富刚真正用自己的专
长——— 针灸开始做公益源于一
次偶然，刚加入服务队不久的
刘富刚跟随队长林霞一起前往
敬老院探望老人，细心的刘富
刚发现一位老人在为老伴掖被
角时一直在小心翼翼地避免让
腿碰到床，仔细询问后刘富刚
得知，老人这两年开始膝盖疼，
碰到就疼得格外厉害，已经到
了走路都颤颤巍巍的地步了。
刘富刚当即决定为老人进行免
费的针灸治疗，在治疗一段时
间后，老人渐渐恢复了健康。这
也坚定了刘富刚充分利用自己
的专长做公益的想法。

最初刘富刚是每天抽空就
去帮患者免费治疗，可是因为
自己的诊所里也有病患，两边

跑浪费了太多时间在路上，刘
富刚就决定自己的诊所以后只
在下午营业，上午全部时间都
用来做慈善义诊，这一坚持就
是两年。

与刘富刚同住一个小区的
隋汪彤母女可以说是刘富刚义
工之路上最大的受益者了。隋
汪彤与患有红斑狼疮和缺血性
股骨头坏死的母亲相依为命，
刘富刚得知情况后，坚持为隋
汪彤的母亲免费治疗近一年，
现在隋汪彤的母亲已经基本好

转。
采访之时，恰逢隋汪彤在

诊所里，在谈及刘富刚时，隋汪
彤充满了感激：“真的非常感谢
刘叔叔，没有他就没有我和我
妈的今天。”

在问及做义工是否影响了
自己诊所的生意时，刘富刚笑
了笑说：“做义工带来的收获并
不是用金钱能衡量的，用自己
的特长技艺帮助治愈了患者，
让我觉得自己的价值得到了体
现。”

为为做做公公益益，，他他的的诊诊所所只只营营业业半半天天
两年来，开发区41岁义工刘富刚坚持为敬老院和弱势群体免费针灸治病

张张新新尧尧配配型型成成功功，，好好心心人人再再次次筹筹善善款款
本报7月28日讯 (记者 孙

淑玉 实习生 赵雪晴 ) 家
住康庄小区的14岁男孩张新尧
突然被查出患有白血病，在病
床上的张新尧仍然坚持看书学
习，他的乐观好学让人为之动
容(详见本报4月28日C10版)。记
者获悉，张新尧目前已转入北
京道培医院治疗，骨髓配型成
功，正在等待20天后的骨髓移
植手术。但由于目前治疗费用
缺口较大，家人卖了房子仍不
够。得知情况后，小区里的热心
居民和爱心车队纷纷伸援手，
为他筹集善款3万余元。

近日，小新尧因白血病复
发，情况危急，已于7月1日转到
北京道培医院接受治疗。现在
小新尧已经与父亲完成骨髓配
型，如果情况允许将于20天之
后进行骨髓移植。

80万元的手术费用让爸爸
张浩一筹莫展，卖掉家中的车
和房，治疗费用还有近30万元
的缺口。了解情况后，好心人士
再次为张新尧发起捐款，筹集
26000余元。齐鲁晚报义工中心
360°爱心车队也于26日下午
在振华购物中心为张新尧举行
了义卖，共筹得善款1100余元。

加上康庄小区居民自发为小新
尧捐助的3500余元，累计共4600

余元的善款将马上送到爸爸张
浩手中。

“我们会一直关注张新尧
的 ，义 卖 活 动 会 持 续 到 他 康
复。”360°爱心车队的潘队长
说。

“谢谢所有好心人的帮助，
我们不会放弃的。”爸爸张浩哽
咽地说，即使倾家荡产他也要
为小新尧进行骨髓移植。

如果您愿意帮忙，可直接
联 系 张 新 尧 的 爸 爸 张 浩 ：
13853524235。

开发区慈善服务队

走进儿童康复中心

本报7月28日讯 (记者 孙淑
玉 实习生 马贵珍 ) 近日，开
发区慈善义工服务队冒着炎炎夏
日，驱车来到开发区常青藤儿童康
复中心，为康复中心的特殊儿童送
去衣服、童话书等爱心物资并帮助
工作人员照顾儿童。

25日早上9点，常青藤儿童康
复中心进行了每月一次的“家长讲
座”，此次讲座针对特殊儿童家长
进行心理健康教育和康复知识普
及。这也是对达飞普惠财富有限公
司烟台分公司自去年以来对康复
中心每月1000元的资助的答谢。

在得知因为召开讲座康复中
心人员不足时，开发区慈善义工服
务队十几名义工在队长林霞的带
领下，驱车来到常青藤儿童康复中
心，在召开讲座期间，帮忙照顾孩
子，陪孩子玩耍、喂孩子吃饭。此
外，他们还送去了义工和爱心人士
捐赠的23件衣服和30本爱心儿童
读物。

“义工真的给我们的孩子带来
了很多帮助。”康复中心的徐薪薪
主任说。去年，义工就开始在康复
中心帮忙做饭、打扫卫生等，还经
常为康复中心带来节目表演。

本报7月28日讯 (记者 孙淑
玉 实习生 赵雪晴 马贵珍 )

为纪念抗战胜利七十周年，迎
接“八一建军节”到来，7月 2 7日
晚，东山街道厚安社区联合平安
社区义工服务队的社区义工和志
愿者前往消防福莱中队营地，开
展了名为“纪念抗战胜利七十年，
军民携手迎八一”的军民联谊活
动。

联谊会包含歌曲、舞蹈、三句
半等形式各样的节目。联谊会上，
军民同台演出。消防官兵演出的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节目，既鼓
舞了士气，又赢得了观众的热烈
掌声，将整场联谊晚会推向了最
高潮。

联谊晚会进行到最后，东山
街道领导对抢险救灾、见义勇为
等方面有突出贡献的优秀官兵进
行了褒奖。街道办事处也为消防
官兵送去水果等慰问品。

东山街道厚安社区负责人表
示，这次军民联谊晚会，充分展现
了民拥军、军爱民的良好氛围，让
志愿者和义工们体会到军队风采
的同时，也让部队官兵感受到了
军民鱼水之情。

据悉，厚安社区每年“八一”
建军节都坚持开展“军民鱼水一
家亲”系列慰问活动，取得了“军
民共建 和谐双赢”的良好社会
效益。

公益直通车
烟台正能量 齐鲁是一家

爱心追踪

刘富刚在诊所中。 本报记者 孙淑玉 摄

义工进营地送演出

军民携手迎“八一”

义工风采

因为化疗，小雨轩脸色发黄，头发也掉光了。 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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