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血浓于水的亲情，在关键
时刻总能彰显出其无可替代的
价值。或许是一场生命的接力，
爱的传递。8岁的鲁冀，患有先
天性免疫缺陷。从出生患病至
今，已花费50多万元。医生告知
唯一的方法就是做造血干细胞
移植，为了能有更高合的配型，
已经是大龄妈妈的桂君颖不顾
生命危险再次怀孕为他保存脐
血，幸运的是，弟弟的脐血与他
十个位点全相合。

从小体弱多病

谁料想患有重病

“鲁冀自出生以来，身体一
直就不好，总是断断续续的生
病。我们以为鲁冀可能是自身
体质差，但谁也没想到不幸还

是来了。”桂君颖说着情况已经
控制不住眼泪了。

每次鲁冀刚出院回家不到
半月，就因为发烧、肺炎感染败
血症再次紧急住院，每次住院
最少都需要20天，有时候感染
严重甚至需要一个月治疗。这
么多年下来，所有的抗生素都
用过一遍。可随着年龄越大，鲁
冀病的越严重。就这样不停的
往返于医院和家，被病情耽误
的鲁冀从未去过一天的学校。

2014年，爸爸妈妈带鲁冀
辗转多家医院求医，最终被确
诊为：“X-连锁无丙种球蛋白
血症”俗称先天性免疫缺陷。

造血干细胞来源成问题

大龄妈妈毅然怀孕存脐血

医生说唯一的根治办法只
有做造血干细胞移植。但是，所
有的亲属配型均不成功，又寻
求中华骨髓库但也寻找无果。
最后医生建议还有一种可能：
脐带血移植。

为了救孩子，桂君颖毅然
决定再生育。最后在漫长、痛
苦、煎熬和期待中，2016年12月
9日小儿子鲁续出生，在鲁冀妈
妈和脐血库、医护人员的共同
努力下成功采集了脐带血。

移植费用愁煞全家

竭尽全力只为孩子

鲁冀的爷爷奶奶也都年过
70，每天除了忙家里的几亩地
之外就是带着鲁冀的小弟弟。

“我天天磕头求祖宗保佑鲁冀

赶紧好吧，我们家实在是受不
了。”鲁冀的爷爷刚从外面捡饮
料瓶子回来，小孙子早就等在
门外了。

“能挣一个是一个，我们老
了，但也不能眼睁睁的看着孩
子没有手术费等死啊。”老人
说，但老人不知道卖破烂的这
点钱对于鲁冀的病就像大海里
的一滴水。

“我绝不会放弃，他还小，
虽然现在移植手术费用还没有
着落，但我绝不会眼睁睁的看
着鲁冀离开我们。”2017年5月
份，脐血库的工作人员来回十
几趟的奔波，经检测配型成功
十个点全合。郑大一附院的万
鼎铭教授说这个能配型成功简
直就是奇迹，因为配型全相合
且又避开了坏的那个基因。

因为长年累月的给鲁冀治
病已花费50多万元，配型成功
却一直无法凑齐移植费进仓，
现如今距配型成功已有一年时
间，可移植费用仍然没有凑齐。
全家人都在努力的为了鲁冀而
奋斗，社会上的爱心人士也伸
出援助之手，希望很快鲁冀就
可以使用弟弟的脐血，为自己
重燃生命之火。

据了解，脐带血目前可用
于血液系统、免疫系统和恶性
肿瘤等80余种疾病的治疗。在
祝愿鲁冀早日康复的同时，我
们也呼吁准爸爸妈妈们，孩子
出生后千万不要将脐带血当做
废弃物扔掉，有条件的话可以
为孩子保留下这一重要的生命
火种，为孩子的健康储存一份
安心和保障。

大大龄龄母母亲亲冒冒险险产产子子 欲欲用用二二胎胎脐脐带带血血救救重重病病老老大大

6月16日(本周六)上午，我
国著名放疗专家，现任解放军
第301医院肿瘤放射治疗中心
主任李玉教授将来淄博，在世
博高新医院坐诊，限号5人，挂
号费300元，有肿瘤疾病困扰的
患者，可以提前预约，找专家诊
治。

李玉教授，我国著名放

疗专家，主任医师，硕士生导
师。现任解放军第301医院肿
瘤放射治疗中心主任。曾是
302医院肿瘤放射治疗中心主
任，亚太区肝脏肿瘤射波刀
诊疗研究与示范中心主任。
辽宁省肿瘤放射学会名誉主
任委员、全军肿瘤放射学会
副主任委员、全军放射肿瘤

学会腹部肿瘤放射综合治疗
专业学会主任委员，北京肿
瘤放射治疗学会委员，从事
肿瘤放疗工作28年，肿瘤介入
工作23年，1996在全国率先引
进X刀，2010引进国内首台G4
系统射波刀。

李玉教授擅长肿瘤精确
放疗与肿瘤血管介入、非血

管介入在肿瘤内注药和栓塞
巧妙的结合 (内与外结合 )等
肿瘤微创综合治疗，对近年
临床推广应用的肿瘤微创靶
向治疗技术，如经皮穿刺瘤
内化疗粒子植入、瘤内放射
性粒子植入、瘤内化学药物
注射、病理组织学活检技术
(全身各部位病变 )以及微波

消融治疗等有独到之处。在
应用放疗联合介入对瘤内药
物植入等综合技术治疗原发
性肝癌、胆道肿瘤、胰腺癌、
肺癌等疾病达到国内领先水
平，并有自己的独特见解。首
先在全国系统地将血管介入
与放疗结合治疗恶性实体肿
瘤。

6月16日，山东大学齐鲁医
院消化内科知名专家、博士生
导师左秀丽教授将在世博高新
医院坐诊。有胃肠等消化系统
疾病患者可提前预约，并抓紧
时间到世博高新医院，请齐鲁
医院专家诊治。

世博高新医院作为山东大
学齐鲁医院合作医院，与齐鲁
医院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
齐鲁医院每周都会派不同专业

的知名专家在世博高新医院坐
诊，让淄博患者足不出市享受
先进医疗服务。

左秀丽教授，主任医师，教
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中华消化
病学会青年委员，中华消化病
学会功能性胃肠病协作组副组
长，中华消化病学会肿瘤学组
委员，幽门螺杆菌学组委员，消
化内镜分会小肠镜学组委员，
亚 洲 神 经 胃 肠 动 力 协 会

(ANMA)成员；中国研究型医
院学会消化内镜分子影像学专
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山东省
医师协会消化内镜医师分会副
主任委员，山东省消化内镜质
控中心副主委。

1991年毕业于山东医科
大学，之后一直从事消化系
疾病的临床诊治工作，先后
赴国、内外著名医院学习深
造，具备较高的医疗技术水

平，能独立解决疑难病症及
危重病人的抢救，擅长功能
性胃肠病及消化道肿瘤的早
期诊治，小肠镜，共聚焦显微
内镜及内镜下治疗。2 0 0 6 -
2007年赴美国西北大学深造，
2010年赴日本昭和大学国际
胃肠内镜研修中心学习，临
床业务水平有了更进一步的
提高。同时担当本专业科研
及教学骨干力量，主持并参

与国家及省部级课题多项，
以第一作者发表高水平SC I
论著5篇及国内核心杂志论文
多篇，学术水平得到广泛认
可并获多项奖励。从医多年
一贯优秀的医德和品质也受
到同行和患者的好评。从事
各种消化疾病的诊治，主要
专长为功能性胃肠病，小肠
疾病，炎症性肠病及消化道
肿瘤的早诊早治等。

齐齐鲁鲁医医院院消消化化科科左左秀秀丽丽教教授授周周六六来来淄淄坐坐诊诊
让患者享受无痛胃镜 名额有限抓紧时间到世博高新医院预约

330011医医院院肿肿瘤瘤专专家家李李玉玉教教授授周周六六坐坐诊诊
限号5人 肿瘤患者抓紧到世博高新医院看北京专家 电话2326666

6月17日(本周日) ,山东大
学齐鲁医院心血管病专家纪求
尚教授将在世博高新医院坐
诊。心血管疾病患者可抓紧时
间到世博高新医院 ,请齐鲁医
院专家诊治。

世博高新医院作为山东大
学齐鲁医院合作医院 ,与齐鲁
医院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

齐鲁医院每天都会派不同专业
的知名专家在世博高新医院坐
诊。

心血管内科是山东大学齐
鲁医院的重点科室 ,是省级重
点学科,在全国都名列前茅。本
周齐鲁医院心内科专家的到
来 ,可以让淄博人民在家门口
就能享受到齐鲁医院先进的医

疗服务。专家出诊时间仅一天,
名额有限 ,您可提前电话预约 ,
世博高新医院24小时健康热线
2326666。医院地址:中润大道东
388号。

纪求尚，山东大学齐鲁医
院心脏内科，博士，硕士生导
师，主任医师。毕业于山东大学
医学院。2004年赴瑞典卡罗林

斯卡医学院进修学习。
20多年来勤奋地工作在临

床第一线。医德高尚，业务扎
实，知识面广。在心血管疾病诊
断及治疗方面有很深造诣。尤
其擅长危重病的救治。是山东
省卫生厅应急专家。在山东地
区较早开展了肺动脉高压的诊
断与治疗技术。是中华慈善总

会肺动脉高压治疗援助项目的
注册医生 ,是中国医师协会山
东省肺高压规范化诊疗基地执
行主任。近5年来发表论著10余
篇，其中2篇发表在国外有影响
的杂志上。副主编著作一部，承
担医院及卫生厅科研项目，并
参与卫生部重大项目和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等课题的研究。

李 老 太 太 今 年 7 0 多 岁
了，不知从何时开始，她的甲
状腺两侧开始长出了包块，
起初老人并没有在意，直到
后来，包块越来越大，甚至妨
碍呼吸，才开始着急。就在不
久前，世博高新医院外科临
床中心为她切除了这两个包
块，老人才重新开始轻松呼
吸。

李老太太来到世博高新医
院时，已经被甲状腺两侧的巨
大包块压迫地出现了吞咽不

适、呼吸困难等症状，之前也曾
去其他医院看过病，但是因为
包块体积大、位置深，手术存在
一定的困难，才辗转来到世博
高新医院。

医院外科临床中心主任
毕德明说，经过检查后医生
发现，李老太太甲状腺双侧
的包块位置较深、较高，尤其
是左侧包块，几乎已经到了
颌下，深度也到了食管后方，
紧贴颈椎，包块的大小约为
10cm*8cm，差不多有成年人

的拳头大小。毕德明主任介
绍，因为李老太太身型偏胖，
颈部较短，这为手术增加了
难度和风险，十分考验主刀
医生的技术和心理素质。然
而，如果不及时为患者切除
包块，患者的呼吸及吞咽问
题将会进一步严重起来，而
且甲状腺包块也潜在着恶变
的可能，经过与病人和家属
商议，最终决定为李老太太
手术切除这两个巨大包块。

“手术最重要的，就是要

保护好包块周围的神经，一
旦伤及喉返神经，病人轻则
会出现声音嘶哑，重则会导
致会厌瘫痪，引起呼吸困难，
十分危险；而喉上神经被破
坏，病人就会容易呛咳。”毕
德明介绍，这就要求医生在
手术时能够娴熟地解剖出喉
返神经，只有将其暴露出来，
才能保证神经不会被误伤。

另外，除了要保护好神
经，甲状旁腺的保护也十分
重要，甲状旁腺是甲状腺之

外的另一个腺体，与甲状腺
的关系十分密切，且位置较
近，如果不慎将甲状旁腺切
除，就会引起病人低钙、抽
搐，将来要定期注射葡萄糖
酸钙，病人也将十分痛苦。尽
管手术困难重重，但是在医
院外科临床中心医生胆大细
致的操作下，两个巨大包块
被完整切除，且没有损伤到
周围神经和甲状旁腺，手术
过程顺利。李老太太恢复良
好，很快便可以出院。

齐齐鲁鲁心心血血管管专专家家纪纪求求尚尚教教授授周周日日淄淄博博坐坐诊诊

7旬老太甲状腺长出巨大包块 呼吸都变困难

世世博博高高新新医医院院外外科科 胆胆大大心心细细妙妙手手切切除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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