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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女儿儿才才刚刚满满月月，，小小伙伙患患上上血血瘤瘤
邹平26岁的孙建民新婚不久患重病，急需40万救命钱

本报6月3日讯(记者 张峰
见习记者 刘利群) 一个26

岁的生命化为一串冷酷的数
字——— 40万，还差40万元，身患
血瘤的孙建民才能顺利进行自
体造血干细胞移植。如今他刚
刚做完三个疗程化疗回家短暂
休养，当他从妻子手中接过刚
刚满月的女儿时，不知是喜是
悲。

2日下午4点，邹平县黛溪
街道办韩坊村，孙建民的妻子
听到大门口有停车的声音，眼
泪又忍不住流了下来。在北京
经过三个疗程的化疗后，结婚
照中那个高大的孙建民已经脸
色苍白、步履蹒跚，像一个上了
岁数的老年人，在大舅哥等人
的搀扶下，艰难地迈上三级台
阶进入堂屋。

从妻子手中接过刚刚满月
的女儿，孙建民的眼泪也跟着
流了下来。

击垮这个家庭的是非霍奇
金淋巴瘤。今年春节刚过去八
天，结婚才两个月的孙建民还
沉浸在新婚的幸福中。以为得
了感冒没怎么当回事的孙建民
感到身体越来越虚弱，到济南
检查后，结果让一家人都惊呆
了。常听别人说起的血瘤竟然
发生在自己身上，而且癌细胞
数量已经达到8%，根据医生的
说法，达到20%就是白血病了。

变卖家产、卖掉结婚时刚
买 的 轿 车 、挨 家 挨 户 去 借
钱……孙永端唯一的想法就是
坚决不能失去儿子。

“本来以为儿子结婚成家
后就没啥心事了，这不刚结完

婚不久，家里的积蓄也花得差
不多了，没想到查出了这种
病。”孙永端拿出一沓病历、药
费单、检验结果，还有一个小本
子，上面记着满满的数字，“前
面是我借的钱，后面是乡亲们
给凑的。”

“这100元是张大刚的娘送
来的，张大刚家庭条件不好，以
前得过大病，村里也给他捐过
钱。”“这10块是低保户王红送
来的，他已经没有劳动能力，媳
妇带着孩子在外打工。”“刚才
送煤气的乡亲听说了俺家的情

况后，按成本收了俺70块钱。”
孙永端算了算，三个疗程

下来，医疗费等各种花销已经
花去20多万元，并欠下10多万
的外债，“做完三个疗程，癌细
胞基本没了，回家休息20来天，
再进行自体 (造血干细胞 )移
植，后期还得做三个疗程的化
疗，差不多需要40来万吧。”

记者了解到，孙建民的病除
了新农合报销一部分，还能通过
大病救助报销60%左右，但需要
治疗完后才能报销，这40万成了
治病的一块“拦路石”。

孙建民的岳父拄着拐杖，
空荡荡的右腿裤管折在腰间，

“帮帮我们吧，孩子还太小了
啊。”

如果您愿意救助这个苦难
的家庭一把，奉献您的爱心，可
以联系孙永端：13793864125。

中国工商银行开户名：孙永端
卡号：6222021613014597396。

(孙永端个人声明：一旦凑
齐医疗费，会登报声明停止接
受捐款，剩余款项捐出去救助
他人。)

孙建民回家后抱着刚刚满月的女儿。

市民争买蜂蜜献爱心

““蜜蜜蜂蜂大大姐姐””两两天天卖卖出出660000斤斤蜜蜜

救助“蜜蜂大姐”

本报6月3日讯(记者 张牟
幸子) 本报6月2日以《“蜜蜂大
姐”重病不忘卖蜜还债》为题，
报道了经常做义工的李鲜花患
肿瘤后婉拒他人的捐助，靠卖
蜂蜜来还债和凑医药费的事
情。报道刊登后引来市民大量
转载，很多市民特意去“蜜蜂大
姐”的蜂场购买蜂蜜献一分爱
心。

2日上午，许多市民开始在
微信朋友圈、QQ空间等网络平

台转载本报关于“蜜蜂大姐”的
报道，并询问购买蜂蜜的地点。
李鲜花的义工朋友们还专门成
立了一个微信群，来帮助“蜜蜂
大姐”卖蜂蜜、送蜂蜜。在群里，
记者看到许多爱心市民纷纷订
购蜂蜜，还有的市民为外地的
亲友订购邮寄。群中名为“我是
阿迪”的网友主动承担起为无
棣县购买蜂蜜的爱心人士送蜂
蜜的任务，他告诉记者，无棣县
这边买蜂蜜的人由他统计，统
计好后过两天他来滨州拿蜂
蜜，“到时候把钱直接给大姐，
这样大姐也方便，买蜂蜜的也
方便。”3日下午，这个微信群中
订购的蜂蜜数量已经达到120

多斤。
3日傍晚，记者再次联系到

了“蜜蜂大姐”李鲜花的丈夫贾
海滨。贾海滨告诉记者，从2日
开始就不断有人来买蜂蜜，还
有人拿着报纸来看看我们的情
况。“有个开车的市民说是要一
百块钱的蜂蜜，结果扔下二百
块钱就走了，还有的扔下钱不
要蜂蜜的，还有很多人买了蜂
蜜不让找钱。遇到这种情况我
都不同意，让他们拿够了蜂蜜
再走。”贾海滨告诉记者，好心
人真是太多了，没想到大家看
到他们的情况后会来帮助他
们，“其实我知道人家不是非要
买蜂蜜，就算买也没必要跑这

么远来这里买，人家是想帮助
我们，所以我就更不能占大家
便宜了。”贾海滨粗略算了一
下，这两天大约卖出了500斤左
右的蜂蜜。

记者在滨州市星火公益事
业发展中心了解到，他们已经
形成了方案，打算帮助“蜜蜂大
姐”义卖蜂蜜。星火公益事业发
展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蜜蜂
大姐”李鲜花一直都坚持做义
工，现在她有困难了我们更要
伸出手帮助她。

本报再次呼吁，希望市民
伸出援手，献出一分爱心，购买
一瓶蜂蜜，让“蜜蜂大姐”的生
命得以延续。

本报6月3日讯(记者 王领娣)
2010年9月至2013年8月，王某在

滨州市国土局办公室担任汽车驾驶
员期间，利用其经手负责加油、过
桥、过路等出差费用支出结算的职
务便利，骗取滨州市国土资源局公
款共计53笔，金额398500元。近日，
法院经审理以王某犯贪污罪，判处
有期徒刑十年，退赔滨州市国土资
源局398500元。

2010年1月，王某与滨州市九洲
人力资源配置有限公司签订劳动合
同，受该公司派遣，在滨州市国土局
办公室担任汽车驾驶员，合同是两
年签订一次，他主要根据国土局办
公室的安排，驾驶本单位车辆和国
土局的工作人员出差。 出差过程
中加油、吃饭、住宿费用都是他负责

支付，然后开具发票，回单位报销。
然而，从2010年9月开始，王某

起了“歪心思”，为了多弄点钱，他就
想买点加油、饭费等发票，利用担任
司机报销费用的便利，多报销些费
用。于是，王某通过非法渠道，低价
购买了许多金额不等的加油发票。

那么王某又是怎么逃过领导签
字报销环节呢？每次报销他先将正
常出差支出的发票贴到费用报销单
后边，填好正常报销的金额，他在报
销人栏里签名，找办公室主任、财务
科长、分管副局长签字，最后局长签
字。领导签完字以后，他私自在费用
报销单金额前边加上一个或者两个
数字，增加报销单的金额，然后根据
增加的金额将对应的加油发票等添
加贴到费用报销单后边。他拿着篡

改后的费用报销单到市国土局财务
科报销，财务科出纳员根据他改动
后的金额支付给他费用。

2013年8月，财务在审核王某报
销费用时，发现数额过多，经审核原
始凭证，发现了王某多报销的情况。
其单位一直使用加油卡，不报销机
打发票，办公用品、吃饭、住宿发票
一般由单位统一安排，且王某报销
的虚假发票都只有他本人的签字。

滨城区人民法院审理认为，王
某作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报销公
务 支 出 的 职 务 之 便 ，侵 吞 公 款
398500元，其行为构成贪污罪，以王
某犯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退
赔滨州市国土资源局398500元。王
某提起上诉，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经审理驳回其上诉，维持原判。

报销单金额前擅加数字

公公车车司司机机33年年侵侵占占公公款款近近4400万万

声称自家树

卖掉别人的
男子行为构成诈骗

被行政拘留7日

本报6月3日讯 (记者 王晓
霜 通讯员 郭海涛 ) 自己种
植多年的杨树被别人连根拔走
卖掉，经查竟是同村人所为。近
日，惠民县李庄镇派出所破获一
起将他人所养树木卖掉诈骗钱
财案。

5月18日上午，惠民县李庄
派出所接到县局指挥中心调度
室指令，李庄镇某村徐某甲报警
称，有人将其种在村北的杨树偷
走。民警迅速赶到现场，经了解
得知，徐某甲的3棵杨树被他人
偷走，价值1000余元。民警随即
走访附近群众，当日下午获得线
索并找到嫌疑人——— 徐某甲同
村同辈的徐某乙。

经询问，徐某乙承认违法事
实。原来，他为了赚点钱花，于5
月17日找到淄博市做木材生意
的李某，将徐某甲的杨树说成自
己的树，并将树卖给了李某。

徐某甲得知案件查实，坚决
要求民警按盗窃处理嫌疑人。民
警在安抚徐某甲的同时，就案件
定性一事向所负责人及县局法
制大队进行了请示，确定嫌疑人
的行为是虚构事实、隐瞒事实真
相，属于诈骗，并不是盗窃。最
终，依法决定给于徐某乙行政拘
留7日的处罚。

案件处理完毕后，民警为了
挽回徐某甲的损失，找到李某进
行调解协商，李某按照市场价格
赔偿了徐某甲的损失，徐某甲对
民警的处理结果表示赞同。

事后，李庄派出所组织民警
对该案进行剖析。针对辖区内很
多群众种树、类似案件发生的概
率比较大且群众对此类案件性
质认识不准确、一旦发案容易引
起其他矛盾的问题，派出所立即
分成4个工作小组，到种树群众
较多的村庄进行相关法律和安
全防范宣传，得到了群众的好
评。

滨州市兆鑫投资有限公
司丢失齐商银行滨州滨城支
行 开 户 许 可 证 ，核 准 号 ：
J4660002347201，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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