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十岁本该是在校园里沉浸
于朗朗书声里的年龄，然而去年
年底，一张诊断书却让年仅10岁
的唱唱(化名)从此离开了属于她
的校园生活，她被查出患有M2型
白血病。从此，整个家庭陷入一
场没有尽头的战争中。化疗、生
三胎、留脐带血，全家人想尽一
切办法，只为留住女儿的生命。
近日，山东省脐血库作为全省唯
一的正规合法的脐带血库，为这
个家庭重新点燃了希望。

本报记者 马玉姝

十岁女孩身患白血病

家住桓台县的张女士有个
幸福圆满的家庭，这个家原本有
姐姐和弟弟两个孩子，然而在
2015年9月，9岁的姐姐唱唱被诊
断出患有白血病。张女士为了挽
救女儿的生命怀上第三个孩子。
9日，记者来到这个家庭时，距离
张女士的预产期还有13天。

据张女士介绍，唱唱是校体
育队足球队的一员，去年11月份
起，她放学回家时身上经常出现
淤青，“当时她发低烧，然后膝盖
的骨头疼，每次放学回来身上就

发紫，最厉害的时候白眼球上都
有血块。”张女士带着唱唱到县
医院检查，检查结果中血象指标
显示，唱唱的血小板已经到了三
十多了，且白细胞开始增长，医
生说这种情况很可能是白血病，
建议张女士到济南的医院再做
检查。

去年11月27日，张女士和丈
夫带着唱唱辗转从山东省立医
院又到北京儿童医院，“28号到
北京的时候她的情况非常不好，
血小板降到了5个单位，已经很
危险了，检查结果是M2型白血
病，而且她的基因ETO显示阴
性，愈后不好。”

12月1日，唱唱开始了6个疗

程煎熬的化疗期，剧烈的疼痛有
时让她难以下床。一个疗程后，
情况慢慢有了转变，医生说唱唱
的治愈率有65%。一家人似乎看
到痊愈的希望，却万万没想到，
此时又出现新的问题。

为挽救女儿怀上第三胎

化疗对尿道粘膜的极大损
伤导致她的尿道粘膜脱垂，唱唱
不得不停止化疗。2月份，他们来
到某人民医院，两个疗程的诊疗
后，医生建议做干细胞移植。

回到淄博后，唱唱一直靠中
药稳定病情，为了给她治病，家
里已经花光了所有的积蓄。张女

士辞去原有的工作，全力照顾女
儿，她不忍看着孩子受罪，一直
没再做过全面检查。“她的骨头
特别结实，每次做骨穿，钢针老
是用弯好几个，给她做骨穿我特
别后怕。现在老二的年龄太小
了，不能做配型，只能指望老三
的脐带血了。”

据张女士介绍，唱唱从小免
疫力低下，近期房子刚装修完半
年，住进来第二个月时，唱唱就
查出患有白血病。“她从小就一
直输血，而且经常性的感冒，三
个半月大的时候，因为支气管肺
炎住院，后来慢慢的得了血管
瘤，到了幼儿园的时候出现急性
脑膜炎，一直连续发烧，最严重

的一次发烧四十多度。那时候几
乎天天在医院里输抗生素。”

脐带血相对骨髓和外周血
的排异反应较小，为此张女士不
得不怀上第三胎，希望即将出世
的孩子，能为女儿带来好运。“当
时老二没有储存脐带血，要是存
了的话，说不定就不要第三胎
了。”

脐血库延续希望火种

张女士最担心的还是女儿
自身的排异反映和脐带血的质
量，脐血库的工作人员说：“我们
曾把第一批存了近二十年的脐
带血造血干细胞拿出来做了活
性检测，最终结果显示细胞活性
完全满足临床移植需要。”据脐
血库的工作人员介绍，直系亲属
的配型成功率在25%到50%之间，
远高于陌生人的配型成功几率。

如今，唱唱的检查费用、脐
带血存储以及日后的血液配型
等费用成了一连串遥不可及的
数字，“在北京的几个月里已经
花了四五十万元了，现在每个星
期的胶囊和汤药就需一千多元
钱，全家都指着他爸爸的工资，
马上。他也得辞掉工作照顾孩子
了”

山东省脐血库表示，为了援
助唱唱，接下来将根据她的治疗
时机等情况做分析，争取进行

“火种工程”援助，“截至目前我
们已经援助了近百人了，希望可
以借助火种工程能让类似的家
庭看到更多的希望。”

为为救救白白血血病病女女儿儿,,母母亲亲怀怀三三胎胎留留脐脐血血
山东省脐血库点燃生命火种，为桓台白血病患儿带来生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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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在中国，很多家庭
因为给孩子看病而负债累累，甚
至倾家荡产。“因病致贫、因病返
贫”的现象非常普遍。尤其是在
农村，如果家里孩子被查出患有
重大疾病，对于这个普通家庭来
说不亚于一场灾难。相对于农村
普通家庭，经济上的窘迫不仅使
他们陷入生活和心理上的巨大
压力之中，更使患儿无法享受充
足的医疗救治。

近几年来，随着环境污染日
益加剧，农村白血病患儿的数量
激增。如今白血病已经不再是不
治之症，通过化疗、造血干细胞
移植等方式，约80%~90%可以缓
解，60%~70%可以治愈。然而，白血

病治疗周期长，一般需要2—3
年，治疗费用10万—30万，骨髓移
植费用30万—100万，且在此期间
的任何意外都可能导致复发。

据了解，2013年中国白血病
儿童生存报告显示，在每年新增
的白血病患儿中，很多选择了保
守治疗，甚至是忍痛放弃治疗，
有相当一部分患儿在等待筹钱
救治的过程中死亡。

虽然近年来国家医保政策
已经提高了对少儿白血病的医
保报销比例，扩大了医保覆盖范
围，但各类保险包括社保对患儿
家庭的帮助也有限。

此外，报告显示，治疗白血
病的医院基本都在大城市，约

82 . 17%的受访家庭都选择省、
市级大医院。而按照新农合报
销标准，不同地方、不同级别的
医院、不同类型的白血病，报销
比例都有差别。省、市级的大医
院报销的比例比县镇一级的
低，如果选择其他省市的医院
治疗或非定点医院治疗，将不
能报销或者报销比例更低。在
目前医保报销政策和资金额度
限制下，儿童重大疾病治疗的
自付部分仍然让一些贫困家庭
不堪重负。

关爱农村白血病患儿

科学看待生命健康问题

针对身陷白血病困境的
农村家庭问题，一方面，国家
政策对患儿家庭的救助有待
完善，另一方面，家长们也要
积极做好疾病预防工作，营造
健康环境，提高科学认知。

脐带血是胎儿娩出、脐带
结扎并离断后残留在胎盘和脐
带中的血液，通常是废弃不用
的。经科学家研究发现，脐带血
中含有可以重建人体造血和免
疫系统的造血干细胞，可用于
造血干细胞移植，可治疗多种
疾病。因此，脐带血已成为造血
干细胞的重要来源。

据国家卫计委2011年数据
统计显示，我国有500万血液病

患者正在等待造血干细胞的移
植，且每年以4万的数字在飞速
增长，其中一半是儿童。然而每
年仅有约0 . 03%的患者有幸能
得到造血干细胞的治疗。所以
说储存脐带血不失为一种预防
血液性或免疫性等重大性疾
病，为生命健康留一份保障的
最佳选择。而且选择在国家规
定的正规脐血库储存脐带血，
签订相关协议，缴纳相应费用
并正式保存后，还可获得最高
达55万元的住院医疗保险和重
大疾病保险，可为患儿家庭减
轻支付高昂医疗费的负担，帮
助他们走出被疾病长期困扰的
深渊。

白白血血病病患患儿儿数数量量激激增增，，如如何何才才能能避避免免““因因病病致致贫贫””
我国每年新增约4万等待造血干细胞移植的血液病患者，其中一半是儿童

本报讯 近日，目前国际最
先进的PET-CT在世博高新医院
组装完毕，即将投入临床使用，
这标志着世博高新医院进入真
正的分子影像时代。

PET-CT(正电子放射性核
素扫描暨计算机断层扫描系
统)是一种非侵入性的高科技
医学影像学设备，对癌症检出
率达95%以上。专家介绍，在恶
性肿瘤形成肿块之前，首先表
现出细胞代谢的异常，而PET-
CT从分子水平早期就发现细
胞代谢的异常，所以PET-CT
检查能较CT或MRI提前3-6个

月发现恶性肿瘤。这一段时间，
无论对治疗还是病人的预后都
是至关重要的。

世博高新医院所引进的
PET-CT是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
PET-CT系统，拥有最先进的
LBS晶体256个探测器系统，并且
具有目前最低的药物注射剂量
和最快的容积扫描速度，5分钟
可完成全身扫描。而且这款PET
-CT能够为肿瘤、神经系统疾病
个体化治疗提供指导。此外，这
款PET-CT受检者所接受的总受
照剂量是医学上允许接受的安
全剂量范围，其辐射剂量只有其

他型号PET-CT的30-60%，属于
无创检测。

根据临床统计，以下四类人
群最适宜于PET-CT体检：一是
肿瘤家族史人群，是临床上认为
必须定期做PET-CT防癌体检的
首要人群。二是有不良饮食习惯
和慢性病患者。如长年热衷于吃
腌制食品的家族、长期喜欢吃滚
烫热汤或烫食品等，另外乙肝等
慢性病患者也应定期检查。三是
亚健康人群。四是长期处于粉尘
空间的工作者、超级肥胖者、放
射线及紫外线工作者、长期生活
中环境污染严重者等也应定期

进行PET-CT检查。PET-CT是
健康体检最佳手段。

另外，PET-CT的最大优势
是可以“防”癌，但对已经患有癌
症的患者，PET-CT检查也同样
适用，通过全身扫描可以更全
面、更系统的了解肿瘤患者的具
体病情，根据癌细胞的活跃度、
转移情况来确定最佳的康复方
案，能最大限度的提高患者的存
活率和生存质量。

据悉，世博高新医院与山东
省医学影像学研究所合作，成立
了山东省医学影像学研究所鲁
中分所。山东省医学影像学研究

所每周派专家在世博高新医院
坐诊，进行影像检查的诊断结果
的审核。同时，针对一些疑难重
症，世博高新医院还和解放军第
301医院、第302医院开展远程会
诊，北京的专家通过远程会诊，
诊断确定患者的病情。国际先进
的设备，加上经验丰富、技术水
平高超的北京济南专家，确保了
世博高新医院医学影像检查的
准确。

世博高新医院地址：张店中
润大道388号

24小时客服健康热线：0533-
2326666

国国际际最最先先进进PPEETT--CCTT世世博博高高新新医医院院启启用用
对癌症检出率达95%以上 北京济南专家坐诊进行诊断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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