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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啥也没用，该干活干活，该生活生活”

抗抗癌癌1122年年，，她她种种大大棚棚养养大大女女儿儿

最美养老院长候选人——— 张雪丽：

不不让让养养老老院院有有任任何何异异味味
本报记者 陈玮

对于济南华森老年公寓
院长张雪丽来说，不让养老
院有任何异味，是她的承诺，
为此她也付出了许多努力。

2013年，张雪丽辞去了
保险公司的高薪职业，亲身
投入养老服务行业中，一干
就是5年，与老人吃住在一
起。

她自学养老护理的知
识，并取得了高级养老护理
员执业证书，创办了华森老
年公寓卫生所，聘请了专业
的大夫护士，每周定期给工

作人员培训护理知识，让老
人们享受到了专业的护理和
医疗服务。2016年她申请了
济南市职工长期护理保险，
让老人们享受到了政府的补
贴，为老人和家属减轻了经
济负担。

她要求，养老院每位老
人都要定时洗澡，在照护老
人方面，每天都要更换衣服。
每天她都会和工作人员一
起，为不能自理的老人更换
尿布，翻身清洗，修剪指甲，
送粥喂饭，起早摸黑，让老人
们真真切切地感受到敬老院
这个大家庭的温暖。

本报记者 孔雨童
实习生 杨舒涵

家人是她活下去
的动力

张麦红今年47岁。2006年
开始，张麦红偶尔会感觉身体
有些难受，但因为没有影响到
生活也就没放在心上，谁知去
医院检查却被确诊宫颈癌。“一
开始我不知道自己得的这个病
是恶性的，因为没什么感觉，家
里人也没告诉我。”张麦红一直
被家里人瞒着，直到2007年癌
细胞转移，肚子开始疼才得知
自己真实的病情。

张麦红说，这是她最煎熬
的一段日子，整个人气色暗沉，
常常食欲不振，整夜整夜睡不
着觉。这一年，张麦红的女儿才
六七岁，她年迈的母亲因为接
受不了女儿得此大病，大脑受
到刺激神经有些失常；丈夫腰
有伤身体也不是很好，但还要
一边照顾她一边顾着地里的农
活儿。看到如此状况，张麦红很
受触动，心想“我一定不能倒
下”，开始积极接受治疗。

从被确诊患癌到癌症转移，

张麦红接受了多个疗程的放化
疗，两个月的烤电理疗，此外就
一直通过接受药物治疗来控制
病情。在生活习惯上，张麦红病
前和病后作息基本没有区别，早
起干活晚上回来做饭，这样一直
持续到癌症转移后的几年里，症
状开始慢慢减轻，但暴瘦的体重
一直没有增加。

在那几年里，张麦红经常会
去一些抗癌讲座现场吸取经验，
向专家请教，和癌友交流。在这
些抗癌讲座中，张麦红感触最深
的就是对待癌症的态度，一定要
正确，不闪不避。

“很多人觉得癌症是个丢
人的事儿，都不想让别人知道，
都不说自己得了这个病，自己
藏着掖着。”在抗癌讲座上，张
麦红看到很多癌症患者经常聚

在一起交流心得体会，她从中
也得到了很多有用的信息。张
麦红告诉记者，好多人知道自
己得了癌症后，吃不下睡不着，
也不愿意让别人知道，这种想
法就是错的，应该多和癌友、医
生交流，以正确的态度对待癌
症。

出院三四个月就
下地干活了

第一次确诊宫颈癌，手术
后三四个月张麦红就下地干活
了。一年之后，宫颈癌复发转
移，在医院治疗出院后几个月，
她又闲不住了，家里种的大棚
里日日都有她忙碌的身影。

“有时候也觉得身体虚。”
张麦红说，老公的腰不好，根本

干不了大棚里的活，她只能靠
自己。每天天不亮她就进棚了，
弯着腰一直干到夜幕降临；大
棚里温度高，有时候一天衣服
要湿几次。就这样，她种菜，丈
夫卖菜，两人配合，一年又一年
过去，虽然日子过得艰苦，曾经
一度凶险的宫颈癌竟然再也没
来找过她的麻烦。

张麦红说，从她自己身上，
可能真的没有什么特别的秘
诀，大概就是轻松的心态吧，

“想啥也没用是吧，该干活干
活，该生活生活，日子反而一天
天好起来了。”

女儿长大了，她还
成了广场舞“达人”

如今的张麦红身体状况
恢复良好，睡眠比以前有较大
的改善，除了有时候肠胃有点
儿不舒服，张麦红完全不像一
个癌症患者。作为一个复发转
移的癌症患者，她不仅抗癌成
功，还坚持种了十几年大棚，
养活一家老小，也养大了女儿
并供她上了大学。一提起这
个，张麦红声音里掩饰不住骄
傲，“其实我也没想到我能坚
持到现在，多亏我的家人一直
在支持我。”

这些日子，除了干农活，张
麦红还迷上了跳广场舞。“广场
上音乐一响我就出去，一跳浑
身上下都充满活力，整个人也
忍不住想笑。”一来二去已经算
是个“广场舞达人”了。

今年47岁
的张麦红家住
淄博，和丈夫
育有一女，全
家靠务农、种
大棚为生。看
到如今的张麦
红，很难想象
十二年前她是
一名宫颈癌并
复发转移的患
者。

肌肌肤肤瘙瘙痒痒 体体癣癣 牛牛皮皮癣癣
肌肤瘙痒、体癣、牛皮癣

给人带来无尽的烦恼 ,治疗
皮肤病，拥有一身健康的肌
肤，享受美好人生，是每一位
皮肤病患者梦寐以求的事。

百癣夏塔具有清除碱

性异常黏液质、燥湿、止痒
功能 ,用于治疗肌肤瘙痒、
体癣、牛皮癣。祛癣专线：
400-809-3078，货到付款。(请
按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使
用陕药广审(文)第2018020019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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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秋季季带带状状疱疱疹疹高高发发
警警惕惕后后遗遗神神经经痛痛

本报济南10月15日讯
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被国际
医疗界称为不死的癌症，也
被称为“世界第一痛”。聊城
冠县的邹先生不幸患上了这
病，四年来四处寻医治疗未
果。

邹先生今年78岁，2014
年患上了带状疱疹后遗神经
痛，“右侧腰背和前面火烧
疼，平时没事，疼起来就受不
了”。邹先生告诉记者，今年
在《齐鲁晚报》上看到青岛天
道中医治疗该病的报道后，9
月20日他就专程赶到了青
岛，经过八次治疗，症状缓
解，没有疼痛感了。目前已返
回家中，进一步恢复。

青岛天道中医于华芬主

任介绍，大部分带状疱疹患者
采用拔毒祛痛疗法2-3次消除
症状，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会
在3-8次消除疼痛，少部分十
几次消除症状，有忌口不严、
有过针灸艾灸还有其他手术
过的可能会延长治疗次数，有
非常少的严重患者追加次数
也会改善或消除症状。

秋季带状疱疹高发，更
应警惕后遗神经痛。为让更
多患者早日改善或消除症
状，缓解此类疾病带来的痛
苦，本报联合青岛天道中医
开展“秋季祛痛行动”，持本
版齐鲁晚报在指定价格内不
限治疗次数，可以拨打“秋季
祛 痛 行 动 ”健 康 热 线
15662636062进行咨询。

主办：齐鲁晚报 山东省肿瘤防办

山东省抗癌协会

协办：康夫堂肿瘤大药房

寻找身边抗癌明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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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1日，与北京301肿瘤专家面对面

肿瘤病友在治疗与康复的过程中，都迫切希望得到权威
专家的专业指导与帮助，以免少走弯路、不走错路！

一些病友为了实现更好的治疗效果，远赴北京、上海等地
求医问药。本月21日(周日)，山东首家肿瘤专科药房——— 康夫堂
肿瘤大药房，特邀北京301第一附属医院原肿瘤科主任袁瑞康教
授莅临济南，为急需帮助的肿瘤患者提供免费会诊、指导。

名额有限，报名从速
报名热线：0531-86018729
成立于2011年的康夫堂肿瘤大药房，是我省首家肿瘤专

科药房。成立7年来，累计服务肿瘤病友36000人次。多次被评
为“济南市消费者满意单位”、“最具成长性专业连锁品牌”等
荣誉。

康夫堂肿瘤大药房现经营有国内外180余种肿瘤药品，包
括各类肿瘤新特药、靶向药、化疗药、中成药等，品种齐全，可
满足广大肿瘤病友不同阶段的用药需求，实现一站式购药。

最美养老院长候选人——— 苏志伟：

他他走走到到哪哪，，老老人人就就跟跟到到哪哪
本报记者 陈玮

在埃而得祝甸社区老
年公寓，有一位特殊的老
人。老人和护理员们都亲切
地称他为“老院长”。

说他“老”，从2007年的
第一家养老机构到现在埃
而得养老服务有限公司，进
入养老行业已数十载，是实
实在在的老资历。同时，他
对待工作的严苛，也让大家

看到了长者风范。这就是埃
而得祝甸社区老年公寓院
长苏志伟。

苏志伟年轻时是一名
医生，因为平时工作特别
忙，家里年老的父母生病，
照顾得总是不那么及时，请
家政看护自己又不放心，这
让他萌生退休以后要做一
家养老机构的想法。他觉得
不光自己家有这样的需求，
周围亲戚朋友、邻居同事应

该也有这些需求。
深厚的医学功底，为他

从事养老行业奠定了基础，
但他仍然不满足，踏入养老
行业后，他专心从事老年病
的研究，为了更好地照顾老
人，他甚至24小时住在公
寓。老人一有异常，他马上
进行诊断治疗。虽然养老公
寓搬了好几个地方，但是很
多老人认准了苏院长，他走
到哪，就要跟到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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