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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求助

7个月地贫男婴病危
肝脾受损导致肚皮鼓胀
家庭贫困没钱医治，父母求助望得到好心人相帮

”“

南国都市报8月30日讯（记
者 吴岳文 文/图）屯昌7个月大男
婴符传铭天真可爱，却不幸患上
重度地中海贫血和蚕豆病，危在
旦夕，每个月都要输两次血液维
持生命。不菲的医疗费让这个一
贫如洗的家庭更是雪上加霜。“希
望好心人救救我们的孩子，他还
这么小，不忍心他就这么离去。”
8月29日下午，男婴的父母拨打
本报热线，心急如焚。

8月 29日晚，一脸疲惫的符
永冰拿着一叠写有“救救我儿
子”的传单，奔跑在屯昌县城街
头散发给路人。“儿子病情严重，
没钱治疗只好出院。只要能留住
他的命，我就是再累都愿意。”符
永冰说，救儿心切，他还通过微
信，恳请网友帮忙，但没几个人
回应。

30日上午，记者来到屯城镇
屯新村委会公界岭村。符永冰一
家三口挤住在一间砖瓦房里，他
妻子21岁的郑銮正抱儿子喂奶。

屋外传来一个妇女凄惨的哭声。
“符传铭患了这种病后，我妈妈吃
不下睡不着，每天都哭。我们也
多次劝她，但她一看到病怏怏的
孙子，就忍不住伤心。”符永冰一
脸悲戚。

符永冰今年27岁，因家庭贫
困，他中学未毕业就辍学外出打
工。3年前，他弟弟结婚，如今孩
子已经2岁大了。一年前，弟媳把
自己的闺蜜郑銮介绍给了符永
冰，两人说话格外投机，谈起了
恋爱。去年10月，他们结婚，当
时郑銮已怀有几个月身孕。今年2
月5日，他们的儿子符传铭在屯昌
县人民医院出生。

“这孩子命苦，出生时身体
很虚弱，呼吸困难，被送进保温
箱，抢救了一星期病情才好转，
花了 5000 多元。”符永冰说，2
个月前，孩子长了两颗牙，同时
出现高烧不退症状。他和妻子把
孩子送到屯昌县人民医院治疗了
几天，病情继续加重。随后转院

到省人民医院，经抽血检查，孩
子被确诊为患有蚕豆病和重度地
中海贫血，治疗了半个月才出
院。8月12日，符传铭的病情再
次恶化，又住院 10 天才挽住生
命。

记者看到，7个月大的符传铭
趴在母亲怀里，脸色发白，额头
的颅骨凸出。最显眼的是他的肚
皮，涨得鼓鼓的。“儿子得了重度
地中海贫血，肝脾受损鼓胀，导
致肚皮气胀。”郑銮看着孩子，眼
里充满迷茫。

符永冰的父母都是农民，家
里种的 3 亩水稻仅能维持温饱。
以前符永冰也出去打零工，现在
为了带孩子看病，他已经没法工
作。“几个月来，孩子已花了5万
多元治疗费，家里能卖的东西都
卖了。”符永冰告诉记者，这孩子
命硬，希望他能继续活下去。

如果您想帮这个小男童减轻
痛 苦 ， 请 拨 打 本 报 热 线
18889921116联系。屯昌7个月大男婴病危，父母很伤心。

南国都市报8月30日讯（记
者林书喜通讯员王家隆文/图）符
蔚欢，一个普通的名字，如果没有
见他本人，看他的名字会认为他是
一个活泼开朗、阳光快乐的青年。
而实际上，11年来，符蔚欢没有开
心过，哪怕是在春节，同龄人蹦蹦
跳跳到处游玩时，他只能在村里活
动。从14岁开始他一直与与病魔抗
争，但一直无法治愈，虚弱的身体
让他无法远行，走个二三十米双脚
就发软。

而让符蔚欢更为难受地是，由
于自己的病情加重，需要马上治
疗，可是，正读大二的弟弟又要开
学了，妹妹下学期读初三。为此，
家里陷入是要借钱给他治病，还是
放弃给他治疗来保证弟妹上学费用
的两难境地。

男孩患肾病综合症
辗转全国求医11载

近日，记者来到儋州市东成镇
平地村，走进符蔚欢的家，他靠在床
上，看着母亲整理一大桑票据，床边
摆放着两个大纸箱，箱里装着各种
药品包装盒。11年来，符蔚欢服用
了多少药，连他自己也记不清了。

2004年端午节来临的前几天，
平地村家家户户都在忙着采购粽
叶、糯米、咸蛋等，以准备包粽子
过节。而符蔚欢一家却丝毫没有
过节心情，而是忙着带着他到医
院治病。

符 蔚 欢 的 父 亲 符 冠 康 说 ，
2004 年端午节前几天的一天下
午，他发现儿子身上多处出现莫名
其妙的肿胀，便连夜带儿子到儋州
市人民医院检查。检查结果让他一
下子瘫了。儿子竟然得的是——肾

病综合症！
当时符蔚欢年仅14岁，还在上

小学，年纪这么小竟然得这种病，
上天对他太不公平了。符冠康告诉
自己：再难也要想办法治好孩子，
哪怕砸锅卖铁也在所不惜。于是，
符冠康开始了自己长达11年的带子
求医问药之路。

11年里，他带着儿子去过广
州、上海、山东、北京等大城市医
院求医过。“当时只要听说哪家的
医院医术好，我就去，只要有一线
希望，我都不会放弃。”符冠康说。

为此，符冠康把家里能卖的都
卖了，但对于巨额的治疗费来说只
是杯水车薪。无奈之下，他只能向
亲戚朋友借钱，11年里，他先后借
了近40余万元，可是，儿子的病情
仍旧没有好转，反而继续恶化，肾
开始慢慢衰竭，出现萎缩。

为给哥哥治病
弟弟妹妹打算退学打工

对于借来的每一笔钱符冠康都
有着详细的记录，他经常告诉自己
的二儿子和小女儿，“每一笔钱，
对于欢哥来说都是一次希望，都是
大家对欢哥的关爱。钱必须要还！
哪怕老爸这辈子还不完了，你们也
一定要替我还完。”

2014年高考，符冠康的二儿子
符蔚坚考上了南昌大学。这让一家
人又喜又忧。喜的是，家里终于出了
一名大学生。忧的是，是筹钱给二儿
子上大学，还是给大儿子继续治病？

不能让老二失学，更不能丢着老
大不管。符冠康夫妇一边拼命干活
挣钱，一边向政府有关部门求助。为
此，他经常往民政、扶贫办、卫生局等
单位跑，终于让老二顺利上了大学。

今年 9 月，新的学年又开始
了，偏偏在这节骨眼上，符蔚欢的
病情复发！一家人又陷入是筹钱给
二儿子上大学，还是给大儿子继续
治病的两难抉择之中。

“妹妹，哥哥病那么重，现在
家里又没钱了，我们还是出去打
工，挣钱给哥哥治病吧。”看到父
母愁眉苦脸的样子，符蔚坚跟15岁
的妹妹符爱香商量。符爱香在儋州
市东成中学读书，下学期读初三。

符爱香点头同意。她说，她已
经欠了饭堂阿姨两年的伙食费了，
家里那么困难肯定没有钱还上，自
己也没有脸在那里吃饭了，还不如
早点出去打工，以减轻家里的负担。

“上大学是我的梦想，然而我
这病注定了与大学无缘。只能将梦
想寄托在弟弟妹妹身上了，可是没
想到，到了最后还是我拖累了他
们。”符蔚欢含着泪说。

为了不耽误弟弟妹妹的学业，
符蔚欢跟父母商量。他说，都11年
了，病情仍旧在恶化，医生说要换
肾，但需要几十万元，这对于这个一
贫如洗的家来说是一个天文数字，
还是省着点钱给弟弟妹妹上学吧。

看着懂事的孩子，符冠康很高
兴，又很心酸。他安慰老二和老
三，自己会想办法解决他们的上学
费用。可是，怎么解决，他心里没
底，为了给大老治病，能借的都借
了。连日来，这位老实的农民，想
破了脑袋，也不知道该怎么去解决
孩子的上学及治病的费用。

如果你愿意帮助符冠康一家，
不让老二符蔚坚因为无钱而退学，
可以拨打本报热线966123，或者直
接将爱心款汇到符冠康的中国农业银
行帐户：6228480156043795061。

父亲携子奔走多地求医11载
弟弟妹妹欲辍学打工为兄筹集治疗费

符蔚欢的母亲一边安慰符蔚欢，一边整理医疗票据，准备申请救助。

海口两家冻制品店
售“问题冻肉”被罚

南国都市报8月 30日讯（记
者蒙健）近日，海口市秀英区食药
监局开展冷冻库专项检查时，在海
玻市场发现皖南冻制品店以及阿锋
冷冻品店两家冻制品店存在销售问
题冻肉的违法经营行为，并依法立
案查处，冻库违法经营的食品，分
别查扣问题冻肉，并给予5000元
以及6000元的处罚。

据介绍，海口市秀英区食药监
局执法人员在秀英区海玻市场1-10
号铺面海口秀英皖南冻制品店检查
时发现，该店经营的产地为“美国
佐治亚州奥克或康地路大威康地的
食品珍宝鸡翅尖”，已超过保质期一
个多月。此外执法人员还在该店冻
库内发现，有冻鸡三节翅未能提供
食品合格证明文件。随后，当执法
人员在对2号1楼14号铺面的海口
秀英阿锋冷冻品店检查时发现，该
店内产地为阿根廷的“南极公主鸡
全翅”标签没有载明境内代理商的
名称、地址、联系方式。

执法人员取证调查后，分别对
两家冻品店进行立案查处。

秀英消防整治火患
拆4千多平方米棚户

南国都市报8月30日讯（记
者胡诚勇通讯员符嘉峻）海口市海
榆中线周仁村附近建有大片违规加
工厂及棚户区，消防安全问题突出，
秀英消防大队通过深入摸底排查，
拟定专项整治方案，8月25日联合
相关部门依法对其进行了协商拆
迁，彻底根除区域性火灾隐患。

该棚户区是聚集成片的竹木加
工厂，占地面积约4300平方米，堆
放有大量木质材料，火灾荷载量巨
大，其中聚居38户从业家庭，有许
多老人及小孩，属典型的三合一场
所。秀英消防监督人员经检查发
现，该棚户区多采用违规彩钢板和
木质材料搭建，其中电器线路乱搭
乱接、使用明火厨具等现象随处可
见，个别场所内还储存有煤气瓶等
危险物品，再加上消防设施器材配
备不足、疏散通道狭窄，构成了较大
的火灾危险性。

为彻底消除火灾隐患，确保区
域安全，自8月份以来，秀英消防
大队积极提请秀英区政府联合城
管、派出所、安监等有关部门，采
取有力措施依法对该片棚户区进行
协商拆迁。截至8月25日，该片
棚户区已全部拆迁完毕。

两小孩被反锁房内
消防火速营救

南国都市报8月30日讯（记
者胡诚勇通讯员吴运伟）26日18
时，在五指山市华佳商贸城6楼，
两名小孩因调皮不慎将自己反锁房
间内。五指山消防部门接到报警求
助后，立即赶到现场营救。

消防官兵到达现场后了解到，
共有两名小孩被困在房间内，由于
被困时间较长且房间内不通风，房
间内已听不见孩子的声音。了解
现场情况后，消防官兵立即利用破
拆工具对房门进行强制性破拆。房
门被打开，所幸小孩安然无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