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一家家三三口口获获同同一一家家医医院院救救助助
粉红丝带乳腺公益援助行动仍在持续，报名进行中

本报济南10月30日讯(记者
陈晓丽) “除了‘谢谢’，我

不知道该说啥来表达我的感激
之情。”近日，在济南乳腺病医
院，35岁的胡女士流着眼泪说
道，这些年一家三口人都得到
了医院的照顾，不仅治好了病，
医院还减免了很多医药费，全
家人一直心怀感激。

这还要从八年前的事情说
起，胡女士的婆婆被当地医院
诊断为乳腺癌，在亲戚的推荐
下，来到济南乳腺病医院治疗。
了解到其家庭贫困情况，医院
最终决定全程免费救助。经过
全方位治疗，胡女士的婆婆身
体逐渐好转，如今身体状况不
错，不过仍然需要每天服药。

事情刚过去没几年，胡女
士的大姑姐李女士又被查出乳
腺结节，婆婆的治疗经历依然
历历在目，因为信任，胡女士陪

着大姑姐再次来到济南乳腺病
医院就诊。“我丈夫在村里打零
工，一个月也就挣2000来块钱，
腿上长了肉癣也没花钱去治，
说让我先看病，要是花钱多我
就先等两年再说。”听了李女士
的话，济南乳腺病医院再次伸
出援手，减免了李女士的部分
治疗费用。

屋漏偏逢连阴雨，半个月
前，胡女士洗澡时无意间摸到
右侧乳房有小肿块，想到婆婆
和大姑姐的患病经历，便第一
时间赶到济南乳腺病医院就
诊，检查发现胡女士双侧乳房
上有大大小小囊性结节十多
个。了解到胡女士家庭情况，济
南乳腺病医院帮助她申请了

“粉红丝带专项基金”援助，减
免手术费6000元。该院院长王
彪主刀，成功为其进行了针孔
取瘤术。

“针孔取瘤术，是指在超声
影像技术引导下，仅需2毫米针
孔，就可精确去除病变的乳腺
组织，手术仅需30分钟，当天即
可出院。术后乳房没有疤痕，乳
房外观不受丝毫影响。”王彪解
释道。

据悉，“粉红丝带专项基
金”于10月18日在“齐鲁大医联
盟·关爱乳房健康”2018齐鲁
乳腺病诊疗高峰论坛当天设
立，旨在帮助患有严重乳腺
疾病的贫困患者及时接受正
规系统治疗，济南乳腺病医
院为基金定点治疗医院。“粉
红丝带专项基金”启动当天，

“全国乳腺名医联盟”也正式
成立，乳腺病患者和家属就诊
更加方便快捷。

近日，记者在济南乳腺病
医院了解到，自援助行动启动
以来，截至目前，济南乳腺病医

院收到了来自省内各地数百位
患者的申请材料。基金办公室
工作人员正在加快审核进程，
截至目前，已经有来自全省各
地数百位患者通过审核，获得
了“粉红丝带专项基金”的救
助，并在该院享受到了优惠检

查和相关治疗。
目前，“粉红丝带专项基

金”公益援助仍在进行中，如
果家庭经济存在困难，可随
时拨打热线电话报名。粉红
丝 带 乳 腺 专 项 援 助 申 请 电
话：0531-66677777。

“粉红丝带专项基金”旨在
帮助患有严重乳腺、甲状腺疾
病的贫困患者，实行专人专职
管理，并设有援助专线。申请人
可向济南乳腺病医院提出援助
申请，提交资料并经批准同意
后，可享受该基金的援助。

部分检查享受援助价格，
原价260元的乳腺、甲状腺彩超

援助现价80元，原价320元的美
国GE钼靶检查现价200元。多
种乳腺、甲状腺疾病患者可获
得资金援助，其中，乳头凹陷
500元，单侧副乳500元，双侧副
乳为 1 0 0 0元，单侧乳腺结节
1500元，双侧乳腺结节2000-
2500元，甲状腺癌3000元，乳腺
癌3000-5000元。

葛相关链接

粉红丝带专项基金介绍

据相关数据统计：目前
我国14亿人口中，风湿类风
湿关节炎、强直性脊柱炎、骨
关节炎、痛风等风湿疾病的
发病率高达18%，患者数量
约为2 . 5亿。其中类风湿关节
炎、强直性脊柱炎发病率为
0 . 6%左右，每年因此类疾病
导致残疾的患者数量在一百
万人以上，致残率达到50%。
由以上数据可以看出，风湿
病发病率高，致残率高，因此
被医学界称为“世界头号致
残疾病”。

针对这一现状，由山东
省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山东
创天医用诊断试剂有限公
司、济南中医风湿病医院共
同开展的山东省风湿病专项
救助基金建立暨“阳光助行”
风 湿 病 公 益 救 助 项 目 ，于
2018年10月30日在济南中医
风湿病医院门前广场隆重启
动。

据了解，该公益救助项
目由山东省残疾人福利基金
会主办，建立风湿病专项救

助基金，制定公益救助政策，
并以济南中医风湿病医院为
公益救助定点单位，专门成
立公益救助专家团队深入基
层，普及风湿病防治知识，提
高民众“早检查、早发现、早
治疗”的健康意识，帮助民众
远离风湿病的危害。同时制
定公益救助政策，针对符合
救助标准的贫困、特困风湿
病患者实施公益救助。

据项目主办方介绍，风
湿病专项救助基金的建立，

“阳光助行”风湿病公益救助
项目的实施，将切实解决风
湿病患者“看病难、看病贵”
以及“因病致残、因病致贫”
的问题，帮助更多长年久治
不愈的、家庭贫困特困的风
湿病患者，通过系统、规范的
治疗获得康复，科学预防并
减少并发症，提高生活质量，
减轻经济负担，避免因病致
残。

该公益项目具体事宜如
下：

1 .实施时间：该公益救助

项目自即日起实施。
2 .实施单位：该公益救助

项目由山东省残疾人福利基
金会主办，指定济南中医风湿
病医院为公益救助定点单位，
实施公益救助。

3 .救助病种：风湿、类风
湿关节炎、强直性脊柱炎、骨
关节炎、痛风等风湿疾病。

4 .救助对象：山东省范
围内病情严重、长年久治不
愈、需系统规范治疗的风湿
病患者，以及贫困特困家庭、
残疾人家庭、低保五保户家
庭中，因经济条件限制无法
接受治疗的风湿病患者。

5 .救助政策：病情严重、
需系统规范治疗的风湿病患
者，治疗费用除了按医保政策
报销外，剩余部分将由“阳光
助行”风湿病公益救助项目办
公室根据患者家庭贫困程度，
利用风湿病专项救助基金进
行补助。

“阳光助行”公益救助热
线：4 0 0 - 0 5 3 1 - 3 1 5，0 5 3 1 -
55538132。

贫困类风湿关节炎、强直性脊柱炎患者可申请基金救助

““阳阳光光助助行行””风风湿湿病病公公益益

救救助助项项目目正正式式启启动动

山东省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向济南中医风湿病医院颁发“救助定点单位”荣誉铜牌。

分享抗癌经验，“话疗”助重生
济南市抗癌俱乐部举行“五整生日会”

本报济南10月30日讯(记者
孔雨童) 10月23日，济南市抗

癌协会抗癌俱乐部2018年度抗癌
明星“五整生日庆祝会”在济南
市中心医院会议室举行，近百名
济南地区的癌友和康复5周年、10
周年、15周年的康复明星一起度
过了这个“重生日”。

对于广大的癌友来说，“5周
年”有着特殊的意义，因为在患
癌治疗后经过5年，就意味着临
床治愈。在济南市抗癌协会抗癌
俱乐部，每年都会选择一天，给
康复5年或5的倍数年份的癌友
们共同庆祝。与往年以歌舞为主
的欢庆活动不同，2018年的这个

“生日会”，将重点部分放在了
“经验分享”，邀请了4位康复明
星现场分享了康复经验。

“祝贺你们，奋斗了1825天
了！”俱乐部的新会员，康复2年
的刘大成第一个登台分享，充满
激情的开场白引来了热烈的掌
声。2年前，刘大成肺部发现两个
肿瘤，治疗期间瘦了32斤，治疗
结束后存在肺大泡、肺纤维化，
还有一个0 .7厘米的结节，一度要
靠着每天24小时吸氧来维持。然
而，两年之后，他不仅成功恢复
体重，结节没有发展，一口气爬
上千佛山都没问题。他是怎么做
到的？刘大成介绍说，自己从出
院后就开始每天坚持锻炼身体，

练习郭林气功。“早上3点起来练
功，练到五点，5点半吃饭，5点45
分到泉城公园，再一直练习到12
点。”刘大成介绍说，自己现在的
生活非常规律，10小时睡眠，10小
时练功，身体素质越来越好，还
解决了失眠问题。

刘大成的分享点燃了现场
的热度，而其后登场的傅艳菊
老师的分享则让现场所有人再
次陷入深深的感慨之中——— 患
有肠癌的傅艳菊，确诊后的15
年间，经历了两次大手术,16次
化疗,30次放疗，肠癌手术后的
虚弱和换药的疼痛让她曾经10
天之内昏死过去3次。然而一次
又一次，醒来后的她跟死神抗
争，坚持锻炼和癌友公益活动。

“三个人扶着我都站不住，可是
我还是要下床锻炼，我要活下
去，活着真好。”

当日，乳腺癌康复15年的
姚淑珍，老伴也同为癌症患者、
结肠癌康复5年的吴燕也分享
了自己的康复经验和心得；此
外，济南市抗癌协会相关领导
也出席了这次生日会。

“很受鼓舞，也有了更多信
心。”刚刚查出肺癌不久的癌友
王先生告诉记者，这种“群体抗
癌”的方式，让他感受到力量，相
信这也会帮助到更多迷茫中的
癌症患者和家属们。

我我献献血血
我我快快乐乐

在威海市无偿献血志愿者服务队里，市
区志愿者服务队队长李军，是大家的“主心
骨”。他是公认的“劳模”，志愿者活动他从不
缺席。 本报记者 陈晓丽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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