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个故事让我们看到，医生作为建立医患信任的关
键因素，始终保持着他的忍耐大度和专业精神；而患者
在完全信任医生的情况下， 主动努力配合医生的治疗、
还款。医生和患者如同战友，疾病才是他们共同的敌人。
既是战友，不就应该像罗令和易卫根一样，存留一种性
命相托的崇高信任吗？

记者手记

《“我多想回到这
熟悉的校园”》后续

本报11月23日讯 20
岁的王李思娜，父母早亡，与
白血病抗争8年，她是坚强的
“美少女战士”， 誓言永不放
弃， 要去探索还没见过的美
好未来（详见本报10月24日
A11版报道）。娜娜的故事一
经本报报道， 感动了无数爱
心人士， 所需的80万元手术
费用不到一个月时间就已基
本凑齐。

23日， 就在移植手术开
展的前夕， 中国佛教协会副
会长圣辉法师来到湘雅医院
为她祈福， 并代表湖南佛慈
基金献上5万元的爱心款。

湘雅医院血液科副主任
医师徐雅靖介绍，如果一切正
常的话， 娜娜将于11月25日
进入骨髓移植仓，进行大剂量
的化疗和其他预处理。12月3
日，来自台湾的干细胞将抵达
长沙。当晚，医生就会为娜娜
进行骨髓移植手术。这位“美
少女战士” 与病魔的战斗，本
报会继续关注，为她加油。
■记者 李琪 实习生 吴思宁

白血病女孩明天
入骨髓移植仓

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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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90岁的独居老人，为见女儿、曾孙每天坐公交车出行。一个月前，他
在109路公交车台阶跌倒后，司机主动扶他上车并温言相待。老人想起这些
年坐过的109路，所有司机都对他无微不至，他花了一个月时间，写下10多封
感谢信，要表扬这些公交司机们。

核心提示

（全国免费送货，货到付款）

寻医问药 神了！ 皮肤瘙痒迅速见效
������近日，笔者采访了亲身体验过被誉为“止
痒速度快”断痒绝技的患者。

笔者听到正在体验皮炎、湿疹、荨麻疹、疥
癣等皮肤患者发出阵阵赞叹：“刚才痒的闹
心，一抹就不痒啦！ ”“脚气痒得直跺脚，抹上
后真舒坦！”“神啦，抹上就不痒!”“凉嗖嗖的立
马不痒了，抹上没多久，眼看着水泡变蔫吧，
脓水也没了。 ”

抹上断痒脱毒膏， 体验者不仅马上不痒了，而
且还像拔罐子一样，体内毒素被连根拔除。 痒

了就要拔毒，皮下没有问题就不会再痒！
一个 70多岁的老大爷， 撩起衣裳亮出肚皮，

揉着肚皮说道，“你们摸摸嘛， 我以前这疙疙瘩瘩
的肚皮，现在摸起来平滑了，这药膏太好使了。”一
个中年人抢着说“是啊，我十几年的皮癣、脚气再
没痒过，脚趾裂开的口子都合上了，脱皮硬皮全没
了，再不遭罪了。 ”

目前，断痒脱毒膏已在全国上市,凡皮肤奇痒，
久治不愈者均可详询 400-999-2832

俗话说：疼不死人痒死人。 奇痒难耐，抓破皮、挠出血、甚至热水烫、用针扎、刀背刮......打针、
吃药、抹激素、用偏方，各种方法用尽，瘙痒就是止不住。 痒得揪心刺骨、彻夜难眠.....

����老中医张启山，出身名医世家，精研中医
近六十年，专攻各种皮肤类疑难杂症，张家祖
传治皮痒绝活，无论是春夏过敏痒、脚气钻心
痒、皮炎灼热痒，湿疹糜烂痒、风疙瘩窜着痒、
疱疹刺痛痒，糖尿病全身痒，还是脱皮干痒、阴
囊湿痒、肛周瘙痒、内外阴痒......抹上断痒
脱毒膏均是膏到痒除。

据张老中医介绍： 皮肤瘙痒是风邪、湿
邪、燥邪、火邪及菌虫等邪毒侵入体内所致。
皮肤瘙痒，痒在表皮，根在内毒。 如果把痒比
为草，那么毒就是草的根，割草不除根，就会
春风吹又生。 也就是说，治瘙痒不反复，必须
清除体内邪毒。

断痒脱毒膏秘方，绝在“循经脱毒，脱
毒断痒”， 膏中的药用成分就像靶向追踪
器， 循着人体经络把分散潜藏于体内深层
的风寒暑湿燥火虫七类毒素由内向外脱
出， 各种顽固瘙痒也随着毒素的逐渐脱出
得以祛除。

断痒脱毒膏（鲁卫消用宣字（2013）第 067 号）循经
脱毒，活血化瘀，清热利表，除湿灭菌，不
仅一抹就断痒，还会感觉从皮肤里冒出丝
丝凉气（祛风邪），或渗出珠状液体（祛湿
邪），或皮肤微微发红（祛燥火邪），或出现
异味粘稠状物 （杀菌虫）， 这就是老中医

“脱毒”绝活。断痒脱毒，让瘙痒痛苦解脱，
而多年的手足癣 、体癣 、头癣 、湿疹丘疹、
荨麻疹、疥疮、等皮肤病也因此痊愈。 脚气
掉皮、皮癣脱皮、血淋淋的破皮、色素沉着

及粗糙肥厚的皮肤能恢复光鲜亮泽。
据老患者反馈： 这药膏抹上就不痒，止

痒真给力！ 脚气糜烂、一片片的湿疹、皮炎、
红斑、小疙瘩都好了！ 用这种药膏，眼瞅着脱
出毒来，多年奇痒再没犯！ 因为断痒脱毒膏
配方奇特，能脱出毒素，且无激素无副作用，
老人孩子都能用。 老中医秉承祖训，无论是
何病因、病程长短，均可达到独特效果，并立
下了“断痒脱毒，无效退货退款”的规矩。 为
回馈新老患者， 厂家特大优惠： 买 3 盒赠 2
盒，买 5 盒赠 5 盒。 （张晓莉 / 文）

老中医揭秘“断痒绝活”

全国免费
专家热线400-999-2832
本药膏不在网上销售

（陈琳/ 文）

鲁卫清用宣字（2013）第 067号

厂家地址：山东济南市高新区西小龙堂经济园 8号。

本报11月23日讯 11月22日下午，
一位90岁的老人用不停发抖的双手拄着
拐棍， 一步步艰难地走到了109路公交车
队，亲手递上了一面绣着“呵护老年乘客，
服务精神一流”的锦旗。

为了送这面锦旗， 他准备了1个月的
时间。1个月前， 老人跌倒在公交车门前，
一位女司机迅速下座扶起了他，并细心地
护送他到目的地。得到帮助后，老人花了
很长时间打听司机的姓名， 制作表扬信、
锦旗，并给媒体爆料。他对记者说，“请你
们一定要表扬他们！”

为见曾孙，老人每天独自出行

老人叫毛冬生，已独居陈家湖社区18
年。虽然四肢颤抖、行动不便，他却坚持每
天坐公交车出行，风雨无阻。

从陈家湖站搭乘109路至五一大道
站，再转106路到新民路。18年来，行程从
未改变。毛冬生称自己要专程到新民路的
一个社区医院看病，那里有他信得过的医
生， 更重要的是，“大女儿一家就住在那
边，她每天会带1岁多的曾孙到医院来看
我。”

毛冬生老人有三个女儿，都已是花甲
之年。他说，是自己不愿和孩子们住在一
起的，“我怕有代沟，给他们添麻烦。”老人
想天天见亲人， 又怕影响他们的生活，便
坚持每天独自出行。

出意外时，这个司机不一样

毕竟已90岁高龄， 毛冬生出行一次
十分困难： 从家到公交站600多米的路
程，他要走上十几分钟。身患多种老年
病，只能依靠拐杖走路，每走一步都全
身发抖。一个月前，毛冬生在上公交车
时，突然一个踉跄摔倒了，“趴在上车的
台阶上，我根本起不来。”毛冬生说，这
时，女司机迅速熄火，上前扶他，“她扶
不动我，就叫其他乘客一起帮忙。”在大
家的帮助下，老人顺利地上车。开车前，
女司机问：“爹爹，你坐稳没有？我要开
车了。”到五一大道站后，她又提醒“麻
烦大家扶爹爹下车。”

毛冬生说：“我以前坐其他公交车也
遇到过这种事情， 司机不但不扶我，还
说， 你这么大年纪就不要一个人乱走，
不让我上车。”回想往事，女司机的举动
让毛冬生分外感动。 他想起这18年来
109路车司机对他一直都很好 ，“进站
时，他们会招手示意我不动，把车开到
我身边。上车了，也总会先问我坐稳没
有才开车。”

于是，他记下了车牌号，到109路车队
查出了所有帮过他的司机的姓名。花了一
个月的时间写下10多封感谢信，制作好锦
旗，于11月22日亲自送到了车队。

■记者 梁筱石

黄拓、舒伟奇、李宇波、孟红军、李彭
等，是毛冬生老人在感谢信里一一提到过
的名字。记者与他们对话时，他们却连老人
的名字都不知道。

按公交车队驾驶规章， 有乘客在车上
跌倒，司机会被记过、罚款。这也是很多司
机不愿意搭乘老人的原因。 黄拓说，“虽然
老人跌倒了，我可能被罚款。但是他那么大
年纪了， 发生点意外怎么办？ 这可是条人
命，生命可比钱更重要！”

一边是医生以个人信誉
为欠费4万余元的病人担保
暂缓缴费继续治疗， 一边是
病人“实在不好意思”表示借
高利贷、 卖掉生猪也要还清
医药费。 这个温情的医患故
事经本报报道后，广大读者、
政府部门纷纷表示要给仁心
医生点赞， 给诚信病人鼓励
（详见本报11月20日A04版，
11月21日A11版）。

截至记者 23日发稿时
止， 各界涌向浩浩一家的善
款达到9350元。 浩浩一家想
通过本报向连日来关心帮助
他们的读者说声“谢谢”，并
提出，等浩浩好点儿，一定要
向这些好人当面言谢。

4天善款达9350元

这些天来， 浩浩所在的
干杉镇中心小学校长送来了
全校教职员工的捐款3350
元， 长沙市第八医院党委书
记邓雄飞代表医院送来了
5000元捐款。23日，长沙市爱
心圈青少年公益发展基金负
责人李业仁告诉记者， 他们
正在为浩浩进行筹款，“下
周， 我们会将第一轮爱心人
士的1000元捐款和衣物书本
送到浩浩手中。”

孩子父亲回家凑钱

病房里不见浩浩爸爸易
卫根的身影。 盛桂芳说：“老
易回去喂猪干活了， 这几天
收到近万元捐款， 我们感激
得不得了， 可我们心里也很
不安， 想早点凑足拖欠医院
的4万块钱，孩子我一人在医
院看着就行了。”听闻盛桂芳
心里对医院的愧疚， 长沙市
第八医院党委书记邓雄飞连
连摆手：“你们先把2分息的
贷款还了，拖久了负担更重，
医院的不急。”
■记者王为薇实习生张冠璨

老人上公交是拒是留？ 拄拐爹爹上车跌倒，109路女司机带领乘客伸援手

九旬老人写10封信谢公交司机

4天筹善款近万，家属一再言谢
一种性命相托的崇高信任

11月21日下午，长沙市第八医院党委书记邓雄飞（左一）来到病房探望浩浩，在罗令医生的介
绍下了解浩浩右小腿的恢复情况。 记者 李健 通讯员 栗青梅 摄

《孩子欠费数万，医生果断担保》后续

司机说，“生命比钱更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