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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癌复发，大学刚毕业的女儿又患上癌症。 家中老母亲受不住一连串打击，中风
在床，市人社局职工倪卫兵的家飘摇欲坠。 为了帮助老倪一家筹集医疗费用，市人社
系统干部、职工一起伸出援手——
—

父女同患恶疾 同事解囊募捐
“
真想快点好起来，再跟着你们一起出去
招揽人才……”15日， 在市第三人民医院，病
榻上的倪卫兵和来看望他的同事们憧憬着。
前几天， 市人才服务中心党委书记唐晓春将
同事们筹集的95210元爱心捐款，送到了老倪
的病榻前，鼓励他坚持下去，告诉他同事们都
还在等着他回来。
倪卫兵是市人社局下属事业单位市人才
服务中心的一名普通职工，2011年，老倪被确
诊为肝癌， 七年来经受了两次大手术， 原本
150多斤的七尺男儿已经被病魔折磨成了皮
包骨。 今年年初，倪卫兵肝癌再度复发，身体
愈发虚弱，几次与死神擦肩而过。
更让家人无法接受的是，倪卫兵的“
掌上
明珠”、刚刚踏出大学校园的女儿也不幸患上
了癌症。 倪卫兵年迈的老母亲经受不住这一
连串打击，中风在床，一病不起。 这个飘摇欲
坠的家庭实在无力承担巨额的医药费， 只能
卖房治病。 面对倪卫兵家庭遭受的一连串变
故，昔日的领导、同事们急在心头，多次前往
医院探望，商量解决对策，并定期与其家人联
系，解决实际困难。
为助力倪卫兵家庭渡过难关，5月4日，市
人社 局 工 会 与 人 才 中 心 工 会 联 名 在 局 系
统发出了“为倪卫兵同志捐款的倡议书”，
通过内部工作群、手机客户端等进行广泛

动员，当日起，在局领导的带动下职工们
踊跃捐款。 5月7日， 市人才中心率先组织
了集中捐款，所有工作人员包括退休职工、
劳务人员纷纷解囊相助，15分钟即筹得善
款23050元。
随后，市人社局工会联合人才中心工会
在“510”思廉日专题活动开始前，组织开展
了爱心募捐， 无论是领导干部还是普通职
工，无论是曾经朝夕相处的同事，还是素未
谋面的员工纷纷伸出援手，积极为倪卫兵奉
献爱心，部分退休职工也闻讯赶来，出差在
外的同志提前致电同事代为捐款，受邀到市
人社局作专题辅导的市纪委常委汤明文同
志听说了倪卫兵一家的遭遇， 当即捐款。
“510”思廉日专题活动现场共筹得爱心善款
72160元。
5月11日，市人才中心党委书记唐晓春带
领行政事务科的同事，前往市第三人民医院，
第一时间将局系统各位领导、 同事们的爱心
捐款共计95210元交给了倪卫兵爱人的手里，
并转达了大家对他的关心与牵挂。
面对大家的深情厚谊， 这位与病魔顽强
抗争的硬汉数次哽咽：“感谢大家的关怀与帮
助，能够成为人社大家庭的一员、能够结识大
家是我的福气。 ”
记者 彭军君 通讯员 管志坚 许可

罕见先天性尺桡骨融合，她撞上了万分之二的概率

她的右手终于成功摸到了脸蛋

一次看似普通的就诊却隐含险情

多学科精准救治让患者转危为安
晚报讯 8日上午，40岁的戴先生来市第
三院急诊内科就医， 一次看似普通的就诊却
隐藏着关乎生死的危机。 接诊医生敏锐地捕
捉到戴先生身体的问题， 在其心跳呼吸骤停
的一瞬间进行抢救，由于抢救措施及时到位，
患者最终转危为安， 三院医护人员的专业水
准和精湛技术受到病人及家属的由衷赞誉。
当天早上约8点半，戴先生独自一人来到
急诊内科就诊， 戴先生告诉坐诊的任含平医
师自己感到“胸很闷”“很不舒服”，脸色也十
分难看。 常年从事急诊工作的任医师预感到
情况不妙，在工作中他已碰到很多类似状况，
他敏锐地意识到可能会出事！危急之际，任医
师立刻架着患者就往抢救室赶。 刚走出科室
门没几步，戴先生就一头栽倒在了地上。
面对危情，任含平沉着冷静，第一时间为
其行胸外按压，重症医学部副主任、急诊科主
任徐建如， 急诊科护士长王海燕以及邱斌医
师，李红芳、石敏、沙玲三位护士也纷纷赶来，
参与抢救。 在运送患者过程中，三院护士跪在

抢救车上，持续为患者进行心肺复苏；在抢救
室，电除颤、简易呼吸机辅助呼吸、建立静脉通
路，给予肾上腺素等药物、心电监护……环环
相扣的抢救措施迅速跟进，准确、到位、一着不
让；心内科李刚主任接报后也火速驰援，会诊
制订下一步治疗方案。 由于心肺复苏和一系列
抢救措施及时，几乎没耽搁一秒钟，病人状况
迅速改善，心跳和呼吸恢复，意识逐渐转清。
随后，病人被送至DSA（数字减影血管造
影）室，心内科蔡飞主任、王颖医师等为其进
行了冠脉介入治疗（PCI），成功疏通血流。 目
前，戴先生胸痛明显缓解，生命体征平稳，为
进一步治疗奠定基础。
回顾整个抢救过程，可谓惊心动魄，三院
医护人员凭借丰富的经验， 第一时间敏锐地
捕捉到即将发生的危情；急诊、心内科精密配
合， 心肺复苏、 血管介入等抢救措施环环相
扣、一着不让，患者最终得以成功脱险，充分
彰显出三级甲等医院的综合抢救能力。
通讯员 王晨光 记者 冯启榕

30万元物资赠予9所中小学
王子慈善教育基金善举温暖人心
晚 报 讯 为进一步弘扬慈善文化，以
“
公
益+环保”的方式和理念，广泛开展公益环保、
慈善文化进校园活动。 昨天上午，南通开发区
慈善会、南通开发区社会事业局联合南通开发
区王子慈善教育基金、王子制纸妮飘（苏州）有
限公司在南通市开发区实验小学举办捐赠纸
巾发放仪式，“王子慈善教育基金” 出资30万
元购买了手帕纸和抽纸， 赠送给开发区内的
实验小学、高师附小、竹行小等9所学校。
王子慈善教育基金是由世界500强企业

日本王子株式会社在南通开发区慈善会设
立，主要用于持续资助区内贫困学生，帮助暂
处困境、品学兼优的同学完成学业，实现自己
的梦想，同时奖励优秀师生。
本次活动中， 王子慈善教育基金为开发
区中、 小学的师生们捐赠了价值30多万元的
纸品， 目的在于逐步培养学生们的慈善意识
和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 让孩子学会自强不
息，懂得以感恩的心面对学习、面对生活，回
报社会。
记者 龚丹

走进无声世界 关爱听障儿童
▲谭军与其团队在为小欣然做手术。

荨手术后的小欣然能够用右手成功
地摸到自己的脸。

晚 报 讯 用自己的手掌抚摸自己的脸
庞， 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可谓再简单不过的
一个动作，但这对于6岁女孩小欣然（化名）来
说曾是她的一个奢望。 5月14日，在通大附院
手外科病房， 记者见到术后已有半个月的小
欣然时她正在和病区小病友开心地玩耍，见
到记者小欣然迫不及待地用双手掌心托起自
己的脸庞，虽然动作还有些僵硬，但那股兴奋
劲儿溢于言表。
小欣然身患先天性尺桡骨融合， 右手臂
不能旋转，右手掌心只能朝后，吃饭只能用勺
子而不能用筷子， 写字也是用食指和中指夹
住笔艰难书写，生活质量受到了严重影响。小
欣然一直有个愿望， 就是期待医生能治好她
的病， 让她的右手也像别的小朋友一样能摸
到自己的小脸蛋。 由于小欣然的畸形十分严
重，家人曾带其前往北京、上海等多家知名医
院的手外科就诊，均未得到满意的治疗。今年
4月，小欣然家人来到通大附院手外科寻求帮
助， 科室副主任谭军在详细了解孩子的情况
后， 决定帮助小欣然实现愿望， 准备为其手
术。
据谭军介绍， 先天性尺桡骨融合是一种
较为罕见的先天性骨发育畸形， 发病率仅为
千分之0.2，表现为桡骨和尺骨的近端相互融
合，前臂固定在一定角度上的旋前畸形。病变

可发生于一侧或者两侧， 像小欣然这样的病
例是双侧发病，右手臂尤为典型，因此谭军决
定先对右手臂实施手术。
由于病例罕见， 谭军与其团队反复研究
讨论， 术前对前臂尺桡骨进行三维CT打印，
并反复模拟研究截骨长度和矫形的角度后，
制定了完善的手术方案： 选前臂尺骨背侧纵
切口，暴露尺桡骨近端融合处，将融合处切骨
分开，松解关节囊，进行肱二头肌支点重建，
取前臂逆形骨间背动脉筋膜瓣填塞， 以防再
度骨性愈合， 最终实现桡骨截骨短缩旋转和
尺骨短缩旋转。
经过5个小时的紧张手术，小欣然的右臂
重获新生。术后，在医护人员的精心治疗和护
理下，小欣然的右臂恢复良好。 5月3日，记者
在通大附院手外科病区见到小欣然， 虽然刚
刚手术还未实施康复锻炼， 但她的右手已经
可以摸到自己的脸庞了， 实现了这一愿望的
小欣然开心地笑了。谭军介绍说，经过术后的
康复锻炼， 小欣然的右臂可以像正常人一样
活动自如了。
由于严重的先天性尺桡骨融合病例罕
见，此类手术在国内也较少开展，此次通大附
院的成功手术也标志着该院为手外科领域填
补了又一项技术空白。
记者冯启榕 通讯员邵勇林 顾雨

市残联为10名听障儿童验配助听器
晚报讯 每一个听障儿童， 对其个人和
家庭来说，都是沉重的负担。 昨天，在第28次
全国助残日到来之际， 市残联邀请斯达克听
力（苏州）公司的两位专家，对我市的10名0~
14岁听障儿童开展听力监测、 听力评估及耳
膜取样工作，待耳膜制作完成，听障儿童有望
重返有声世界。
据2017年统计数据， 我市有康复价值和
康复意愿的0~14岁残疾儿童共计1378人，其
中0至6岁有1077人，7至14岁有301人，他们均
在各残疾儿童康复机构进行康复训练。 记者
了解到， 儿童的成长发育阶段也是语言发展
的关键阶段， 开发和保护残余听力将对其一
生有着重大影响，因此，尽早选配助听器能开
发儿童的残余听力，锻炼听觉功能，建立有声

语言，逐步分辨、理解由助听器传来的听觉信
号，解决听力补偿问题。
君豪和君杰是一对活泼可爱的双胞胎，出
生后不久就被检查出患有先天性听障。 两岁
时，兄弟俩右耳佩戴了人工耳蜗，可以像常人一
样听和说。 兄弟俩的妈妈介绍，为防左耳功能
萎缩，仍需在左耳佩戴助听器，此次市残联赠送
的助听器帮了全家的大忙。 昨天，参加此次听
力监测、听力评估及耳膜取样工作的共有10位
听障儿童中最小的刚刚2岁，最大的已经13岁。
专家表示，在与小朋友的交流中发现，孩子们虽
有听力障碍，但语言表达较为清晰，这说明近年
来，我市的听障儿童语训工作卓有成效，这对耳
膜制作完成后，对听障儿童进行助听器技术调
试工作和言语康复训练有很大帮助。 记者 龚丹

一场延续7年的爱心接力
开发区国税局为残疾人减免个税
晚报讯 “
真诚感谢开发区国税局的叔
叔阿姨们又一次帮我解决了难题， 你们真是
我生命中的
‘及时雨’啊”！在开发区行政管理
中心个税申报窗口前， 成功办妥残疾人个税
征收减免手续的王蕾， 激动地在手机屏幕上
写下一行字， 向陪伴在身边的国税青年党员
小周和小丁表达由衷的感激之情。
这是一份延续7年之久的爱心接力。聋哑
女孩王蕾来自开发区国税局党支部结对帮扶
的困难家庭，她的父亲身患尿毒症，每半月要

做五次透析， 一家人仅靠王蕾母亲在服装厂
打工的微薄工资度日。 7年里，开发区国税人
对这个困难家庭的爱心帮扶从未间断。 2013
年通过沟通协调， 他们还为王蕾找到一份广
告设计的工作。
前不久， 王蕾向国税干部小周咨询个税
减免事宜， 考虑到聋哑人沟通不便等诸多因
素， 小周立即带上王蕾前往开发区行政管理
中心，国地税人爱心联手，为这个聋哑女孩免
刘杰 陈玲玲
除了个人所得税的缴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