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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3岁的芳芳家住胶州
市胶莱镇沙沟村，今年10月1
日晚上，芳芳妈妈陈夕霞发现
女儿左眼黑眼珠上有个白点，
虽然不太显眼，但是细心的陈
夕霞还是在第二天带着芳芳
去医院做了检查，被确诊为视
网膜母细胞瘤，俗称眼癌。“听
到这个消息，我和丈夫都要崩
溃了。”陈夕霞说，她没想到这
个从没听说过的病居然会发
生在自己孩子身上。

为了进一步确诊女儿的

病情，10月8日，她带着女儿赶
赴北京，希望能够出现转机，
但北京儿童医院的诊断书却
一模一样。为了保住女儿的生
命，陈夕霞和丈夫接受了医院

“舍眼保命”的建议，并于11月
4日接受了左眼球摘除手术。

芳芳做完手术之后，11月
9日出院，原本以为女儿渡过
了这一关，而医院的病理报告
出来后，又让全家的心情瞬间
跌落谷底。“癌细胞扩散了！”
陈夕霞告诉记者，芳芳的病情

急需化疗，开始初步设定6个
化疗，但离化疗的日子近了的
时候，芳芳的白细胞又低了，
所以打了升白针，两个月来，
芳芳几乎都是在反复发烧中
度过的。

12月3日，芳芳接受了第
一次化疗，在痛苦的化疗结束
之后，家人原本想着芳芳会哭
闹不已，但是她却只是天真地
看着妈妈问：“我的眼睛什么
时候能长出来”，这句话瞬间
让陈夕霞和老公泪流不止。

本报济南12月6日讯（记者
任磊磊） 6日，省气象台预

报，预计下周前期以南风为主，
气温偏高，中后期有一次明显
降水过程并伴有大风降温。7日
是二十四节气的大雪，隆冬时
节来临，我国南方地区已经下
起了大雪，不过下周我省没有
大雪。

大雪标志着仲冬时节的正
式开始。大雪的意思是天气更
冷，降雪的可能性比小雪时更
大了，并不指降雪量一定很大。
这时我国大部分地区的最低温
度都降到了0℃或以下。往往在
强冷空气前沿冷暖空气交锋的
地区，会降大雪，甚至暴雪。我
国南方地区已经在大雪节气之
前开始下起大雪。

不过，我省下周暂未有大
雪，前期气温还有所上升。省气
象台预报，预计下周前期以南
风为主，气温偏高，中后期有一
次明显降水过程并伴有大风降
温。详细预报如下：

7日白天 ,全省天气多云转
阴，鲁西北地区有小雨雪。最低
气温：鲁西北、鲁中山区和半岛
内陆地区-1℃左右，其他地区
1℃左右。

7日夜间到8日白天，全省天
气多云。最低气温：鲁西北、鲁
中山区和半岛内陆地区0℃左
右，其他地区2℃左右。

8日夜间到9日白天，全省天
气多云转阴。最低气温：鲁西
北、鲁中山区和半岛内陆地区
1℃左右，其他地区3℃左右。

10日～11日（周四～周五），
全省天气阴有小雨。

12日～13日（周六～周日），
全省天气晴转多云。

前半周气温升高

后半周将有降水

央视新闻微信公众号曾做
过有关公积金的调查，有30 . 8%

的网友不愿意缴纳住房公积
金。而在不愿意缴纳公积金的
原因当中，认为“条件苛刻，不
方便提取”的占 6 7 . 3 % ，还有
27 . 5%的网友希望将这部分钱用
于投资理财。另外，还有大量网
友觉得“比例太低，应该提高”。
这也说明公积金确实需要改革
了。

日前，国务院法制办公室
发布了《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

（修订送审稿）》，而这距离上一
次修订条例隔了13年。虽然很多
人每个月都在缴纳住房公积
金，但是对于公积金究竟能用
来做什么，并不是很清楚。此次
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
究竟新在何处？关注逸周末公
众微信号(qiluyizhoumo)，查看全
部详细内容吧。点击逸周末微
信页面右上角头像，再点击“查
看历史消息”，还可以看到以前
发送的所有内容哦。

公积金条例将修订

七大改变值得关注！

争争身身后后赔赔偿偿金金，，前前妻妻告告赢赢现现妻妻
律师：虽然死者的女儿判给了前妻，但继承权仍然有效

妈妈妈妈，，我我的的眼眼睛睛啥啥时时长长出出来来
三岁女孩患罕见“眼癌”，左眼球摘除仍需长期化疗

本报记者 周千清
通讯员 冯子智

事件：现妻拒分赔

偿金给前妻吃官司

事件的起源还要从2014年
说起。2014年1月17日，因交通
事故汤先生身亡，4月16日死者
现任妻子成某代表其亲属与肇
事司机张某达成赔偿协议，成
某独自领取赔偿金242000元。

但是，汤先生的家庭成员并
不只有现任妻子。2004年7月1日，
汤先生与前妻武某经法院调解
离婚，他们幼小的女儿欣欣（化

名）判给武某。2007年，汤先生将
哥哥的儿子童童（化名）落户到
自己名下。2011年，汤先生与成某
结婚，未生育子女。婚后三年汤
先生发生意外身亡。

获知成某领取了赔偿金
后，汤先生的哥哥找到成某，称
自己的儿子童童过继给了汤先
生，是汤先生的养子，应该得到
一份赔偿，最终他从成某那儿
领走了65000元赔偿金。剩余赔
偿金成某都据为己有。此时，汤
先生的父母均已过世，判给前
妻至今仍未成年的欣欣是汤先
生唯一亲骨肉。于是汤先生前
妻武某找到成某，表示要领取
属于女儿的一份，却遭到拒绝。

无奈之下，武某通过法律援助
将成某告上法庭。

判决：前妻代女儿

领得一半赔偿金

庭审中，第三人汤先生的哥
哥辩称，他儿子童童与汤先生已
经形成事实上的收养关系，理应
为汤先生的合法继承人。而原告
代理律师苏海建提出，首先汤先
生的户口簿和户籍证明显示，汤
先生与欣欣是父女关系，虽然判
给了前妻，但这种关系不会改
变，而汤先生父母均已去世，只
有欣欣和现任妻子成某二人有
权分得赔偿金。其次汤先生的户

口页显示他与童童是叔侄关系，
虽然童童2007年迁到汤先生名
下，但未办理收养登记，不能证
明具有收养关系。再次欣欣尚未
成年，只有14岁，抚养费应计算
至18周岁，故应先将抚养费21236
元分给欣欣，剩余款项去除丧葬
费用外，由原告武某与被告成某
平均分割。

最终，法庭采纳了原告律
师的代理意见。近日，菏泽市牡
丹区人民法院作出民事判决
书，判令第三人汤先生的哥哥
将收取的65000元返还给被告
成某；被告成某支付原告武某
109350元。目前判决已经发生
法律效力。

“中国房地产卫浴设备优秀供应商”评选揭晓

山山东东““桑桑乐乐””获获行行业业排排名名第第一一
本报济南12月6日讯 （记

者 陈玮） 近日，2016中国房
地产领袖新年峰会投票截止，
卫浴设备优秀供应商评选最终
揭晓，由本土企业山东桑乐太
阳能有限公司摘得桂冠，行业
排名第一。

据悉，由广东省地产商会、
明源云采购网、网易房产、网易
家居联手举办的“2016中国房
地产全行业领袖新年峰会暨首
届‘粤地云采购’优秀供应商大
会”将于年底在广州召开。于11
月9日启动的优秀供应商评选
活动，吸引全国35大行业、数千
供应商参与激烈角逐，投票活
动历时19天，超过330万人次经

销商与消费者参与其中。
截至11月27日，山东桑乐太

阳能有限公司以10070票荣获卫
浴设备优秀供应商行业排名第
一位，以3000多票的优势力压广
东本地名品企业。据悉，桑乐产
品目前已加入此次峰会7家开发
商的品牌供应库，2016年桑乐绿
色新能源产品发展潜力巨大。

据了解，桑乐集团立足于
“阳光、空气、水”的概念，积极
进行战略转型，实施产业技术
升级、产品结构调整。桑乐集团
董事长王雪广表示，要想从竞
争中突围，首先要保证产品的
质量，还要根据市场需求，不断
研发令消费者满意的产品。为

此，桑乐集团提出了绿色新能
源发展战略。“阳光、空气、水”
等清洁能源是桑乐今后的发展
战略，“创享绿色能源全空间”
是品牌使命，打造百年历史、百
亿产值的“双百”企业是桑乐未
来的发展目标。王雪广说：“我
们走的是一条节能、健康、多元
化的发展道路。从太阳能热水
器到光伏电站、空气能热水器、
空气净化器、净水机等多元产
品，希望桑乐为每家每户提供
全方位的绿色生活服务。”

桑乐集团十分重视售后保
障的重要性。桑乐集团副总冯磊
认为，通过网络缩短与用户的距
离，是有效提升自我服务平台的

一个重要方式，同时也是决胜于
市场品牌化经营的关键。目前，
桑乐用户可以通过扫描二维码
登录线上服务平台，通过服务平
台，用户可以了解产品以及配件
价格。此外，用户安装等售后服
务，都可通过互联网实现，解决
了维修不及时、维修站辐射范围
有限、维修人员违规收费等问题。

“用户可进行线上咨询，订购的配
件邮寄上门后，桑乐客服人员将
通过网上远程指导用户安装操
作。”冯磊介绍，桑乐将充分站在
客户的角度为其考虑，从多元化
角度出发，量身定制太阳能市场
销售业务，从而实现企业的跨越
式发展。

幼女黑眼珠上发现致命“白点”

今年10月份，胶州市胶莱镇沙沟村的陈女士发现3岁女儿芳芳（化名）的黑眼球上有一个白点，经检查确诊为视
网膜母细胞瘤，俗称眼癌。为了保住性命，芳芳上个月在北京儿童医院接受了左眼球摘除手术，但不幸的是癌细胞
已经扩散，只能继续接受化疗。据介绍，眼癌病因目前还不太明确，及早发现很关键。

文/片 本报记者 刘震

想知最新分
享内容，扫扫吧！

一周天气

菏泽市的汤先生11年前与前妻离婚，他们幼小的女儿判给了女方。后来汤先生将侄儿落户到自己名
下，并又再娶。去年汤先生因车祸身亡，肇事司机赔偿了20多万元，这些赔偿金，前妻可不可以为女儿领
一份儿，为此前妻和现妻打起了官司，最终前妻赢了。

“眼癌”罕见，及早发现是关键
芳芳的病极为罕见，山东

省眼科研究所青岛眼科医院
主治医师高艳告诉记者，视网
膜母细胞瘤的发病率非常低，
目前还没有官方的统计数据，
主要集中在儿童身上。国内专
攻这方面的专家少之又少，主
要集中在北京、上海、广州等

大城市。“眼癌可能和遗传基
因有关系，但目前在医治上还
有很多盲点。”高艳说，目前治
疗方法主要有激光、冷冻、介
入和手术治疗，如果及早发现
的话是可以保住眼球的，晚了
眼球就难保了，甚至因此被夺
去生命。

目前，为了给芳芳治病，
陈夕霞和丈夫已经花费了10
万多元，而后期每次化疗都要
花费近两万元，经济上已经摧
垮了这个农村家庭。本报呼吁
好心市民能够为这个家庭献
出自己的爱心，陈夕霞电话：
13854208191。

芳芳不知自己的病情严重，
脸上还时常洋溢着欢乐的笑容。


	A10-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