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姜阿姨提供了新线索：“孩子可能是来自重庆和湖南之
间的山区。” 知情者请拨打本报热线0731-84326110或登录
新浪、腾讯微博@三湘都市报提供线索。

4月20日， 常德市第一人民医院，
记者在数不清的档案里查找1997年姐
姐“常爱杰”住院时的病历。

记者 王翀鹰 摄

对话

“姐姐是我们在常德一街面捡到的”

20日一大早，记者依据昨天的线索，满怀希望来
到常德市第三人民医院。

“我看了你们的报纸， 一上班就特意问了同事，
我们当年的妇产科主任已经退休。 现在妇产科的同
事没人能记得当年的事。 出生档案里没有姐姐克赖
顿的记录。”该院办公室负责人的一席话给记者泼了
一盆冷水。

此前， 同行的翻译在深夜2点与邦妮的连线中，
得知另一条线索。 姐姐克赖顿脑袋肿瘤切除手术是
在常德市第一人民医院做的。

记者又马不停蹄地赶到该医院。 在医院浩瀚的
病案室内， 记者与热心的工作人员查询了从1997年
至1998年的出院记录。除了找到两名“常爱华”、“常
爱芬”的病案外，并未见姐姐“常爱杰”任何的记录。

记者再次返回常德市福利院， 试图寻找曾在福
利院对这对姐妹都照顾过的“姜阿姨”，遭到冷拒。寻
亲的线索一度中断。

直到当天下午5时30分，事情才有了新的进展。关
键人物“姜阿姨”出面了，并与我们进行面对面对话。

记者行动

晚上7时，50多岁的姜阿姨一见到
记者，就掏出一个精致的小相框，里面
贴着两姐妹的照片，与邦妮此前向媒体
公布的一模一样。

“姐姐我照顾了一年， 妹妹也照顾
了几个月。”回忆起往事，姜阿姨十分动
情，“好像注定我跟她们有缘。”

姜阿姨首次向记者透露，姐姐克赖
顿其实是她和前夫从常德一街面抱回
来的。“被发现时她被一个纸盒包裹着，
很多人围观。我挤进去一看，孩子还不
到一个月， 肚子上的脐带还没全断。旁
边放着半袋奶粉， 身上的衣服全尿湿
了。 一张小脸哭得通红， 眼睛圆溜溜
的。”

“神奇的是，就在我抱起她的时候，
她对我咧嘴一笑，这一笑，把我的心都
笑软了。”

当时医生说她可能活不过10岁
姜阿姨说，随后她给孩子检查身体

发现， 孩子脑袋上长了手指大一个红
坨。“几天后福利院的医生诊断说是血
管瘤。很难治好，可能活不过10岁。我吓
了一跳。”

与孩子相处几天下来， 她越发喜
爱，决定无论如何也要把孩子医好。“我
就带着她到现在常德第一人民医院去
治疗。”姜阿姨回忆，医院的医生得知实
情后，给孩子就诊一路开绿灯，前后3次
手术只花了一百元。

庆幸的是，孩子的手术很成功。
在照顾孩子的一年多时间里，她和

前夫操碎了心。
“孩子一开始很喜欢哭，我和他（前

夫）一个抱上半夜，一个抱下半夜。当时
我白天要上班， 自己的小孩也上初中
了，很吃力。”

“当然更多的时候是快乐。” 姜阿姨
说，孩子慢慢长大，变得特别聪明可爱。
“我最记得当时电视里只要一放扭一扭
的果冻广告， 不到一岁的孩子就会跟着
一扭一扭的。”

“她们给我带来了福气”
“送她去美国前两天， 给她买了新

衣服、小书包，还买了一个小熊的玩具，
包了一个2块钱的红包，钱很少，希望一
生平安成长。”姜阿姨回忆，那两天，孩
子可能也感觉到了什么，晚上特别喜欢
哭，“特别舍不得！”

巧合的是，几年后，在邦妮收养妹
妹时，她接受邦妮的委托，照顾了妹妹
几个月。后来，两个孩子回来，都管我叫
“姨妈”。

“我跟这两个孩子很有缘分， 她们
给我们带来了福气。”姜阿姨说，在2004
年、2005年她和儿子得心脏病时， 幸亏
有了这对姐妹的养母的帮助，才得以渡
过难关。

“现在，我们和大洋彼岸的家庭，建
立了一种深厚的友谊，一种家人式的情
感。”姜阿姨很是感触。“我也打听过，孩
子可能来自重庆和湖南之间的山区。”
她说，会尽全力去完成两姐妹寻找亲生
父母的心愿。

姐妹寻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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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发现： 免疫复合物堆积是引发肾病的
根本原因。 专家指出，清除免疫复合物、修复肾
小球滤过膜是治疗肾病的重中之重。

2001 年 5 月，以留美分子免疫学博士、著名
肾脏病专家刘若水教授为主的研发小组率先采
用最新的“生物定向赋活”萃取工艺，将斜纹金
钱蛭富含的药用成分辅以云贵高原特有的瓜子
金、益母草在反应釜中发生聚合反应，萃取出独
特的“LGS水蛭活肽”。 临床证实，LGS水蛭活肽
具有清除免疫复合物、 修复肾小球滤过膜两大
功效，能够根本上治疗肾病，杜绝复发。
肾元胶囊：让肾病治疗告别 " 透析时代 "

�������刘若水教授以“LGS 水蛭活肽”为基础终于
研发出全新肾病特效药物———肾元胶囊（国药
准字 Z20025816），经北京、上海等多家医院临床
验证，肾元胶囊治疗各种肾病：

第一步， 清除：LGS 水蛭活肽进入肾脏后，强

力清除肾小球滤过膜上的免疫复合物，并使其快速
分解、融化，随尿液排出！ 这一阶段，患者将会明显
感觉到，水肿减轻，血压平稳，食欲增加，精神好转，
病情得到初步控制。

第二，修复再生："LGS水蛭活肽 " 到达破损的
肾小球滤过膜之后，还可以凭借超强的自我修复再
生能力，促进过滤膜的自我生长，恢复肾小球滤过
膜正常的过滤功能。 这个阶段患者会感觉身上有
劲，到医院检查可见蛋白尿、肌酐、尿素氮、潜血等
指标平稳下降。

第三，滋养肾细胞："LGS水蛭活肽 "源源不断
的进入体内，充分滋养剩余的肾细胞，阻断肾纤维
化进程，极大的延长了肾细胞存活周期，坚持按疗
程服用，肾衰竭、尿毒症患者生命得到延长，肾脏功
能得以恢复，不再复发。肾病患者从此将彻底告别
“透析时代”，无需终生服药。

专家预约：0731-82864820(每日限 10人)

水蛭专治肾病
告别“透析”时代

中 晚 期 肿 瘤 有 救 了
科技发展了、社会进步了，但是我们身边的

肿瘤患者为什么越来越多？
事实证明传统手术、放化效果并不理想。 很

多肿瘤患者都是死于过度治疗。西方国家已经率
先认识到这个问题，世界卫生组织已将肿瘤列为
慢性病，提出“带瘤生存”的全新治疗理念。

由于中医中药治疗肿瘤效果突出，已逐渐被西
方接受。 我国首个利用发酵中药治疗肿瘤的科技
成果—发酵中药获得英、法、德等 29个欧盟成员国
认可，获得国内国际多项专利，被国家中医药管理
局科技开发交流中心列为推广项目全国推广。

发酵中药抗肿瘤成功实现三大突破： 1）首次
把中药抗肿瘤活性成分从大分子转变成小分

子， 有效成分可迅速穿透毛细血管壁直达肿瘤
病灶;�2） 首次激活传统中药未被开发的抗癌活
性物质 -CSD因子，诱导癌细胞分化凋亡； 3）首
次实现中药多靶点靶向识别、抑杀癌细胞，抑制
肿瘤新生血管形成，防止复发转移。

国家一级期刊《肿瘤防治杂志》随即报道：发
酵中药经北京医科大学肿瘤医院、上海中医药大
学附属医院、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等全国 21 家
大型三甲医院、1800 名患者临床验证，该药对食
道、肺、肝、胃、肠、乳腺、宫颈、膀胱等多种肿瘤
的抑制率高达 73.7%，有效率高达 93.2%，临床远
期效果超过化疗。

详情咨询：0731-82813345

发酵中药抗肿瘤首获欧盟认证———

时隔3年被收养的两位女婴，竟是亲生姐妹。15年后，俩人的寻亲梦牵动每个人的心。
4月20日，我们奔波在常德的大街小巷，寻找着这对姐妹家人的每一点希望。
远在大洋彼岸的养母邦妮，通过邮件与记者24小时互动。
寻亲之路异常艰难。费尽周折后，记者有幸找到当年在福利院照顾这对姐妹的退休员工。

她向记者解开了这对姐妹被收养前的每一个细节。 ■记者 聂诗茼 周红泉 黄雪 见习记者 曾韧

记者4月20日在第一时间与远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邦
妮女士取得了联系。采访中，邦妮透露了不少关于两个宝贝
儿的生活趣事。

说到寻亲，邦妮说，从小到大，克赖顿和赖利一直都知道
远在地球另一边的中国有她们的亲生母亲。 对于寻亲的态
度，两个小女孩心态各有不同：“14岁的克赖顿没有特别关注
这件事，因为她知道，这是件特别特别困难的事，没那么容易
办到。”邦妮说，“可妹妹就不同了，她对这件事特别上心。”

湖南的女儿肯定好口味菜这一口吧？ 答案是NO。 邦妮
说，大女儿克赖顿对于中国菜一点儿都不感冒。上次回常德，
幸好宾馆附近有个麦当劳，要不然她真该头疼了。倒是小女
儿，不可思议的是，常德圆粉就是她的最爱！

“都说湖南妹坨那是有名的暴脾气啊， 我家的两个宝贝，绝
对是名副其实，不折不扣的两个湖南‘小辣椒’！” ■记者 黄雪

“常德姐妹花”越洋寻亲生父母后续

常德“姨妈”解密收养前细节
她是曾照顾这对姐妹的福利院员工 她分析孩子可能来自重庆湖南之间的山区

连跑两家医院，一无所获

连线美国

邦妮抱着14个月大的克赖顿。

美国妈妈：她俩就是湖南“小辣椒”！

互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