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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岁白血病男孩有望治愈，可数十万治疗费愁坏家人

““爸爸爸爸、、妈妈妈妈，，我我不不想想死死””
文/片 本报记者 杨淑君

本报聊城1月11日讯 (记者
凌文秀 ) 记者近日从聊城

仁爱医院妇科专家刘智英主任
处了解到，由于现代女性不仅
要照顾好家里一切事物，在职
场中也要时时拼搏，身心压力
巨大，因此容易患有妇科炎症
疾病。同时提醒女性朋友，如果
感觉身体不舒服出现疾病征兆
一定要到正规专业的医院进行
诊治，切不可自行用药耽误病，
造成不必要的严重后果。

聊 城 仁 爱 医 院 引 进 的 艾
薇 尔 妇 科 炎 症 治 疗 系 统 是 一

种新型的妇科疾病治疗技术，
它 运 用 生 物 效 应 作 用 不 产 生
耐药性，通过纳米蓝氧发生器
获得高浓度蓝氧治疗液，能在
几分钟内杀灭 99 . 85%大肠杆
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白色念
珠菌和其他有害病菌。而且具
有极强的弥漫性且扩散均匀，
能 全 方 位 接 触 病 灶 ，不 留 死
角，治疗效果彻底；具有快速
杀菌，安全无痛、无损伤的特
点；不会破坏酸碱环境，同时
辅 助 酸 碱 平 衡 法 调 治 妇 科 炎
症，具有良好效果。

远远离离妇妇科科炎炎症症
做做自自信信女女人人

一年前，六岁的龙凤胎儿子王红胜被查出白血病，莘县王庄集镇的王兆峰一家感觉天塌了。在农
村，这就是“绝症”，孩子求生的眼神，和一句“爸爸、妈妈，我不想死”，让这个家庭开始了执着而艰难的
求医路。如今，花去50多万元，医生说，孩子能治愈，可数十万的后续治疗费却像一座大山压得他们喘
不过气来。

贫困家庭雪上加霜

六岁龙凤胎儿子查出白血病
今年30岁的王兆峰，是聊

城莘县王庄集镇的一名普通
农民，常年在北京打工。结婚
后，妻子也随他去北京打工。

2009年，他们有了一对龙
凤胎儿女。这让他们一家高兴
了好一阵子。王兆峰告诉记
者，原本他家就是困难低保家
庭，母亲务农在家，父亲已经
在多年前下岗失去经济来源，
他和妻子常年在外打工，除了
要照顾两个孩子，家里还有八
十多岁的奶奶卧病在床，常年
靠吃药维持生命。是这一对龙
凤胎儿女的到来，给这个原本
沉闷的家，带来了欢声笑语，
常年眉头紧锁的父母，终于有
了笑模样。

可就在2014年11月底，一
个不幸的消息，让这个家庭再
次陷入困境之中：六岁的龙凤
胎儿子被确诊为白血病！

“感觉天塌了！”王兆峰再
次回忆起当时的情景，眼泪不
住地在眼眶中打转，当时他和
妻子两天两夜滴水未进，只要
一提儿子，妻子、母亲，还有孩
子的姑姑就流泪不止。“在农
村老家，一说白血病，大家都
认为是绝症，是治不好的。”王
兆峰说着自己当时的绝望。

确诊后，儿子被送往北京
儿童医院治疗。根据医院的规
定，不用家人陪护。时隔好几
天，再次见到儿子的时候，儿
子告诉他，同病区的大孩子跟
他说，他会死的。“孩子害怕，
他当时就跟我们说，爸爸妈
妈，我不想死。”王兆峰说，那
时候，只要一有机会，他和妻
子就开导儿子，鼓励他，让他
相信自己的病一定能治好，将
来他还可以和所有健康的孩
子一样，背起书包去上学。

市长亲自批示

市县两级民政部门上门救助
为了给孩子治病，王兆峰

和家人把家里能卖的全卖了，
亲戚朋友也都借遍了，从确诊
到现在，一年多点的时间，已
经花去了50多万元。

王兆峰说，得知孩子的
病，他打工的单位积极组织捐
助了两万多元钱，北京当地媒
体也帮他筹集到两三万元钱，
聊城市民也积极捐助了数千
元，可是仍然解决不了他的困
难。

2015年10月，在最绝望的
时候，王兆峰向聊城市政府求
助。当时他也就想着给自己一
个继续坚持下去的希望，没想
到，他的求助得到了聊城市副
市长任晓旺的亲自批示。聊城
市民政局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聊城市副市长任晓旺这样批
示：情况如属实，市民政局和
莘县民政局共同救助，同时让
莘县民政局协调莘县大病救

助，解燃眉之急。市民政局韩
更大局长非常重视此事也做
出了批示。

很快，聊城市民政局和莘
县民政局就跟他联系，自批
复，两级民政部门积极帮他办
理低保，聊城市慈善总会还给
他送去了最高额的救助款。

与此同时，聊城市民政局
慈善总会的工作人员刘玉杰
以个人名义，捐助小红胜2000
元，还在微信朋友圈发动朋友
为其捐款，爱心市民吴海霞、
陈宁、王金华等也纷纷打去救
助款。王兆峰说，在他最困难
的时候，聊城市政府及聊城民
政部门又给了他最坚强的鼓
励，有好几位政府工作人员还
经常和他联系，询问孩子近
况，鼓励他一定要坚持下去，
战胜困难。社会爱心人士也纷
纷给他打电话，询问捐助事
宜。

孩子能治愈

家人却为数十万治疗费发愁
11日，记者拨通王兆峰的

电话时，他说孩子现在的情况
好多了，最近都不用住院，只要
每周去医院做一次治疗就可
以，回到家孩子的精神也好多
了。

上周王红胜刚刚经过一次
穿刺检查，各项指标已经基本
恢复正常。医生告诉他，得了白
血病之后，因为前期的化疗，刺
激到孩子的内脏，完全治愈需
要三年左右的时间，如今已经
过去一年，孩子的恢复状况越
来越好，免疫力也在提升。王兆
峰说，现在孩子每月的治疗费
还在八九千左右，如果照这个
标准，两年还要花二十余万元
才能治愈，如果孩子得一场感
冒，使用特殊药物，就要花五六
千元，花费会更多。

“孩子很懂事，他得知自己
治病花那么多钱，什么东西都
不会跟我们要。”王兆峰说，患

病前，孩子一直跟着爷爷奶奶
在老家，因为在北京住院治疗，
一年多没回过老家，前一段时
间，病情稍稍稳定了些，孩子就
吵着要回老家，因为太想爷爷
奶奶了。“我带他回去一趟，孩
子很高兴，他从小的梦想是想
当一名宇航员，生病后，他说长
大了要当一名医生，救死扶伤，
不让病人受那么多的病痛。”老
人听得直流泪。

现在，小红胜有了治愈的
希望，他也渴望能和所有健康
的孩子一样，将来能走进校园，
可孩子的父亲实在是难以再筹
集到这么高的医药费了。如果你
想施以援手，帮帮这个不幸的家
庭，可以到聊城市慈善总会财务
部进行捐款，由市慈善总会转
交；也可以直接打入王红胜的中
国工商银行的救助账户。收款账
户：6212260200078489008，收款人：
王红胜。

日渐康复的小红胜。

路边散装鲜牛奶

备受市民青睐
专家提醒：牛奶最好选择大品牌

本报聊城1月11日讯(记者
李军) 近年来 ,受奶制品质量问
题影响,散装奶重获市民青睐。记
者发现，虽然散装鲜牛奶受到很
多市民喜欢 ,但对于其质量 ,市民
评价褒贬不一 ,专家提醒市民在
选购牛奶时最好还是选择一些大
品牌的牛奶。

9日下午,记者花园路与财干
路交叉口看到，一位商贩正在售
卖散装鲜奶 ,牛奶装在保温桶和
塑料桶内，周边市民很早就来排
队购买。商贩熟练地用瓶子将桶
中的牛奶倒入塑料袋后递给顾
客,每斤3 . 5元，很多放学回家的学
生和路过的市民都前来购买。

据了解，商贩家里自己养的
奶牛 ,每天把奶挤好后带到小区
附近卖。该商贩说 :“回家后如果
不喝的话就放在冰箱里 ,什么时
候要喝了就拿出来 ,放锅里煮 ,开
锅就能喝了。”

“喝了一个多月了也没发现
有什么问题。”一位购买牛奶的市
民表示，虽然路边摊卖的牛奶是
生的 ,但回家煮开后再喝 ,经过加
温消毒细菌也杀得差不多了。“这
种奶煮熟后味道特别香 ,家里老
人都很喜欢喝。”手里提着一包散
装鲜奶的王女士说 ,自己每次下
班回家 ,只要是碰上卖鲜牛奶的
都会买上一斤。

卫生部颁布的《乳与乳制品
卫生管理办法》规定,个体饲养乳
牛必须经过检疫,领取有效证件。
消毒乳的容器 ,必须易于洗刷和
消毒,不得使用塑料制品。禁止在
生鲜乳生产、收购、贮存、运输、销
售中添加任何物质。从事奶畜养
殖,不得使用国家禁用的饲料、饲
料添加剂、兽药以及其他对动物
和人体具有直接或者潜在危害的
物质。直接从事挤奶工作的人员
应持有效的健康证明。生鲜乳应
当冷藏；超过2小时未冷藏的生鲜
乳不得销售。

“一般大型正规牧场里,监管
力度大,牛场环境、奶牛本身的健
康等都会有很大保障 ,产奶过程
也会实施严格监控。但如果是个
人养的奶牛 ,首先卫生情况不能
保证 ,而且奶牛的生长过程是否
用了药 ,用了什么药都无从查证 ,

市民饮用这样的牛奶后 ,一旦出
现什么问题 ,想要维权都很难。”
专家表示 ,如果是健康奶牛产的
奶 ,采用加热煮沸的方式是可以
起到消毒杀菌作用的 ,但如果是
病牛产的奶,就不好说了。凡是生
病或用过药的奶牛产的奶都是不
允许在市面上流通的。在选购牛
奶时,还是尽量选择一些大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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