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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瘫痪女孩来京接受救治”追踪

云南瘫痪姑娘回老家休养
瘫痪 12 年来京治疗 1 个多月；经过两次手术后，身体暂不适宜再手术，回家调养
新京报讯 （记者许路
阳 实习生李晓波）昨日下
午，
北京西站，
38 岁的云南姑
娘杨丽在男友陆永波的陪同
下 ，踏 上 了 返 回 云 南 的 列
车。1 个多月前，
因类风湿关
节炎导致瘫痪在床 12 年的
她，在男友陆永波的陪伴下
来到北京积水潭医院接受治
疗（本报曾连续报道）。在经
历了两次手术后，由于身体
状况暂时不再适合手术，杨
丽想回云南休养。
昨天，积水潭医院病房
内，陆永波收拾着衣物，
杨丽
躺在床上玩着手机。杨丽来
北京治疗的一个多月里，她
做了两次手术，第一次手术
非常顺利。第二次手术术前
麻醉准备时，杨丽因长年卧
床脖子僵直、开口困难，
一直
无法麻醉成功，而且喉头出
现水肿，呼吸一度困难。为
保障杨丽生命安全，医护人
员为杨丽切开气管，插入一
条新管，
当日，
杨丽并未接受
原 本 安 排 的 手 术 ，只 能 在
ICU 病房接受治疗。
转回普通病房后，
杨丽通
过手机短信告诉陆永波，
“身体
受不了，
要放弃手术。
”
第二次
术后，院方一直为杨丽做喉
部护理。但杨丽下体多次出
血，院方通过 B 超检查出杨
丽患有子宫肌瘤。耳鼻喉科
医生在检查杨丽病情时，
也发
现杨丽身体非常虚弱，
建议暂
时不要再做手术。正因为如
此，
杨丽决定回云南休养。

瘫痪 12 年的云南姑娘杨丽由男友推着前往站台。由于身体不适合手术，
昨日，
她乘车回云南老家。 新京报记者 周岗峰 摄

■ 追访

“养好身体仍想回京治病”

昨 日 中 午 12 时 ，主 治
医师张昊华找来了一辆车，
一名司机义务送杨丽和陆永
波到火车站。临走前，病房
的护工帮杨丽清点衣物，和
她依依惜别。杨丽哭了，
“谢
谢这么多好心人帮助我。
”
到达北京西站南广场

后，陆永波把他自制的手推
车安装好，将杨丽推进了火
车站，在过检票口时，由于
手 推 车 太 宽 ，过 不 去 检 票
口，众多陌生乘客帮助陆永
波把手推车抬了起来，这才
顺利通过。下午 4 时 36 分，
他们踏上了北京西开往昆

明的 T61 次列车。
主治医师张昊华表示，
目前，杨丽身体各项指标已
恢复正常，术后最大变化是
双腿能展开 30 度左右，这
对她日常护理起到非常大
的作用。不过，回到家后，
仍需要做关节活动训练等

一些康复锻炼。院方尊重
患者回云南的选择，如果杨
丽身体恢复好仍愿意接受
治疗，他们随时接收。
“回到家后，准备吃一
些中药调理身子。”杨丽表
示，等身体恢复好了，她还
会赴京治疗。

自闭症女儿画作 妈妈网上出售
12 岁自闭症女孩被网友称为“小毕加索”；获得公益机构帮助，买下近百幅画作并帮其办画展

新京报讯 （记者王卡拉）12
岁的自闭症女孩芝芝在北京
开画展了，她被网友称为“小
毕加索”
。芝芝也许不知道办
画展是多么令妈妈自豪的事，
她的目光总是在那张画纸上，
看不到妈妈两鬓的白发。
为了让女儿继续接受美
术教育和治疗，
芝芝妈在微博
上卖女儿的画作，
引起了三棵
柚公益基金的关注。该基金
将芝芝做为“三棵柚”公益计
划启动后的首位受助者，
购买
了芝芝近百幅画作，
昨日还给
芝芝在北京办了个人画展。

妈妈教出“小毕加索”
芝芝是个漂亮的女孩，
她会笑，但也会突然把胸脯
拍得“啪啪”作响。
“ 别生气，
赶 紧 画 画 ，要 不 就 画 不 完
了。”每当在人多的场合，妈
妈黄艳珠总担心女儿会突然

失态，而画画则是让芝芝平
静的最好办法。
从简单的静物到复杂的
图案，不会画画的黄艳珠，一
笔一划地教起了女儿画画。
芝芝的画纸，是一张张
废弃的挂历，挂历背后的那
片空白地，被芝芝的想象填
满。
“知道这张画我女儿画的
是什么吗？”在微博上，黄艳
珠总是贴出女儿的画作和网
友交流，很多时候，她看不懂
女儿的原创画，却总是想去
了解女儿自闭的小脑袋到底
在想些什么。

网上卖画赚取治疗费
芝芝的爸爸妈妈为给孩
子治病花光了所有积蓄，
哪里
有自闭症讲课，
他们就带芝芝
去那里听课训练。曾经还算
不错的家庭，
开始了借钱给女
儿治病和训练的日子。
要继续学画画，
就要有钱
买彩笔、买颜料，黄艳珠决定
在网上卖画，
100元一张，
为女
儿挣点钱继续学习和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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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芝芝的每一幅画，都会让我
自豪，
我女儿不比别人差。
”
中国青年版画家蔡志勇
在看到芝芝的画作后，非常
惊讶这些都出自一个自闭症
女孩之手。
“她对线条的驾驭
很不错，在色彩和构图上也
有独到的眼光，希望芝芝可
以继续画下去。”

公益机构帮女孩办画展
芝芝的妈妈微博卖画的
行为，
引起了三棵柚公益基金
的关注。该基金旨在为自闭
症儿童及家庭奉献爱心，
为迫
切需要帮助的自闭症儿童及
家庭伸出援助之手。基金买
了芝芝近百幅画作，
昨日还给
芝芝在北京办了个人画展。
其发起人凌远强指出，
对公益对象的帮助不能停留
在单方面的资助或者是仅授
予物质的支持，而是要通过
公益行为让受益者融入到社
会生活当中。凌远强希望更
多患儿在社会的帮助下，获
得自力更生的能力。

自闭症女孩芝芝的画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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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在画展上，芝芝的母亲给观众展示女儿的作品。
新京报记者 侯少卿 摄

眼癌学生
获爱心款
新京报讯 （记者王卡拉）
一毛钱、五毛钱、一元钱、五
块 钱 …… 大 兴 育 红 打 工 子
弟学校师生捐出的零钱，凑
出了 5089 元，交到了该校初
一生张鹿州手中。手捧这
份沉甸甸的“爱心”，15 岁的
张家口男孩张鹿州和父亲
不停说着“谢谢”。这些善
款，将帮助身患眼癌的张鹿
州进行接下来的治疗。
9 岁开始，生活在单亲
家庭的张鹿州就随着打工
的父亲在北京上学，父亲在
工地打工，他则一直住校，
“每到周末，自己一个人在
学校，就特别想有个家。”
当鹿州还在憧憬着，等
爸爸挣多了钱，就在北京租
个房子弄个家时，他突然被
确诊为眼癌，并在接下来的
治疗中被摘除了右眼。由于
在北京没有家，他每一次的
化疗后都只能回到张家口休
养，
然后再回北京化疗。
因有段时间没去上学，
校长李阳主动联系了鹿州的
父亲，
知道了事情的始末后，
校长捐出了 1700 元，并发动
周围朋友一起帮忙凑钱。昨
日，育红打工子弟学校为鹿
州举行了全校师生募捐，全
体师生一共捐款 5089 元。
鹿州的爸爸说，昨日的
捐款虽然远不够治疗费用，
却让鹿州和爸爸感到温暖。

志愿者将
为老年人
定格笑脸
新京报讯 （记者魏铭言）
明天起至 11 月 12 日，北京市
“敬老月”期间，将有数万名
团员青年志愿者走进社区，
为高龄、失能、半失能老人提
供家政、陪护、心理疏导、信
息咨询、法律维权等多项为
老志愿服务。今年“敬老月”
活动主题是“敬老爱老、共建
共享”，由市委组织部、市委
宣传部、市教委等市老龄委
13 个成员单位主办。
“敬老月”
里，
很少有机会
照相的老人们，
将迎来上门的
文化志愿者，
用镜头定格自己
的笑脸。文化志愿者将走进
社区、
远郊区、
敬老院，
寻找退
休职工、
劳模、
危困老人、
老年
社区工作者等，上门为 9999
名老人拍摄照片，
并统一制作
相框送给老人。
“敬老月”
期间，
市老龄办
将对今年评选出的 10000 名
“孝星”
、
1000家为老服务单位
进行表彰。据介绍，
这是本市
第三次进行万名
“孝星”
表彰，
累 计 评 选 产 生 30000 名“ 孝
星”。按照北京市常住人口
1900 多万计算，每 1000 人中
就有超过1位
“孝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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