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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回放

!""#

年
#

月
$%

日! 陈召林妻子产

下三胞胎女婴" 因为早产!三名女婴

只能靠一根输氧管勉强维持生命"本

报获知消息立即到屯昌看望!将一万

元爱心款交给陈召林"次日推出大型

救助报道! 几天时间捐款达到
#

万多

元"

%

月
!!

日!老二老三痊愈出院"

三朵!金花"可爱又调皮

P8ÛGqªD Ã9\ g:

åÂ ;b<7[O= -«¬>?

@AGíBÔCD &' !" ! "% D

EF.GHIJ©OKU�

LMN3OP�QRD ÛS

TUbVW� =>XYSD &'

-MN3Z[\]D vqRÏ^

_`L°&'aS�

bJcd*rD efg�&

'hi8ÆÃFj-Û�8kl�

mnopq1ÛF±~rs8D

ÛF±~pt-�Xu1D vÛ

F±~wxyLz-kl�� {

,&'8,íD mnoõ|õïD

âêë&'D p-Æ}~���

�~D ��eBOOD â�-r

���±~� ��ÃF±~�8

v��D â��F!´8P�D

�}���X��8PQ^!c�

gEFu�OD õÆ�FD ÛFÎ

õqXoí�Â

&'{,D ÃF\r�XP

�N��D h����N���

8��� ×°��Û[´D &'

{O �jÆ!¡¢£©� gX

¤Æ¥ù¦§D @Æ¨Û[8©

ªD ±~8««¬¬½´®¯

½¾�Â mno�1êë&'D ½

´8°±�D ½¾8°²½´8

;�D ³½ÃÆÃFÎ#´\8�

gE±~;bµ&OD ø¶8

±~*·O¸�¹ºD E»r�

¼;O !$¹�ÂmnoÅD±~ !½

 ODp-^v¾¿DÀocPµ

ÁÂDâÛFÎ��Àoí� &'

ÃF\r�Ã,�XÄÅ�DÃ

F\r�¼|&'Æ�gÇÂíD

ÈíbO8DÀÉØg\*ÊÂ� �

-&'Å�8P�DÃF\r�Ë

ÌÍÎ�íD ½¾Î1½´8Ï

~D½´tXo�u�Ð~í�

mnoÅD p-D ÃF\r

�^ù¿IIÑÑO� ÒÓ_Y

5��ùsÔ� cP±~ÕÖÿ

1×ØsD cP�â�ÕÖjù

OÙÔÚ�

&'-mnor{,D kl

ÛÜ1`F\Ý¶D ÛeÞÃ�

Krß 85à-áâãÃ� mn

oêë&'D p-±~�],Ý

äùÀ=ÕåLkæÈçD cP

{\èé8ê5ëì8�íuÆ

Û[101kæîÆï�678Ö

cPÕÖÛFÎ�gðððÂ L

¿1D �äÆ-ê5�

gíëìñÂ &'ò1-�X

8½´ÅD ½´5�kæÈç�

í� ÛÛ8þó|ôõöäO�

名字是本报热心读者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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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本报感谢所有好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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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六一儿童节!万宁市礼

纪镇白水塘村的符芳明夫妇喜得

三胞胎!医生惊叹说!平常见到的

三胞胎都是两男一女或两女一男

的! 而许珏晏生下的是三个女儿!

属于单卵三胞胎!非常少见" 但由

于是早产儿!三姐妹出生后出现了

低血糖#呼吸困难等并发症!产妇

也出现高血压" 面对孩子和妻子的

病情!符芳明无奈之下求助本报"

本报领导高度重视! 第一时间

派出记者采访! 本报于次日大篇幅

刊登了$三朵可爱 %金花&急盼社会

救助'一文!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

响" 刚从国外回到海南的文莱华侨

关英才老先生看到报道捐助了

$(#&

美元 (折合人民币一万元)" 几

天之内!三朵%金花&得到社会捐款
(

万多元"

记者回访!新闻回放!

在本报持续关注下#屯昌三胞胎老二老三完全康复#两人非常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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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小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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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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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康复后的二姑娘和三姑娘

"

刚出生时的三胞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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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救助过的部分三胞胎

#!&&*

年
'

月
!$

日! 本报

刊出$喜生三胞胎愁煞穷父母'一

文! 报道了三门坡红明农场洪喜

村郑丽美生了三胞胎! 无力承担

抚养费用" 很多群众见到报道后

纷纷给三胞胎提供帮助"

#!&&#

年
#

月
!'

日! 本报

刊出$请大家救救她们 屯昌三胞

胎姐妹危在旦夕'一文"报道屯昌

贫困农民陈召林的妻子产下三胞

胎!三个新生儿均身患重病!家里

无钱治疗!孩子面临夭折"本报展

开大规模连续报道!在省内外热心

群众的援助下!除了大女儿因严重

感染不幸夭折外!剩下的两个孩子

得到医治!身体完全康复"

#!&&%

年
(

月
$!

日! 本报

刊出$妻子产下三胞胎后去世 年

轻父亲为抚养问题发愁' 一文"

报道儋州市民谢海波的妻子产

下三胞胎 ! 妻子因出血过多死

亡" 众多读者积极援助三胞胎"

#!&&%

年
$

月
$+

日! 本报

刊出 $父母无力支付孩子医药费

三胞胎面临全部夭折的危险'一

文" 报道从云南来海口打工的一

名
*$

岁妇女!产下三胞胎两天后

仓促出院!二女儿夭折!剩下的两

个孩子也生命垂危" 本报联系医

疗机构进行紧急救助! 热心读者

也积极捐款!保住了幸存的老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