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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儿患白血病需骨髓移植，牵出父母本要守一辈子的秘密

““2277年年前前收收养养你你，，现现在在寻寻亲亲救救你你””

本报济南2月28日讯 感动
于王培洪的孝顺、懂事，心疼闫
娜命运的不幸，山东省脐血库决
定伸出援手帮助这两个处于不
幸的家庭。

本报刊发王培洪的报道后，山

东省脐血库表示，将为他免费去做
配型，寻找符合移植的造血干细
胞。而看到王培洪的报道后，不少
读者和众多爱心人士纷纷致电本
报愿意为这个不幸的家庭提供帮
助，家里有心急如焚等待着你回来

的妈妈，有众多想要帮助你的好心
人，赶紧回来接受治疗吧，王培洪！

在闫娜寻找亲生父母的同
时，山东省脐血库也将免费为闫
娜做HLA分型检测，并查找是否
有符合移植需要的脐带血，如脐

带血配型成功，省脐血库也将免
费提供脐带血用于移植。闫娜的
亲生父母如果能找到，省脐血库
也将免费为其父母做分型检测，
他们将持续关注闫娜的病情，给
予最大的帮助。

作为造血干细胞除骨髓外的
另一来源脐带血，也发挥着和骨
髓一样的作用，能够挽救血液病
患者的生命。同时因为是实体库，
一旦配型成功能够立即出库，为
患者争取时间。 本报记者

感动王培洪的孝顺，心疼闫娜的不幸

山山东东省省脐脐血血库库要要免免费费为为他他们们做做配配型型

27年前，他们把女儿闫娜捡回家时就发誓，这辈子都不会跟任何人提起这个秘密，一辈子
把她当成自己的亲生女儿来养。可是27年后，女儿闫娜突患白血病，他们无奈说出了女儿的身
世，希望能找到她的亲生父母进行骨髓配型。

清瘦的面颊，浓密的头
发，听到她开朗的笑声，谁会
想到这是一个身患白血病的
女孩？1 9 8 9年出生的闫娜是
去年4月1日被确诊为身患白
血病，“之前一直感冒发烧，
胸口疼痛，所以就去医院检
查了一下。我记得非常清楚，
那天是愚人节，没想到老天
爷和我开了这么大的玩笑。”
闫娜说，当她拿到化验单时，
泪 水 夺 眶 而 出 ，“ 我 这 么 年
轻，我不相信会得这种病，肯
定是误诊。”经过多家医院的
诊断后，她内心仅存的一点
侥幸没有了，只能接受了这
个事实。

“我的身体很棒，感冒从
来都是扛过去的，不过医生
告 诉 我 ，这 都 是 患 病 的 前
兆。”闫娜说，这些都是她事
后才知道的，去年3月27日早
上 5点钟，闫娜的胸口疼得特
别厉害。“疼得我实在忍不住
了，就去医院挂了个急诊。”
回忆起当时的情形，闫娜咬
着嘴唇说道，“我几乎是爬着
去的医院。”闫娜说，她在医
院做了 CT ，心电图，结果都

是正常的，医生就建议去查
个血，查完血后，医院建议做
骨穿。“我看到骨穿这两个字
的 时 候 ，害 怕 极 了 ，几 乎 崩
溃，我感觉肯定不是好的结
果，不敢相信。”然后她又去
省城另外两家大型医院做了
检查，可是检查结果都是一
样的。

“虽然心里也有最坏的打
算，但是确诊后，我很害怕。”闫
娜说，在拿到结果往家走的路
上她都想过要一死了之。当闫
娜说出这些话，坐在她旁边的
妈妈，已经哭得不成样子。

闫娜的老家是宁阳县东疏
镇寺头村，父母都是务农为生，
所以她高中没有毕业后就外出
打工补贴家用了。“我和她爸爸
都很支持她上学，好说歹说她
就是不听。”闫妈妈说。2012年
年初，闫娜经人介绍在济南一
家茶叶店卖茶叶，每月2000元
的收入，日子过得也还可以。

“要不是去年查出病来，我可能
会在茶叶店一直干下去。”闫娜
说，自己是个闲不住的人，每天
早起晚归，工作做得出色，同事
和老板都很喜欢她。

文/片 本报记者 刘相华

愚人节当天

被查出身患白血病

“当时医生建议我住院，让
我打电话给父母过来照顾。”可
是闫娜怕在电话里给父母说不
清楚，她决定赶回家，当面和他
们说。可是见到爸妈后，她也没
有勇气开口，孩子眼底的忧愁
和哀伤怎能瞒得住父母，于是
闫娜把诊断结果递了过去。

“这种病我们都是从电视
上看到的，我们怎么也不会想
到会摊自己孩子身上。”闫妈妈
擦着眼泪说，抑制住心头的悲
痛，一边安慰着孩子，一边向亲
戚朋友借钱。“倾尽所有，救孩
子。”闫妈妈说这是他们全家坚
定的信念，一定要把活泼开朗
的孩子救回来。在筹到5万元的
救命款后，妈妈就陪着闫娜来
济南住院治疗。

闫妈妈了解到，目前治
疗白血病最好的方法是骨髓
移植，而骨髓移植最佳的配
型对象是父母、兄弟姐妹，因
为稍有一点不合适就会导致
排异反应,甚至还会出现严重
的并发症。骨髓移植让闫妈
妈犯了难，因为她有一个关
于 女 儿 身 世 的 秘 密 不 得 不

说，可说出秘密对身患重病
的孩子又是一个重大打击。

“当时养她的时候我们老两
口发誓这辈子都不会告诉孩
子”闫妈妈含着泪花说。

原来，1989年腊月初四晚
上 8点钟左右，闫娜的舅妈走
亲戚回家，在东疏镇围子里村
东头的小屋里听到一阵孩子
的哭声，走进去一看，一床小
花被子包着浑身是血，看上
去 也 就 生 下 来 两 三 天 的 女
婴，这个女婴就是闫娜。舅妈
就把她抱回了家，可是家里
本来就已经有两个孩子了，
沉重的家庭负担已经无力再
去多养一个女婴，所以就把她
送给了闫娜的父母来养！

知道真相后的闫娜不敢相
信，疼了自己27年的父母竟然
跟自己没有任何血缘关系，“养
父母为我付出了太多，为了她
们，我也要好好活下去！”闫娜
希望尽快找到自己的亲生父
母，她没有一点儿怨恨他们的
意思，只希望能与他们进行骨
髓配型，自己得到救治，不再让
养父母伤心。

父母违背誓言道出

“女儿非亲生”秘密

现在的闫娜早就辞掉了工
作，每月都会去医院接受化疗。
医生刚开始建议做19次化疗，

“2015年做了10次，今年再做6
次，明年还有3次。如果顺利的
话，病就会得到控制。”闫娜说，
一个疗程就是一个月的时间，
先做7到9天的化疗，然后是一
周的住院治疗，一个月下来20
天的时间都是在医院度过的。

“化疗后，身体里好的细
胞、坏的细胞都被杀死了，身体
的免疫系统很脆弱，需要注射
激素，也不能出门，即使如此，
我还是每周会感染，需要再一
次住院治疗。”脸色蜡黄的闫娜
说，她的左胳膊一直绑着连接
心脏的针管，右胳膊全是黑色
的淤青，全身浮肿。而注射激素
带来的最明显变化就是体重猛
增，由之前的 108斤蹿至 142
斤，身高165cm的她笑着说，

“都有点讨厌现在的胖了。”
在闫娜的床头摆着一张她

2009年拍的照片，照片中的她脸
上挂满了微笑，面色红润，朝气
蓬勃，调皮可爱。床尾则是一摞
摞的化验单、住院单、医疗收费
单。“我一个月化疗费2万元，感
染治疗费1 . 5万元，中药费3000
多元，报销一部分后自己缴纳的

费用是1 .5万元左右。”闫娜指着
这些单据喃喃地说道。

显然，这些花费对于原本就
不富裕的闫娜家来讲，无疑是雪
上加霜。为了节约开支，闫娜每
天只喝点稀饭和牛奶。闫妈妈每
天下午照顾完闫娜后，都去给饭
店打扫卫生，每月挣1100元钱，

“这都是好心人的帮助，知道我
们困难，有意帮我们的。”

“现在我们手中不到1万元
钱了，上周六的时候去医院又
交了1万元的住院费。”闫娜拿
着银行卡说，她的治疗费都是
爸爸在老家东拼西凑借来的。

“我们村家家户户都捐了
款，现在也花完了。亲朋好友都
借了个遍，人家也要过日子，也
不好意思再开口找人家借了。”
闫妈妈说，为救孩子，他们一家
人就是砸锅卖铁也会把钱凑上。

“看我的头发，都已经掉了
三分之二了，要不是头发茂密，
样子肯定很难看。”闫娜说，她最
担心的是，过完年后病情反复，
而家里的积蓄早就花完了。“现
在的医疗费都是借的亲戚朋友
的，也就够2个月的化疗费用，本
来还想着去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让医生给我看看，现在看来要往
后拖拖了。”

为救孩子

砸锅卖铁也会凑钱

闫娜的房间，不到20平米
房间里只有一张床，一张桌子，
一个简易衣柜，舍不得开的电
热板。

如果闫娜的亲生父母或者知情人士看到报道请拨打本报
热线，96706或者0531-85196807；如果社会好心人想帮助闫娜，
可以通过以下方式献出您的爱心：

（1）闫娜微信号和支付宝账号：15098746596；
（2）账号：6236682340000674811 开户行：建行济南浆水

泉路支行 开户人：闫娜

没生病之前的闫娜

闫娜治疗花费的单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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