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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血癌癌少少年年，，每每天天治治疗疗费费要要55000000元元
父母说，砸锅卖铁也要救孩子

18岁，正是风华正茂、好好学习的年龄。但对于家住商河县怀仁
镇东信村的信英超来说，读书高考却成了一件奢侈的事情。今年清
明节前几天，信英超被诊断出患有急性白血病。目前信英超正在山
东大学齐鲁医院救治，一天的医疗费用就多达5000元。而信英超全
家一年的收入也才不过两三万元。

文/片 本报记者 刘慧 陈伟

为打发病床时间，数点滴成了最大乐趣

12日，记者来到山东大学
齐鲁医院血液中心信英超的
病房。信英超躺在病床上，一
只胳膊正在输液，上面插了很
多管子，另一只手枕在头底
下，他的脸上戴着口罩，平躺
着看着正在滴液的瓶子，一
滴、两滴、三滴……这是信英
超每天的乐趣所在。

“我每天都得躺着病床
上，我妈不让我动，不找点事
情做的话，会很无聊。”信英超
说，以前上学的时候，他恨不
得每天多睡一会，现在整天躺
在床上了反而睡不着了，“我
现在只想把身体养好，快点回
到学校，跟同学们一起上课，
一起写作业，一起踢足球。”

信英超的病床离着阳台
非常近，外面的阳光射在他身
上，让本来就面黄肌瘦的他更
显瘦弱。

信英超告诉记者，他现在
上高三，压力比之前大了很
多。“我得赶紧好起来，努力学
习，考上大学，找份好工作，将
来好好孝敬父母。”

原以为贫血，谁知竟是急性白血病

半个月之前，信英超还在
跟同学们一起认真上课，一起
下课嬉闹。但在清明节前夕，
信英超突然感觉全身没有力
气，稍微一运动就全身冒汗。
起初信英超不以为然，只以为
贫血，但后来身上竟出现了一
些小红点。

信英超的父亲告诉记
者，孩子起初感觉有点不舒

服，都没当回事。由于担心
影响孩子学习，家人决定等
清 明 放 假 再带孩子去医院
检查。

“但后来孩子连爬楼的力
气都没有了，他就再次给我打
了电话，说他实在坚持不了，
于是我就带着孩子去商河县
中医院检查。”

商河县中医院医生经过

检查后 ，也 没 有 说 是 什 么
病，只让家人赶紧把孩子送
到 山 东 大 学 齐 鲁 医院详细
检查治疗。

“听了医生的话，我也害
怕了，带着孩子赶紧往济南
奔。”信先生说，在齐鲁医院检
查后，医生告知信英超患了急
性白血病，当时感觉整个天都
塌下来了。

每天治疗费5000元，一周就花完家里全年收入

齐鲁医院医生介绍，目
前信英超的身体状况还处在
危险期，要经过3—4个疗程
的化疗将他体内的癌细胞杀
死 后 ，才 能 再 进 行 骨 髓 移
植。“如果病人体质好的话，
3— 4个化疗疗程之后可进
行 骨 髓 移 植 ，如 果 体 质 稍
弱，可能化疗的时间还要延
长。”

“我就这么一个孩子，
他从小就挺乖，啥事都不让

父母操心，脏衣服也都是自
己洗。”信英超的母亲哽咽
着说。

据信英超的父亲介绍，之
前在急救室抢救花了不少钱，
如今搬入病房后，每天的治疗
费在5000元左右。

据了解，信英超的父母来
自农村，今年都40多岁了，家
里一共种了4亩半的土地，平
时都是信英超的父亲在外面
打工，一天工资是140元，信英

超的母亲在家照顾孩子操持
家务，有空的时候也会到附
近的服装厂做散工，一天工
资30块钱。

“算下来，我们一年的收
入，扣除必要 的 开 支 外 ，也
就是两三万元，仅够孩子一
周的治疗费。”信英超的父
亲说，后面的治疗可能需要
更多的费用，他得尽量地去
筹钱，就算砸锅卖铁也得救
孩子的命。

请您伸出援手，救救18岁少年

刚出电梯，我就看到了信
英超的父亲跟母亲，他们早早
地等在电梯旁，只是为了提醒
我，现在信英超还不知道自
己的病情，让我在提问时尽
量避开这个话题。

18岁的年纪就应该像向
日葵一样充满朝气，全身散
发着用不完的力气，但此时
的信英超却是那么的虚弱无
力。看着父母在照顾自己，而
身为子女的自己却只能躺在
病床上呻吟，那一种无奈跟
心酸，旁人也许是很难体会
的。

信英超一家来自农村，
家中以种地为生，信英超的
妈妈说：“这么多年了，很少
带着孩子来济南玩，如今好
不容易来济南一次，却是为
孩子看病，我们感觉亏欠孩
子太多了。”

虽然挣钱不多，扣除家用
跟孩子上学的费用，一年也能
剩余两三万块钱，日子虽然不
富裕，但生活却挺幸福的。

“孩子这一生病，家里的
积蓄全都拿出来了。”信英超
的父亲说，孩子一天就要5000

元左右的治疗费用，目前亲戚

也都借遍了，“我现在晚上做
梦都是去哪里借钱。”

希望社会上的好心人能
够伸出援手，拯救一个1 8岁
少年的生命，让我们用力所
能及的力量，凝聚起爱的力
量。如果您想捐助信英超一
家，奉献自己爱心，欢迎拨打
8 4 8 8 8 4 6 8，或者直接到星都
财富广场 8 0 6室奉献自己的
爱心。《今日商河》编辑部将
在第一时间，将您的善款交
到信英超家人手中，从而让
他早日脱离病痛，迎接美好
生活。

记者手记

即使患病也依旧保持微笑的信英超。

人上了年
纪，早早晚晚
都会出现关节
不灵活，走起
路 来 左 摇 右
摆，上下楼时
关 节 疼 痛 难
忍，不敢使劲，

久坐站起时关节僵硬迈不动步，伸曲受限，
下蹲困难，严重者关节积水、肿胀甚至变
形。这是形形色色的关节病在作怪，是由于
关节软骨磨损退变造成的。骨质增生、滑膜
炎、髌骨软化、半月板损伤是比较常见的临
床表现。由于成人关节软骨层、半月板属无
血管组织，缺乏血液供应，给治疗带来了困
难，西医多建议通过手术换关节解决问题。

“百灵奇草神贴”是谭教授，对黔南
民间流传千年之久的白草神贴进行了大
量研究，把重心放在受损软骨细胞的修
复上，终有良药“百灵奇草神贴”问世，配

方用十多味高原地产药材提取、浓缩，通

过强效药力刺激人体经络激活骨细胞，

促进软骨组织修复功能，效果百试百灵，

出奇的好，患者只需按穴位在每晚睡觉

时贴敷一次，经络就能迅速打通，疼痛当

晚就能缓解，数日滑膜炎症消除，疼痛很

快就能缓解，关节慢慢恢复活力。坚持使

用，软骨覆盖层光滑圆润慢慢恢复弹性，

关节爽利，上下楼，出门散步，做家务，像

正常人一样生活。准字号药，不脏、不流、

抗过敏！一疗程20天需用药10-15盒！市

内免费送货，全国各地免费邮寄，药到付

款。专业人员免费上门指导。(豫医械广审
(文)第2014090021号)

健康专线：0531-55501064
专销地址：舜天大药房(济南市大观

园商场内一楼B区) 四世堂大药店(洪楼

东环联小商品市场北50米路东) 华东大

药店(大观园经四纬二路口北20米路东)

各位患者朋友，你还在
为颈，腰椎，腿疼串麻，而烦
恼吗？陈锦云教授，祖居川
南，世代行医，一生淡泊名
利，专攻骨病顽疾,坚持中医
创新,集毕生精力研制陈氏-

透骨祛痛贴，用于腰椎间盘突出,患者反应强烈,目
前在全国许多城市受到广大患者的认可，对于腰
椎间盘突出，最初从治疗血栓疾病受到启发，把腰
椎间盘突出物当做骨血栓来对待，别人用药活血
化瘀，我采用破血清淤，中医反治,几乎立竿见影，
很多患者一个疗程腰不疼、腿不麻，不痛，能翻身
下床，贴不到两个疗程，基本恢复行走能力。更有
很多严重患者连续换几次药，知觉明显恢复。

“透骨祛痛贴”由陈教授专门针对颈腰椎病研
制而成的新型高效黑膏药，内含大量生物活性酶，
并引进现代远红外透皮吸收技术，药物有效成分
可直达病灶，与突出物发生连锁生化反应，使突出
物失水萎缩溶解消失，钝化骨刺消除炎症，营养修
复椎间盘，从而解除对神经及脊髓的压迫，达到标

本兼治的目的，愈后不易复发，患者只需用 “透
骨祛痛贴”按穴位贴敷，大部分患者很快就能见
效，坚持按疗程用药，就能恢复正常生活，无需吃
药打针做手术，轻松去除多年老骨病。

“透骨祛痛贴”不能包除百病，专门针对久
治不愈的：颈、腰椎间盘突出、椎体滑脱、椎管狭
窄、骨质增生等顽症凡颈腰椎病痛疼、酸胀麻
木，脚踩棉花,走路踉跄，穿衣拿筷费劲者，头晕
呕吐头痛者及腰突不能正常行走者，医生已建
议手术者，使用此方更显物有所值，特别是使用
其它产品效果不佳、久治不愈及术后复发的顽
固性患者，即便是已经卧床不起也有康复的希
望！很多患者花万元治疗不如我千元之效，良心
产品，用疗效说话，市内免费送货，专业人员免
费上门指导。(豫医械广审(文)第2014090022号)

健康专线：0531-55501064
专销地址：舜天大药房(济南市大观园商场

内一楼B区) 四世堂大药店(洪楼东环联小商品
市场北50米路东) 华东大药店(大观园经四纬
二路口北20米路东)

86岁老中医专攻“颈腰椎顽症”“膝关节疼痛难忍”黔南有灵药
电话预订，即可享受买10赠5，买20赠15，买30赠25，另外买10盒以上，送专用护具；买20盒以上，送健康理疗服；30盒以上送专业骨病治疗仪；打一个电话，还你一生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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