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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精神神失失常常男男子子被被铁铁链链锁锁屋屋顶顶
济南市历城区残联携手爱心医院对其免费救治

本报记者 焦守广

患者：

赤身乱跑，疯起来

连父亲也打

11月30日上午，记者跟随
济南市历城区残联及济南远
大脑康医院医护人员来到彩
石街道黄路泉村，江文（化
名）在屋顶上见陌生人来到
家里，顿时情绪激动，又喊又
叫，还拿起身边东西乱扔，记
者一行人只好退出院子。最
终 经 过 江 文 父 亲 老 江 的 劝
说，江文从楼顶缓缓走下来，
在父亲的搀扶下，走上了专
门来接他的救护车。

“这孩子从小就不太好，
说话晚，走路也晚，4岁的时候
还不会走路。一开始没注意，
后来渐渐感到不正常了”，老
江告诉记者，江文6岁的时候，
就开始变得和别的孩子明显
不一样。

2 0年前，江文的母亲生
病去世，令这个原本就不富
裕的家庭雪上加霜。江文因
为 精 神 疾 病 症 状 越 来 越 明
显，他的父亲只好在家“全
职”照顾孩子。“他妈妈生病
的时候花了很多钱，也借了
很多，到现在还有6000块钱
没还完呢。”

老江不能外出打工，地
里农活也没法干，全家也就
失去了经济来源。与此同时，
江文的病情也越来越严重，
赤身乱跑，还捡石头砸人，疯
起一阵来连父亲也打，同村
的 人 见 了 他 都 远 远 地 躲 着
走，生怕受伤。

儿子的这个病，没少惹麻
烦。有一次江文把人家砸破
头住院，因为家里确实也拿
不出东西来，老江只好带着
一篮子鸡蛋去看人家。为了
让儿子少惹麻烦，老江只好
把江文锁在家里，这一锁，就
是8个月。以前都是每年锁一

段时间，今年时间长了些，从
3月份就没再出过门。

“在房顶晒晒太阳，这样
他心情会好一些。”白天老江
就 把 儿 子 锁 在 平 房 屋 顶 上
面，晚上则回到屋里睡觉，父
子俩一张床。江文虽然身材
壮硕，乱发脾气打人，但骨子
里却还是个孩子，每天晚上
依偎在老江的怀里，才能睡
着。

“也想给他治，可是你看
这样子，我实在是拿不出钱。
我今年6 7岁，还不知道能照
顾他几年……”望着屋顶，老
江默默念叨着。

医院：

诊断后将制定

合适的治疗方案

与江文一样，同村的兰女
士也患有精神疾病。她的丈夫
介绍，妻子患病40多年了，从
结婚的时候精神就比较异常，
自言自语，还到处跑，所以他
只好一刻不离地在家照顾妻
子。

“以前治疗过，治过几次
效果不怎么理想，再加上经济
条件不允许，后来也就放弃
了。”她丈夫说，两个女儿目前

都
已 出
嫁，他因为要时
刻照看妻子，连门也没法出，
更无法下地干活。

历城区残联副理事长程
宝山介绍，11月29日，“国际残
疾人日”到来之前，区残联携
手济南远大脑康医院，对历城
区彩石街道的13户建档立卡

贫困残疾家庭进行了走访慰
问，分别为他们检查了身体，
赠送了米、食用油、奶等生活
用品及健康保健宣教手册。

在慰问走访过程中，发现
彩石街道黄路泉村的两名严
重精神疾病患者急需救治，

“我们一对一帮扶，都是定期
走访，这一次发现患者病情更
加严重，如果不对其进行救
治，无论是对家庭还是周围群
众都是潜在的危险因素。”程
宝山说。

“江文属于器质性精神障
碍，兰女士则属于精神分裂
症。”济南远大脑康医院精神
科住院部副主任李建设告诉
记者，这两名患者入院后经进
一步诊断，确定适合的治疗方
案。先进行物理疗法等保守治
疗，采取中西医结合治疗方
法，保守治疗效果不明显的情

况下，再进行神经外科手
术。

济南远大脑康
医院院长刘庆贵
表示，医院一直
关注社会贫困
家庭，尤其是
因病致贫的
家庭。此次和
历城区残联
携手救治的
医疗费用，政
府 补 助 以 外
的部分，全部
由 医 院 承 担 。

“我们尽最大努
力治疗，以减轻整

个家庭的负担，并降
低对社会的危害性，最

终回归社会。”
据了解，济南远大脑康医

院采用N-C脑神经回路调控体
系和脑立体定向机器人等特
色治疗技术，在治疗失眠、抑
郁、精神分裂、头痛头晕等疾
病领域疗效显著。目前，有50
余名精神残疾患者在这里接
受爱心托管或长期治疗，许多
贫困患者，由医院免费救助。

11月30日中午1点30分，37岁的江文走下救护车，木然地望着眼前一众白衣大褂，攥着父亲的手不由得更
紧了些。上一次走出村，还是十年前。与他一同前来接受救治的，还有同村的兰女士，两人都患有精神疾病。
作为村里两个贫困残疾家庭，济南历城区残联携手济南远大脑康医院，共同对两人进行救助。

“我们尽最大努力治疗，以减轻整个家庭的负担，降低对社会的危害性，最终回归社会。”济南远大
脑康医院院长刘庆贵说，费用方面，除政府补助的部分，剩下的均由医院承担。

本报记者 王小蒙

11月15日，经过18个小时
的手术，小家瑞体内二十多厘
米大的肿瘤被切除，虚弱的他
只能一动不动地躺在病床上，
眼泪汪汪地望着妈妈说，“我们
回家吧，病好了我还要去上
学。”

腿疼到嗷嗷直哭

小家瑞今年五岁半，生病
前长得白白胖胖的，最喜欢到处
跑着玩。从去年开始他时不时腿
疼，再也出不了门了。小家瑞的
爸爸许洪斌说，开始一直以为
腿疼是骨头的问题，看过不少
骨科却也没查出来原因。“孩子
腿疼是一阵阵的，有时候疼几
天就好了，有时候半夜疼起来，
凌晨三点也去医院看过。”

为了给孩子治病，一年多
来许洪斌跑过全国不少医院，

眼看孩子腿疼没有任何缓解，
他既焦急又无奈。直到去年夏
天，小家瑞在吃了一颗从冰箱
里拿出来的葡萄以后，肚子也
开始痛了。

“一开始以为是凉着肚子
了，后来又去医院看了，才查出
来是肿瘤，而且已经到晚期
了。”说到这，许洪斌满脸痛苦
和内疚，看过这么多家医院，做
过那么多次检查，最终却是“神
经母细胞瘤四期高危”这么残
忍的结果。

今年11月18日，在经过18
个小时的手术后，小家瑞体内
二十多厘米大的肿瘤被切除，
留下了一道横贯整个腹部的长
长的刀口，看起来触目惊心。伤
口被厚厚的纱布包裹起来，有
一次小家瑞看到自己的伤口，
忍不住给吓哭了。

“妈妈我想去上学”

11月27日，记者在山东大
学齐鲁儿童医院胸外肿瘤外科
病房，见到了手术后的小家瑞，
这已经是他第六次住院了。只
见小家瑞虚弱地躺在病床上一
动不动，他蜷缩着身体，瘦得皮
包骨头，头上连着输液管，看起
来让人很心疼。

小家瑞眼睛定定地望向妈
妈，似乎在无言诉说着自己的
痛苦。“生病以来孩子已经瘦了
二十多斤，难受的时候就让我
抱着，在怀里不动也不说话。”
妈妈刘亚晶说，之前孩子做化
疗，经常难受得吃不进去东西，
连水也不愿意喝。

“孩子总会说，妈妈我们回
家吧，我想去上学。”从去年开
始，因为到处看病，小家瑞没上
过几天学。许洪斌说，孩子天天
盼着回家，有时候感觉好受点
了，就会说自己好了，要回家上
学去。

小家瑞的两个姐姐，在纸

上写满鼓励的话语，时刻盼着
弟弟能尽快康复，回到他们位
于枣庄市东郭镇上户主村的
家。“济南市儿童医院的医生
初步制定十期化疗，孩子年龄
还小，目前已经做了四期，每
次都哭得撕心裂肺。”刘亚晶
看到儿子痛苦的样子，心如刀
割，只恨自己无法替孩子承
受。

据了解，小家瑞一家来自
农村，家里种着点地，平时就
靠许洪斌在建筑工地上打零
工来养家。1990年出生的许洪
斌，手上已经磨满了厚厚的茧

子。“前后治病花了几十万，亲
朋好友到处借钱，即使再难也
得治好孩子，他还那么小。”

为了帮助像家瑞这样突
遭大病的家庭，齐鲁晚报联合
水滴筹等公益组织设立了齐
鲁个人大病求助平台。有需要
的大病患者家庭可通过平台
寻求帮助，也可通过平台向有
需要的家庭伸出援手。

如果您愿意向小家瑞伸
出援手，可以扫描二维码查看
详情，并献出您的爱心。如果
您也有类似求助需求，也可拨
打平台热线咨询。

枣枣庄庄五五龄龄童童腿腿剧剧痛痛一一年年，，原原来来是是恶恶性性肿肿瘤瘤作作怪怪
父母务农靠借钱看病，希望爱心人士伸出援助之手

▲江文（左二）一路紧攥着父亲的手。
本报记者 焦守广 摄

医护人员在与兰女士交流。
本报记者 焦守广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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