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牛庆芬的脸上终于露出了笑容。昨日中

午11时，接受了第三次手术的贵州男孩张警

匀，经医生再度清理了气管内部分坏死的肿

瘤细胞后，被推出了手术室。手术后，小警匀

已拔掉了气管插管，首次脱离呼吸机自主呼

吸，并被转入普通病房。但医生表示，根据病

理检验结果， 小警匀的肿瘤细胞为恶性；今

后，他不得不经常接受定期治疗。

三次术后第一餐

小警匀最想吃蛋糕

昨日上午9时，牛庆芬接到了北京煤炭

总医院医生的通知———即将为张警匀实施

第三次手术， 清理气管内部分坏死的肿瘤

细胞。

一个多小时后，好消息再度传来。当躺

在病床上的小警匀被医生推出手术室时，

他已经被拔掉了气管插管，脱离了呼吸机。

医生告诉成都商报记者， 小警匀已经可以

自主呼吸，即将被转入普通病房。

牛庆芬脸上露出难得的笑容，一路陪伴

着，跟随医生走入了病房。医护人员紧张忙

碌地为小警匀插上了氧气鼻管，贴上心电监

护仪的传感贴纸，一切安顿妥当后，方才打

开病房大门。

再次见到小警匀，孩子的气色的确一

天比一天好起来， 他已经不用张着嘴巴呼

吸了，小舌头不断舔着嘴唇，想喝水。但医

生说，6个小时以后方才能进水进食。

牛庆芬理解孩子的心情，自打第一次

手术后被送进ICU开始， 儿子只能靠营养

液补充身体所需，就连她前天买来的牛奶，

也被医生告知不能喝。“娃啊，你想吃点啥？

妈妈给你买。”

“蛋糕。”小警匀用细嫩的声音吐出两

个字。终于听到孩子的声音，牛庆芬掩饰不

住内心的高兴笑了起来， 一边用蘸了水的

棉签擦拭着孩子的嘴唇，一边说：“好啊，妈

妈给你买。”

许是好久没有跟母亲撒娇了，4岁的孩

子说着说着哭了起来。 牛庆芬连忙哄着小

警匀。

病理检验不容乐观

可能还要继续接受手术

昨日下午5点，午休之后的小警匀终于

迎来了他连续手术以来的第一餐， 小警匀

也胃口大开，他吃了一小块蛋糕、喝了几口

牛奶，然后又吃下一根香蕉，喝下几勺菜粥。

牛庆芬相信孩子会一天一天地好起

来， 但她或许不知道， 这条路似乎还很漫

长———昨日下午， 为小警匀主刀实施手术

的北京煤炭总医院副院长王洪武， 在接受

成都商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根据初步病理

化验结果， 小警匀气管内的肿瘤很可能为

低度恶性肿瘤， 这意味着孩子在未来的日

子里， 还将根据病情的变化不断地接受手

术。“一开始可能每周都要接受一次手术，

比方说下周就得择机通过气管镜局部治

疗；到后期可能是一个月一次，再后来可能

三、四个月一次手术。”王洪武告诉成都商

报记者，由于此类肿瘤对放疗、化疗效果均

不明显， 因而手术可能是抑制病情的唯一

最佳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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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对的实力派

学生歌手 让专业人士惊叹

来自七中嘉祥外国语学校邓紫霄的一首

“Another� way� to� die” 让在现场的音乐人陈

戈惊叹：“她天生对音乐非常敏感。比起许多歌

手，她对音乐的理解都要强很多。”虽然没有学

过唱歌，邓紫霄在演唱时对气息的控制、歌曲

断句、音乐节奏等都掌握得非常熟练。更难能

可贵的是她把这首摇滚歌曲狂野的风格完全

表现了出来。

在学校，邓紫霄是同学心中绝对的实力派

人物。初中、高中都是校园歌手大赛冠军的她，

在学校已经拥有了一批粉丝，参加这次的演唱

会，就是她的同班同学李白钰向组委会主动推

荐的。本周六，邓紫霄除了演唱摇滚歌曲以外，

她还选择了两首略带伤感的英文歌曲。

树德中学的刘可迪和妈妈一起来参加了

试音。只参加过学校艺术节表演的她，想着周

六即将面对成百上千人演唱，心里还是非常紧

张的。长相文静的她选择了泰勒斯威夫特和布

兰妮的歌曲。“在舞台上没放开，声音有点小，

如果要跟专业乐队合作音准还需加强……”虽

然陈戈老师给刘可迪指出了不少的问题，但是

对没有受过专业训练就能有这样的水平，陈戈

老师觉得已经非常好了。试音过后刘可迪的妈

妈告诉记者， 看到邓紫霄的表现那么抢眼，再

加上自己有许多需要提高的地方，刘可迪的自

信心受了一点小小的打击。刘妈妈说：“参加演

唱会，就是希望她能够来锻炼自己，离正式演

出还有三天的时间，她会根据老师的指点加强

练习，争取达到最好的状态”。

今日下午， 所有的乐队和歌手都将在音

乐房子和专业乐队进行彩排。陈戈告诉记者，

与专业的乐队合作演唱跟平时唱KTV是完全

不同的概念。 专业乐队伴奏会非常容易看出

演唱者技巧上的小瑕疵。 提前让学生与乐队

老师熟悉和排练， 对每首歌都进行逐字逐句

地打磨， 相信周六能够呈现出一台专业水准

的演唱会。

自信的乐天派

排练20余次 力求精彩演出

Jesus� Heart，这个由6个少男少女组成的乐

队，通过一个多月的训练，如今已经可以自信

满满地说道：“我们已经Ready了，力求为大家

呈现一场精彩的演出。” 在谈到自己的准备状

态时，乐队成员刘星池说道。

昨日下午，风雨大作，但刘星池和他的乐

队成员还是按照既定安排来到了排练室，进行

他们在演唱会之前最后的几次彩排。“虽然下

大雨，大家又都有各自的事情，但安排好的事

情，我还是会督促着他们来完成的。”作为乐队

鼓手的刘星池表示， 他们这个乐队虽然是7月

初才临时组成的， 但因为大家对音乐的热爱，

在刚开始的排练时， 并没有出现太大的摩擦，

“大家都挺有默契的。”

在这6个人的乐队中， 有的还是高三的学

生，暑假正在补课，有的则在打工，但每次排练

都无人缺席。刘星池表示，他们已经记不清排

练了多少次了，“少说也有20多次吧。”每个人

都有自己的事情，但为了能让演出效果达到最

好，刘星池和乐队其他成员都是在“挤时间”。

谈及排练中最困难的事情，刘星池认为应该算

是主音吉他手和辅音吉他手之间配合的问题。

“因为大家之前都互不相识， 要达到完美地配

合，只有通过不断地练习。”

演唱会即将于本周六晚拉开帷幕，Jesus�

Heart 乐 队 也 可 以 大 声 地 说 道 ：“We're�

ready！”。

小警匀，尽情呼吸吧

昨日第三次手术后终于可以自主呼吸了，但由于肿瘤可能为恶性，后续治疗仍需手术

他们的第一场演唱会 等你来听

本周六晚上，“我是留学生，幸福华侨城”———首届“留学生嘉年华狂欢音乐节”将拉开序幕

本周二晚上，在成都的某家KTV，一群十六七岁的学生正在非常投入

地唱歌， 一首接一首。 但他们并不是像大多数学生那样是来这里K歌聚会

的，而是在紧锣密鼓地准备自己人生的第一场演唱会。本周六晚上，“我是

留学生，幸福华侨城”———首届“留学生嘉年华狂欢音乐节”将拉开序幕。

刻苦的“演技”派

为练舞 暑假至今只休5天

在周六的演唱会上，除了有成都各所

中学里的音乐达人， 还有一支9人的街舞

团队———Monster� Crew。成员彭妤皓告诉

记者， 团队成员是来自川师附中、20中等

学校。“虽然暑假才正式组团， 但平时大

家都有非常丰富的演出经验”。本周六的

演唱会，Monster� Crew将带来的舞蹈融合

了各种街舞元素，“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

擅长的舞种，所以各自编排一组动作然后

再串在一起”。 彭妤皓说。9个人从7月开

始几乎每天都在排练，还是高一学生的彭

妤皓说：“整个暑假到现在， 我们只休息

了5天。 大家每天从下午1点开始练习，每

天要跳5个小时。为了保证排练的时间，每

天我6点就起床了，补课选的都是早上8点

上课的班”。离演出还有几天了，彭妤皓

唯一担心的是9个人如何能够在动作上更

加统一。

最铁杆的粉丝

妈妈想去现场看女儿表演

孩子来参加演唱会，家长们都给予了

他们最大的支持与鼓励。 刘可迪的妈妈

看到了“留学生音乐狂欢节”的歌手招

募广告， 主动为女儿报了名。“以前不少

朋友告诉我，她唱歌不错，但我们都主要

关注她的学习了，直到今年去KTV，我才

发现她唱得真的有点好”。 刘妈妈说。周

六的演唱会刘妈妈会带上家人去现场给

女儿打气。

一直以来都是学校文艺骨干的邓紫

霄， 从初中开始就不停地参加学校的艺术

节、校园歌手大赛等。她的妈妈告诉记者：

“因为参加太多的文艺活动， 家里一直很

担心会影响她的学习成绩， 为此我们还特

别找到学校进行了沟通。 但是学校建议我

们能够让孩子保持和发展她自己的兴趣，

也提供了不少的平台让她施展自己的才

华。”从没有看过女儿现场表演的邓妈妈，

希望女儿能够邀请他们去现场看看， 他们

会是最铁杆的粉丝。

拨打成都商报热线86613333-1报名

获得演出门票， 或加入留学生嘉年华官方

QQ群：251471736了解更多得活动信息。

成都商报记者 王勤 凌鑫晨

孩子，

加油！

刘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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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小警匀终于迎来了三次手术后的第一餐，妈妈在喂他喝牛奶

喜

四川部分区域农房

拟强制采取抗震措施

每当地震发生时， 房屋倒塌都成为

夺走生命的巨大威胁。为此，我省拟强制

要求，抗震设防烈度为6度及其以上地区

的农村居住建筑，必须采取抗震措施。

在我省， 对城镇住宅的抗震设防已

有明确要求， 但对于农村住房却鲜有抗

震设防方面的强制要求。 记者日前从省

住建厅了解到，该厅正在对《四川省农

村居住建筑抗震技术规程》拟设强制性

条文进行公示，拟要求抗震设防烈度为6

度及其以上地区的农村居住建筑， 必须

采取抗震措施。“汶川地震与芦山地震

表明， 如房屋没有抗震设防将损毁严

重。”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国地震烈度表

分为12度，1度～5度为无感至有感地震，

6度对建筑有损坏，7度及其以上对建筑

物的破坏性增大。 因此，6度及其以上地

区的房屋必须采取抗震措施， 而且必须

强制执行。

“全省大部分都是抗震设防烈度6

度及其以上地区， 因此大部分农房都需

有抗震措施。”该负责人表示，虽然拟出

台强制条文， 但针对不同烈度地区会有

不同要求，设计标准也各不相同。

去年我省专门出台了《四川省防震

减灾条例》，不符合抗震设防要求的，有

关审批部门将不予批复、核准或者备案。

通过抗震设防可达到“大震不倒，中震

可修，小震不坏”的效果。

成都商报记者 严薇

谁能解他呼吸的痛 追踪

妈妈喂小警匀喝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