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文关怀
为救儿子，母亲多方寻求帮

助。四川省监狱管理局高度重视
此事，立即向部局请示。经司法
部监狱局特批，特事特办，一场
跨越千里的转监行动紧急进行。

去年4月，17岁多的花样少年
小华被诊断为急性髓系白血病，
医院已下达过4次病危通知书。经
配型检测，唯一能够给小华移植
骨髓的只有他的父亲郭某。

突患重病

然而，小华的父亲郭某17年
前在兰州因故意伤害罪被判死
缓，后转为有期徒刑，一直在兰
州监狱服刑。小华身体状况极不
适合长途奔波，稍不注意就要感
染，移植手术该怎么进行？

遭遇困境

半个月来，因电话、微信上
沟通要不回自己的爱犬，1月11
日上午，成都姑娘小吴上门到捡
狗人何某家中索要。在敲门时还
能听见自家狗狗欢叫的声音，不
久后却发现狗狗在楼下奄奄一
息（成都商报1月12日报道），此
事在网上引起广泛关注。

12日凌晨，小狗主人小吴和
何某在龙泉驿区公安分局洪河
派出所见了面，何某当场号啕大
哭，并向小吴道歉，称自己是用

绳子和衣物将小狗套住慢慢往
下吊，结果没有套稳，小狗掉了
下去。目前，小吴对何某的道歉
没有表态，而是准备走司法途径
解决此事。

捡狗人道歉
称小狗是没套稳掉下去的

12日凌晨1点左右，小吴接
到了龙泉驿区公安分局洪河派
出所民警的电话，称事情有新的
进展，让她马上去一下。

而就在几个小时前的11日
晚上，得知小狗摔死事件的成都
网友，一波又一波地前往捡狗人
何某的住地，向其讨要说法。据
一位爱狗人士说，11日晚8点左
右，数十人赶到何某家楼下，当

时何某家中的灯还亮着，不过过
了不久，灯熄了，人也不知去向。

记者当晚在现场发现，还
有市民陆续赶来，敲何某的家
门。晚11点左右，几位身着制服
的民警同样敲响了何某的家
门，但无人应答。不过到了12日
凌晨，何某出现在了龙泉驿区
洪河派出所。

小吴赶到派出所后，与何
某见了面，何某一把抱住她号
啕大哭并表示道歉，在场的网
友拍下了当时的视频。小吴有
些不知所措，但也没有做出任
何过激的举动。

小吴在事后告诉成都商报
记者，在派出所，何某向她表示
了歉意，并称狗狗的死与自己有
关，“她说当时是用绳子和衣物

将小狗套住往下吊，结果没有套
稳，小狗掉了下去。”小吴说。

不接受私了
准备走司法途径解决此事

双方在派出所的协调没有
结果。小吴称，何某希望此事通
过赔钱的方式私了。但她没有
接受这种方式，准备走司法途
径解决。

12日上午，小吴发微博表
示：“lion（小狗名字）已经没了，
这件事我无法释怀。”并同时发
表三点声明：要求何某在媒体上
公开赔礼道歉；走司法程序（同
时在此寻求法律援助，希望相关
机构和个人能够帮帮她）；何某
必须赔偿所有损失。

随后，小吴在朋友的陪同下
前往锦江区人民法院。她在电话
中告诉记者，何某自从在派出所
道歉之后，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
表态也未联系过她。之前，她主
动给何某打了一个电话，询问对
方是否知道自己发在微博上的
条件：“我问她知不知道，她说
不知道。我说我发了微博的，她
说她很忙，没有看，并且挂断了
电话。”

12日下午，记者通过电话联
系上何某的丈夫。在简短的对话
中，对方再次道歉，不过对此事
没有过多的发声。记者了解到，
小吴已于当日下午与律师进行
了沟通，并开始准备法律方面的
材料。
成都商报记者 逯望一 钟美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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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失小狗
摔死在领养人楼下

2018年1月13日
星期六

兑彩票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四川联销“3D”第
2018012期开奖结果：891。●中国电脑型福
利彩票全国联销“七乐彩”第2018006期开
奖结果：基本号码：07 09 16 18 21 23

27，特别号码：29。
（备注：以上信息以开奖现场公证后的结果为准）

●电脑型中国体育彩票全国联销“排列3和排
列5”第18012期排列3直选中奖号码：437；排
列5中奖号码：43773。●电脑体育彩票“七星

彩”第18005期开奖号码：3285064。

百岁老人发烧到39℃
专家赶去会诊：精简药物

医生正在给老人做检查

捡狗人大哭道歉
狗主人拒绝私了 走司法途径解决

宠物医院内，比特犬“凯撒”头上戴着伊丽莎白圈，
一根输液管向它体内不断导入浅黄色的液体药物，以维
持生命。见到主人前来探视，取下输液针头的凯撒跑出
笼子围着主人绕圈，兴奋得直叫。

半年前，凯撒还是一只浪迹于美国洛杉矶街头的
流浪狗，瘦得皮包骨头。留学生大恺偶然发现了凯撒，
将其收养，并带回成都。几天前，凯撒突发巴贝斯焦虫
病，在极度贫血中生命垂危。危难之中，30余只成都狗
狗先后在各自主人的带领下赶到宠物医院献血，凯撒
的生命得以延续。

2017年6月的洛杉矶，在一家大型超市门口附近，
加州州立大学留学生大恺的目光被一只瘦弱的流浪
狗吸引，“它当时皮包骨头，满身伤痕和化脓，大面积
皮肤裸露，顶着40℃开外的闷热天气，趴在超市大门
外，好像很虚弱。”大恺走上前去，发现这只狗狗的身
上没有标志身份的项圈，疑为一只流浪狗。

大恺收留了这只流浪狗，并为它取名“凯撒”。这
是一个硬气的名字，大恺希望它拥有顽强的生命力。
这是大恺人生中第一次养狗。

2017年12月初，大恺带着凯撒回到成都。凯撒是一
只比特犬，有着勇猛的基因，加之长期流浪的生活，野
性难驯。“凯撒对人很亲热，但看到其他动物就会攻
击。”为了让凯撒适应接下来的生活，大恺把它送到成
都一所驯犬学校接受训练。

大恺没想到的是，在驯犬学校训练期间，凯撒患
上了重病：巴贝斯焦虫病。这是一种寄生虫病，会损伤
狗的红细胞，并出现高烧、贫血、迅速消瘦等症状，危
及生命。

今年1月7日晚，凯撒被送往宠物医院治疗。但因
为找不到配型的血液，凯撒的生命陷入危机。经朋友
帮忙，凯撒急需血型配对的消息传到了民间小动物保
护组织“齐力猫狗联盟”的微信群中。该联盟负责人陈
先生告诉成都商报记者，通过转发，一些养狗市民开
始联系大恺。

7日晚，8位市民带着自家的狗狗赶到宠物医院，
最终3只狗狗的血型与凯撒的血型配对，挽救了凯撒
的生命。

在接下来的几天中，陆续又有30多位热心市民带
着自家的狗狗前来献血。“谢谢他们能够给凯撒一个继
续留在世界上的机会！”大恺感谢热心市民和他们的狗
狗 。目 前 ，凯 撒 的 健 康 状 况 正 在 逐 步 恢 复 中 。

成都商报记者 王拓

30余只成都狗狗献血
保一只美国流浪狗的命

平日爱看报、看篮球比赛的102岁老人李茂郁，从
元旦开始就咳嗽，发烧最高到了39℃。护工和他交流
时，老人已神志不清了。由托老院转入院中设立的医
院后，老人的肺炎逐渐好转，不过心衰引发的下肢水
肿还存在。12日下午，四川省人民医院的两位专家赶
到医院为老人会诊。

“老人出生于1916年。”护工罗大姐告诉成都商报
记者，大约两个月前进入成东疗养康复托老院，“他精
神很好，就是耳朵不大灵。”平日里老人爱看报纸、篮
球比赛，“有时候没给他拿，还要催我。”不过罗大姐告
诉记者，元旦开始，老人的身体就开始不好，“感冒之
后就咳嗽，还发烧。”她表示，老人高烧一度达到39℃。
1月4日，老人进入托老院中设立的医院治疗。

医生告诉记者，检查结果显示，老人主要是肺炎
以及心衰，胸腔和腹腔还有积液。一周的用药后，老人
情况好转，“不过我们医院治疗手段有限，所以请了省
医院的专家来会诊。”

昨日下午，记者在病房中见到了李茂郁老人。他戴
着帽子，身上裹得很严实，正抱着暖手宝看电视。下午5
时许，省医院的呼吸内科副主任医师李熙霞和心内科主
治医师熊雁赶到托老院。医生查看了老人的病情资料，
与老人的对话并不很困难。老人告诉医生，头还有点昏，

“痰不多，腿还有点肿。”
“老人患老年肺炎，还有一些基础病：比如慢阻

肺、肺心病。”李熙霞表示，接下来对老人的治疗主要
侧重抗感染和心脏方面，“我们建议尽可能精简药物，
例如少输液，因为老年人的肝肾以及心脏的负担不比
年轻人。”在熊雁看来，只要老人的呼吸衰竭和感染处
理好了，心脏方面的问题也会得到改善。

成都商报记者 彭亮 摄影 王效

张惠丽接到转监行动即将开始启动的
电话后，放声大哭。这一通电话让她病危的
儿子终于迎来了生的希望。这场痛哭是喜
悦的，饱含了张惠丽和全家人的感激。

去年4月，17岁多的儿子小华被诊断
为急性髓系白血病。经配型检测，唯一能
够给小华移植骨髓的只有小华的父亲郭
某，而郭某 17 年前在兰州因故意伤害罪
被判死缓，后转为有期徒刑，一直在兰州
监狱服刑。

为救儿子，张惠丽多方寻求帮助。获
悉情况后，四川省监狱管理局高度重视，
刘志诚局长专门指示局狱政处立即向部
局请示，本着人道主义关怀，特事特办，全
力衔接推进。

经司法部监狱管理局特批，一场跨越
千里的转监行动紧急进行。2018年1月12
日下午，郭某正式转监至四川省崇州监狱。

儿子患病
医院4次下达病危通知书

2017年年初，小华因身体不好曾在家
休养了一段时间。后来返回学校时，小华
时常觉得疲惫，跑完步后，脸色发白，没有
血色。张惠丽不放心，便带着小华到四川
大学华西医院检查。拿到检查结果后，张
惠丽吓坏了，小华的多项指标均显示不正
常。“当时娃娃的血小板低到只有4个了，
正常人一般是100~300个。医生让我们赶
紧送急诊，当天晚上娃娃就开始昏迷、高
烧不退，医院还下了病危通知书。”张惠丽
说，4月26日经医院确诊为急性髓系白血
病后，她整个人都崩溃了，痛心、绝望、无
助涌上心头。

第三个疗程的化疗结束后，小华的病
情没有得到太多缓解，只能走上骨髓移植
这条路。通过配型检测，张惠丽和小华配
型成功，但由于她从小就做了脾脏切除手
术，无法再做骨髓移植的供者。而小华没
有兄弟姊妹，中华骨髓库也没有找到合适
的供者，因此最后的希望就落在了正在兰
州监狱服刑的父亲身上。

2017年10月，张惠丽赶至兰州。在兰
州监狱的协助下，郭某完成了与小华骨髓
移植的配型检测，并且配型成功，可以作
为供者。随后，张惠丽带孩子到了更加适

合做半相合骨髓移植手术的成都军区总
医院。由于骨髓移植手术存在诸多不确定
性，无法保证完成时间以及是否复发的后
果，因此供者与受者理应靠近一些。但由
于郭某尚在兰州服刑的特殊情况，医生建
议可由兰州当地医院帮忙抽取造血干细
胞，然后由家属运输回来。

12月上旬，小华第四次大剂量化疗结
束后的骨穿报告显示，经过化疗，其体内
ETO融合基因定量为0，意味着恶性细胞
暂时已被杀死，眼下正是骨髓移植手术的
最佳时机。但这个状态对小华这样的高危
病人来说，能够维持的时间并不长，如果
不能在此期间进行骨髓移植手术，就要继
续等，直到下一次化疗的结果适宜才行。

于是，张惠丽再次踏上从成都到兰州
的征途。12月11日，张惠丽向兰州监狱申
请，希望允许其丈夫郭某在兰州当地的医
院进行供者身体检查。经过检查，郭某身
体各项指标都正常，符合移植手术的要
求。但兰州的医生认为，长途运输造血干
细胞的风险实在太大。“按照一般步骤，在
抽取供者造血干细胞的同时，患者已身在
无菌仓内，接受移植手术前的预处理，万
一细胞在半路发生坏死，此时供者又不在
身边，那患者可能就没命了。”因此，郭某
如果不能提前在孩子身边准备好，为抽取
造血干细胞做充足的保障，那就是拿孩子

的命在赌。张惠丽不敢赌。

生命至上
司法部特批跨省转监

现在，摆在张惠丽面前的难题是，丈
夫郭某在兰州服刑，而小华是高危病人，
前后已经被医院下达过4次病危通知书，
身体状况极不适合长途奔波，稍不注意就
要感染。那么移植手术该怎么进行？有没
有可能让郭某跨省转回到四川服刑？于
是，张惠丽开始向四川省监狱管理局、兰
州监狱、甘肃省监狱管理局、成都商报等
各方求助。

在了解事情的原委后，成都商报记者
第一时间联系上四川省监狱管理局，将事
情的来龙去脉以及家属希望郭某由甘肃
转回四川服刑的诉求予以转达。四川省监
狱管理局高度重视此事，刘志诚局长专门
指示局狱政处立即向司法部监狱局狱政
处汇报、请示可否转监，并向甘肃省监狱
局狱政处和兰州监狱反馈了部局有关意
见和指示。

在司法部监狱局高度重视此事，根据
郭某儿子病情严重、手术实施便捷和押犯
监管需要，给予特事特办，同意郭某由甘
肃转回四川服刑。

“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谢谢，谢谢

所有人……”张惠丽得知后，先是在电话
里放声大哭，然后不停地重复这几句话，
声音颤抖。

自从去年 4 月小华被诊断为急性髓
系白血病后，她不记得自己哭过多少回。
跑医院、做检查、带孩子化疗、寻找骨髓供
者、研究手术医院……张惠丽一刻都没有
停下。“从最初的崩溃到现在的勇敢面对，
我经历了太多。现在只想救他，他是我的
一切。”

千里转监
白血病少年迎来新生曙光

1月12日中午，郭某在兰州监狱民警
的押解下，顺利抵达成都。坐上开往崇州
监狱的押解车，郭某情绪有些激动，他说
接到这个消息，能有机会为儿子做移植，
内心有说不出的感激。而现在踏上他近20
年未曾归来的故乡，想到正在经受病痛的
儿子，眼眶里顿时涌出泪水。他想不出更
多的话，只说了两个字：“想哭……”

12日下午，张惠丽来到崇州监狱介绍
情况，与民警协商后续手术安排事宜。张
惠丽提到小华非常懂事，其实最初确诊
时，并没有告诉他实情，只说是贫血。大概
是去年7月底，有一次把CT预约单放到
他的病床头，被他看到了。小华上网查了
以后，得知自己患的是白血病。

当晚，张惠丽给儿子洗脚时，小华一
直闷声不说话，不停地掉眼泪，后来，他问
母亲，为什么要骗他？张惠丽难过得说不
出话来。但很快，小华就调整了情绪，上网
查关于白血病的病症、治疗等，成为全家
最懂这个病的人。“娃娃一直很懂事，当年
他父亲服刑时，他才 5 个月大，对父亲完
全没有印象。我记得他 4 岁时问过我，爸
爸去哪儿了。我当时哭了，不知道如何回
答。他就说，妈妈不要哭了，我以后再也不
问你了。娃娃学习一直非常优秀，初中高
中都是直升的重点学校。”

为了挽救一个花样少年，为了尊重生
命，从正式启动到接收郭某，仅仅用了一
周左右就完成了跨省转监任务，充分体现
了中国监狱的人道主义关怀。

成都商报记者 赵瑜 摄影记者 张士博
（文中张惠丽系化名）郭某接受入监体检

儿子患病，急需服刑父亲的骨髓
生命至上，司法部特批转监救人

千里转监 拯救病儿
兰州监狱向崇州监狱移交服刑人员档案

郭某乘坐的火车抵达成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