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兑彩票
●电脑型中国体育彩票全国
联销“排列 3 和排列 5”第
17354期排列3直选中奖号
码：187；排列 5中奖号码：

18756。●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第
17152 期开奖结果：前区 02 04 07
23 28，后区02 08。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全国
联销"3D"第2017354期开奖
结果：294。●中国电脑型福
利彩票全国联销"七乐彩"第

2017152期开奖结果：基本号码：19、26、
10、28、27、03、07，特别号码：21。备注：以
上信息以开奖现场公证后的结果为准

在收到小霖花这封信
之后，周晨燕和小霖花现在
所在医院的主管医生都认
为，小霖花还有一线希望，
再次进行骨髓移植，小霖花
还是有可能活下来的。但这
面临着两大现实问题：首
先，小霖花要等到配型成功
的供体。“第一次移植复发，
说明妈妈的骨髓移植失败
了。”周晨燕说，现在，和小
霖花有血缘关系的亲人都
做了配型测试，希望能找到
配型成功的合适供体，或者
骨髓库中能有与小霖花配
型成功的捐献者。

其次，是医药费。确诊
白血病后的第一个治疗疗
程，就花了 30 多万，第一次
复发后的化疗疗程又用去
了 20 万，加上移植手术花
了 70 万，目前仅是为小霖
花治病的医药费就已经超
过百万。这一次，主管医生
根据小霖花的病情估计，至
少还需要准备 70 万。从哪
里去筹这笔钱？自从小霖花
生病后就辞了职的胡玉梅
一筹莫展。

“征得母女俩的同意，
我们公布了小霖花给妈妈
的信的一部分内容，希望能
帮帮她们，孩子不是完全没
有一点治疗希望，她还那么
小。”周晨燕说。

需找到供体再移植骨髓需找到供体再移植骨髓
还急需高额医药费还急需高额医药费

妈妈，娃娃爱你
下辈子还做
你的娃娃…

11岁白血病女孩病情复发 悄悄写下给妈妈的“遗书”

“妈妈，你陪我那么久，我可能要失约了……我不在了，你要好好
的，娃娃爱你，娃娃在天上看着你，下辈子娃娃还做你的娃娃……”

12月25日晚上，四川省人民医院儿科副主任周晨燕，收到了一封
曾经的病人来信托她日后转交，只看了前两页，她的泪水就模糊了眼
眶，不忍心再看下去。

这封信，是患有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的小霖花写给妈妈胡玉梅的。
11岁的小霖花得知，自己白血病二次复发，妈妈为给她治病花光了积
蓄还欠下外债；为了给她供骨髓，体重220斤的妈妈在3个月内减重了
90斤。担心自己这次可能会永远醒不过来，小霖花悄悄写下了这封“遗
书”：“妈妈，我可能要失约了，你要带着我的梦想，替我活下去……”

对于女儿的这封信，胡玉梅
是知道的，小霖花抱着电脑从白
天写到天黑，一边写一边流泪，但
她不让妈妈看，总说还不到时候。

2015年7月15日，小霖花确
诊急性淋巴性白血病，经过 8 个
疗程的治疗后病情曾得到控制。
但今年 3 月 29 日，在还没停药
时，小霖花的病复发了，医生告
知在经过3~6次化疗后需进行骨
髓移植，这是唯一的方法。作为
女儿唯一的供体，配型结果显
示，胡玉梅和女儿的配型为半相
合。但当时胡玉梅的体重有 220
斤，43岁的她需要在3个月内减
重90斤。

“每天早上5点起床练瑜伽，
6点开始给孩子做饭、送饭，全都
是小跑。”胡玉梅说，白血病患儿
的免疫力极低，所吃所用都有严
格的消毒标准，光是每天三顿
饭，数道消毒程序就十分费时，
更别说还要挖空心思做孩子爱
吃的东西。没有大量的时间跑步
运动，胡玉梅选择了全素代餐减

肥，看上去像芝麻糊，但没有味
道，更没有油，多吃几口，就像是
在吞水泥，难以下咽。“看到别人
吃青菜，都要流口水。”

7 月 11 日，小霖花进入移植
仓；7月24日，胡玉梅第一次抽骨
髓，之前打的动员针，刺激体内
细胞疯长，5天里，胡玉梅身上的
每个关节都像被人打断了一样
疼痛。“抽骨髓那个针，特别粗。”
胡玉梅说，因为抽骨髓是浅表性
麻醉，针扎进身体的时候，能够
清晰地感受到针尖戳进身体，
痛、麻、酸，不知道怎么形容。7月
25日第一次抽干细胞，医生说数
量不够，第二天，她又抽了一次
……

谁知做完骨髓移植不到5个
月，小霖花的病情又复发了。“真
的，我都快要崩溃了，快要撑不
住了。”胡玉梅说，她从来不敢当
着女儿哭，哪怕红了眼睛，也要
想好借口搪塞过去才出现在女
儿面前。“我给她说过，妈妈肯定
不会让她孤孤单单地走。”

妈妈减重90斤供骨髓救女
““我给她说过我给她说过，，妈妈不会让她孤孤单单地走妈妈不会让她孤孤单单地走””

收到这封信，周晨燕只看了
前两页，就再也不忍心看下去。
写 信 人 是 自 己 曾 经 的 小 患 者
——今年11岁的小霖花。12月19
日，患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两
年，病情第一次复发后做骨髓移
植不到 5 个月的小霖花，确诊病
情再次复发。

自从小霖花生病之后，她的
妈妈胡玉梅就放弃了自己的事
业，陪着女儿日复一日在病房，
化疗、吃药……小霖花的病情第
一次复发后要骨髓移植，胡玉梅
还减重90斤给女儿供骨髓。

今年 7 月，小霖花做了骨髓
移植，本以为自己将迎来重生
的喜悦，不料病情又复发了。敏
感的小霖花得知病情第二次复
发，偷偷写下这封安排好身后
事的“遗书”，想在自己离开后，
请周晨燕医生转交给妈妈，她
在信里说：“妈妈，你陪我那么
久，我可能要失约了……请你
带着我那份，好好地活着。”信
里，小霖花特意选择了俏皮的
圆体字，用自己和妈妈的照片
做了信纸背景。

小霖花在信里说，“自己变
得越来越奇怪了，在复发和化疗
的双重抗压下，自己真的挺不过
来了，真的好累，忍不住发脾
气。”

“你告诉我，我就是你的命
了呀！我死了，你就不在了啊，
（所以）我为了你，都要活下去，
为了你，我都要多吃、多喝。为了
你，我要好好好活着，我不能哭，
我一哭你就不高兴了。所以我每
天都要开开心心地过，我们会在
一起走好久……

“我走了，你和爸爸要好好
的，再生个弟弟，把他当成我，给
他最好的爱，我下辈子，继续投
胎来找你们哦。”

“带着我的愿望，去看一次
许嵩的演唱会，我的梦想啊，你
要和嵩哥拍合照，我在天上看得
到的，我会很开心的；”

“我不在了，你要好好的，娃
娃爱你，娃娃在天上看着你，下
辈子娃娃还做你的娃娃。”

“妈妈，你找到这封信的时
候，我可能不在了，你一定，要带
着我的那份，好好活着。

11岁女儿给妈妈的“遗书”
““妈妈妈妈，，我走了我走了，，你和爸爸要好好的……你和爸爸要好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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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最爱你的霖花

一封可能
没有回复的信

12月15日，射洪县公安局交通警
察大队发布公告，对客运三轮车作出
规定，“限行区域内，实行单日单号车
通行、双日双号车通行”。

射洪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副大
队长赵志会告诉成都商报记者，射洪
县实行三轮车单双号限行，10多年前
就已有规定，最近发布公告，只是重申
加强管理，限行区域为老城区拥堵路
段。目的在于缓解老城区拥堵和整治
交通秩序，重申的限行规定将从2018
年1月1日开始正式实行。

公告 客运三轮单双号限行

近日，射洪县交警大队在官方微
博发布“关于县城区人力客运三轮车
限时限路段通行的公告”。公告称，为
提高通行效率，改善道路通行环境，现
结合县城区交通管理实际，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四川省
非机动车管理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
的规定，决定对我县城区人力客运三
轮车实行单双号、限时限路段通行。”

公告明确了限行时间和限行区
域。限行时间为 7：30~9：00，11：30~
12：30，14：00~15：00（夏季 14：30~15：
30），17：30~18：30（夏季 18：00~19：
00）。限行区域为人民街、新阳街、红专
路、解放街、伯玉路、下南街、康乐街、
临园路、水西门等街道全部或部分路
段。公告规定，在限行时间外、限行区
域内，实行单日单号车通行、双日双号
车通行。公告落款时间为2017年12月
15日。成都商报记者从射洪县交警大
队获悉，限行公告将从 2018 年 1 月 1
日开始正式实施。

解释 三轮车限行已实施多年

前日，正在射洪县城一路口开着三
轮车候客的苟师傅告诉记者，他已听说
限行公告，“主要在老城区和早中晚高
峰时段”。苟师傅介绍，以前也有过限
行，这两年没怎么管。一位谢姓三轮车
师傅说，他开了20年三轮车，三轮车限
行大概在2000年左右就开始实施了。
当时管理方把三轮车标注为黄色和褐
色两种，黄色是双号，褐色是单号。

赵志会告诉成都商报记者，射洪
县对三轮车实行单双号限行其实已有
十多年历史，主要针对老城区部分比
较拥堵的路段。因此，这次的限行公告
是对之前举措的重申，但这次的限行
路段比以前还要少一些。

在射洪县人民医院门口，一位三
轮车师傅介绍，以前确实有限行，但过
去两三年已没有交警管理了。

回应 因城区特殊情况而制定

针对三轮车限行公告，射洪当地
多名网友称“早该限行了”，认为三轮
车“到处乱窜，影响交通”。射洪县交警
大队一位工作人员介绍，加强三轮车
限行管理，依据了很多市民的情况反
映，三轮车常常形成拥堵，聚集在老城
区的医院、小学候客，甚至影响到校
车、救护车行驶，交警部门也经过了实
地调研得以证实。在射洪县人民医院
门口，三轮车师傅们纷纷表示，如果三
轮车限行，生意将受影响变得更惨淡。
有三轮车师傅认为，只针对人力三轮
车限行，没有考虑到他们的利益。

赵志会说，射洪全县有人口 103
万，近年来城市面积和人口快速发展，
城区常住人口有30万左右，但目前射
洪县的主要机关单位、医院、学校等机
构都挤在老城区，而老城区道路狭窄，
上下班高峰时段，人流、车流都比较
大，经常出现拥堵情况。私家车近年也
以每年五六千辆的速度增长，目前在
射洪注册的私家车有6 万多辆，因医
院、学校，以及很多居民小区都布局在
这里，所以难以实施对小车进行限行。

专家：若造堵，出管理措施可行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何兵表示，作
为运营的人力三轮车，地方政府在管
理举措上出台这样的公告是没有问题
的。多年前，就有多地对运营的人力三
轮车有过限行先例。在地方城市管理
中，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比如随着城
市发展，骡车、马车便不可再在城市里
通行。如果当地运营的三轮车确实造
成了城区拥堵，交警大队作为交通管
理单位，出台这样的管理措施是可行
的。 成都商报记者 杨灵 摄影报道

治理老城区交通拥堵
射洪实行客运三轮车单双号限行

医生
孩子还有
一线希望

成都商报记者于遵素受访者供图

两大现实难题

除了女儿小霖花，胡玉
梅还总是尽力去帮助其他生
病的孩子，母女俩都是周晨
燕公益活动的常客。胡玉梅
是“小白妈咪互助团”的核心
骨干成员，常帮其他家长筹
款、联系医院、找药，看到有
的家长连治疗费都筹不出，
更别说给孩子补充营养，她
就做好鱼汤肉丸送去，小霖
花吃什么，其他孩子就吃什
么。有时候，她要同时照顾三
四个孩子的饮食。

母女都是
公益活动的常客

妈妈还在帮助
其他患病的孩子

尽管一周前办到了校车驾驶资格
证，但直到昨日，资阳人廖军仍对自己
的遭遇表示不解。原来，他在申办校车
驾驶资格证时，交警部门要求他提供
医院出具的无癫痫和精神病病史证
明，但他跑了多家医院开证明无果，在
交警部门建议下前往社区居委会开具
了证明，才最终办到了校车驾驶资格
证。但他仍有些不解，“社区居委会能
证明我没有精神病史？”

医院：
只能出病情证明 不能出病史证明

针对廖军的遭遇，成都商报记者
昨日走访了资阳市人民医院、资阳市
第一人民医院、资阳市精神病医院等
多家医院了解到，医院均只能在检查
后，或有就诊记录的情况下为病人出
具病情证明。

“是否有精神疾病，需通过一定时
间的观察后才能确定。”资阳市第一人
民医院医务科相关负责人说，医院出
具的病情证明只能证明当事人在检查
或治疗时的患病情况。“目前，任何一
家医院都无法完整掌握病人之前的治
疗记录，而病人自述的病史，医院也无
法保证病人是否存在隐瞒情况。所以，
医院无法出具一个人的病史证明，尤
其无法出没有哪些疾病的病史证明。”
这一说法也得到了多家医院的证实。

资阳市卫计委医政科相关负责人
也表示，根据相关规定和现行条件，医
院只能出具病情证明，无法出具过往
病史的证明。“过往病史一般是病人自
述，但无法保证病人是否隐瞒病史。”

交警：
“变通”之后 让驾驶人去社区开

对于廖军的遭遇，资阳市交警部
门予以证实。资阳市交警支队车管所
相关负责人介绍，根据公安部制定的

《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驾
驶人取得校车驾驶资格证，需身心健
康，无传染性疾病，无癫痫病、精神病
等可能危及行车安全的疾病病史，无

酗酒、吸毒行为记录。
该负责人说，根据公安部制定的

《机动车驾驶证业务工作规范》，无传
染性疾病，无癫痫病、精神病等可能危
及行车安全的疾病病史证明需由县级
或者部队团级以上医疗机构出具。

“资阳办第一个校车驾驶资格证
时，医院就开不了无癫痫和精神病史
证明，所以我们变通后，都让驾驶人去
社区居委会或村委会开具证明。”资阳
市交警支队直属一大队相关负责人认
为，社区或村社更掌握居民是否有癫
痫或精神病病史的情况。

但这份证明能否证明廖军无癫痫
和精神病史，廖军户籍所在的资阳雁
江区莲花街办向阳社区居委会也不清
楚。“我们又不是医院，所以只能让他
找几个邻居帮他证明，然后再根据这
份证明给他开了一份无癫痫和精神病
史的证明。但我们也不知道这份证明
是否有效力。”社区工作人员说。

解决：
证明咋开？交警将与相关部门协调

“严格意义上说，社区居委会出具
的证明还是不太符合规定。”资阳市交
警支队直属一大队相关负责人认为。
那么，又如何解决该问题呢？资阳市交
警支队车管所相关负责人表示，接下
来，他们将学习外地交警部门的经验，
并联系卫计、民政等部门开个协调会，
以解决该问题。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王成栋表示，
如果医院无法出具病史证明，而公安
部相关规定又要求需要该证明，那么
该规章存在不客观、不实际、不具操作
性的问题。他表示，如果在现行医疗条
件不具备操作性的情况下，建议修改
该法规，可在驾驶人申办校车驾驶资
格许可时提供当时无癫痫和精神病的
证明，再设定一年或两年一个周期的
复检。如果复检查出驾驶人有癫痫或
精神病，可立即取消许可。这也能达到
保证学生安全的目的。

成都商报记者 姚永忠

办校车驾驶资格证
无精神病史证明该谁开？

孩子的“遗书”

小霖花的自拍照

射洪县人民医院门口，三轮车在排队候客

“遗书”截图

小霖花和妈妈在一起

(节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