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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回放

故事1：柯女士50岁，糖尿病15
年。半年前手臂、大腿大片淤斑，血小
板30（正常值＞100）×10^9/升，诊断
血小板减少紫癜（ITP），激素用药1月
后突发剧烈腹痛、解黑大便，胃肠镜：
左半结肠、胃部糜烂性溃疡和大面积
出血，停激素半月后再次腹痛、鲜血
便，血小板低至1×10^9/升、血糖升
高、体重增加15斤。

故事2：小张17岁女，13年前4岁
时患ITP，激素用药有效但停药、减量
后血小板很快下降，反复服用激素10
余年。近期血小板再次重度减少、牙
龈出血，长期激素致钙吸收不足，身
高仅153厘米、体重62公斤，父母身高
分别165、167厘米。

故事3：童先生42岁、体重130斤，
2016年4月双下肢鲜红出血斑、蛋白

尿，确诊紫癜性肾炎，数月后下肢出
血缓解但肾炎依旧，之后大剂量激素
冲击蛋白尿未愈，数年后发展为肾病
综合征，体重203斤、肢体多毛。

松山医话
1、激素的科普
激素是体内的化学物质，参与人

体细胞、组织、器官代谢活动的调节，
影响各种生理活动，主要分为糖皮质
激素、生长激素、胰岛素、性激素等。
大家熟知、临床常用的激素分类有泼
尼松、地塞米松、甲泼尼龙、氢化可的
松等，属于人工合成的糖皮质激素，
其结构、成分、功效与体内分泌的激
素是基本一致的，常以单药或者与他
药联合使用的方式广泛应用于临床
多种病症，具体适应症有：（1）发生于
肺、胃肠道、泌尿道等全身组织器官
的各种炎症反应性病症；休克、脑出

血、高热等紧急、危重病情状态的抢
救用药和调节。（2）异常免疫反应：过
敏性皮炎、过敏性紫癜、过敏性哮喘
等过敏性疾病，肾病综合征、系统性
红斑狼疮、干燥综合征、免疫性血小
板减少、免疫性溶血性贫血、免疫性
肝炎和眼科疾病等自身免疫性疾病；
排异反应：器官移植。（3）淋巴造血系
统肿瘤：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各种
淋巴瘤。

2、激素副反应
（1）消化障碍：激素能使具有消

化功能的胃酸和胃蛋白酶分泌增加，
使人常有饥饿之感，使对胃肠道黏膜
有保护作用的黏液分泌减少，诱发或
加重胃肠炎症、溃疡甚至出血穿孔。
柯女士口服激素所发生的剧烈腹痛、
解黑大便就是激素诱发的溃疡出血。
（2）钙吸收差：减少钙的吸收导致骨
质疏松、骨关节坏死，儿童在生长发

育期特别是长高阶段，会影响身高发
育、身材发育矮小。虽然口服补钙有
一定作用，但减退的消化功能导致补
钙作用有限。（3）免疫力下降：容易感
冒，肺部、胃肠道、胆囊、泌尿道等各
种脏器感染的机会增加，激素对于体
弱多病、免疫低下的人群影响更大。
（4）代谢紊乱：颜面浮肿虚胖如满月，
颈部皮肤增厚凸起如水牛之背，脂肪
沉积躯干腹部、腰围大于臀围，称为
向心性肥胖，与长期应用激素有关。
其他有体毛增多、面部痤疮、血糖升
高，以及神经功能紊乱引起失眠多
梦、易于激动等。

3、长期弊端大
激素优势在于短期较快地缓解

炎症、抑制免疫，1至2月的短期激素
应用影响不大，长期应用就会影响
组织器官、系统间的正常功能，随着
用药时间的延长、用药量的增加或

有严重的不良反应。柯女士血糖升
高就影响了糖尿病的治疗，小张身
材矮小是钙吸收不足造成的骨骼发
育不良，童先生长期激素引起严重
肥胖。

中医理论认为：肺通调水道、脾
利水渗湿、肾主水液代谢，对于激素
相关的肥胖浮肿、体重增加可以宣
肺、健脾、益肾予以缓解。胃肠道炎
症、溃疡、出血从健脾护胃予或能保
护胃肠粘膜。中医“肾主骨”的认识，
使得补肾壮骨成为增强骨骼发育、改
善骨质疏松的临床应用关联起来。当
然，对于激素应用必不可少的疾病，
如免疫性疾病的活跃状态、淋巴造血
肿瘤的规律化疗，通过中医对肺脾肾
的整体调节，或有助于改善机体免疫
功能、降低激素长期应用的感染风
险，在发挥激素优势的同时尽可能减
少激素的弊端。

11月6日下午，一名男子在成都
地铁站站台上无故随意按压紧急停
车按钮。后被车站执勤民警和站务人
员发现并控制。目前该男子已被警方
拘留。

据成都市公安局轨道公交分局
通报，该男子名为于某，28岁，事发站
点为3号线磨子桥地铁站。该男子在
车站站台停留期间，随意按压紧急停
车按钮。记者从车站现场监控画面看
到，男子在站台时前后踱步，接着转
身按下了身后的紧急按钮，接着若无
其事地插手等待车辆。之后，站务工
作人员和民警赶到。

“他当时是在候车过程中，出于
好奇按下了按钮，站务工作人员迅速
核实了这个信号，发现是这名男子的
违规操作，好在未对列车运行产生影
响。”据办案民警张勤介绍，该男子在
非紧急情况下违规操作按压紧急停
车按钮，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
定，已被分局依法处以行政拘留5日
的处罚。

警方提示：紧停按钮只能在情况
危急时使用，违规操作可能严重影响
地铁正常运营秩序和市民出行安全，
将要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杜玉
全 实习生 廖晓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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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火了 民警冲进火场疏散群众

11月7日下午3时许，成都商报-红星
新闻记者在自贡市第一人民医院见到了正
在接受治疗的罗庆锋。他现年40岁，任自贡
市公安局自流井分局新街派出所指导员。

6日上午10时左右，罗庆锋与民警罗尚
海、王克建、辅警曾凯一行四人，在辖区小
桥井社区路段开展治安巡逻。突然，罗庆锋
看见远处天空中冒起了黑色浓烟，他的第
一反应的“起火了”。当即，四人驾车往冒烟
方向赶去。“没开好远就发现，烟子从一中
背后的居民楼冒出来的，还有明火。”确定
火情后，罗庆锋打电话向所长胡雍汇报情
况、请求增援，一位同事拨打了119。

罗庆锋告诉记者，起火的楼房是一栋
老式居民楼，楼内没有消火栓，急需转移附
近居民。四人驾车抵达自贡市第一中学门
口，罗庆锋安排3名同事到学校借灭火器，
他一人先去现场查看情况、疏散居民。

火势猛 他与居民被困阳台等待救援

罗庆锋说，随着火势增大，浓烟开始从
楼下窜到楼上，一步步地封锁着楼道，让人
睁不开眼睛。罗庆锋接受成都商报-红星
新闻记者采访时坦言，没有任何防护装备
和灭火工具，他可以选择不进入楼房搜救。
但是，“我是一名警察，必须进去”。

罗庆锋爬到六楼时，见右侧房屋房门
开着，一名中年妇女愣在门口，不知所措。
他赶紧让妇女进屋找湿毛巾，试图用毛巾
捂住口鼻，带她转移到楼下。可是浓烟正往
五楼快速蔓延。“一片漆黑，像一股热浪，根

本受不了。”罗庆锋说，现场的情况已经让
他们无法通过楼道逃生。于是，他把妇女带
到屋里躲避，把门合上，但没有关闭。很快，
浓烟涌进屋子，二人退到与起火位置反向
的开放式阳台上，但阳台的玻璃门根本关
不上，有一道缝。

为了抵御浓烟，罗庆锋把阳台上晾晒
的衣物取下，用来封堵门缝，然后把阳台上
放置的易燃物品，统统丢到楼下去。在阳台
上，罗庆锋让妇女蹲下并捂住口鼻，他也蹲
下并捂住口鼻。

绝望中 二人拨打电话与家人告别

由于吸入大量浓烟，罗庆锋感觉呼吸困
难，他蹲坐在地上，倚靠着墙壁。妇女杨开芬
已经忍受不了了，她想借助外墙上的避雷线
下落到楼底，但是，避雷线只有手指粗细，根
本承受不了。罗庆锋阻止了杨开芬的想法，
并再三安慰她“保持冷静，等待救援”。

罗庆锋告诉记者，几近绝望中，他决定
给单位领导和家人打个电话，就当是最后
告别。

10时30分，罗庆锋的第一个电话打给
了自流井区公安局局长林兵。罗庆锋认为，
因为是工作期间，应该给单位一个交代。他
在电话里说：“林局长，我被困在火场了，可
能难以脱身。给你告个别”，通话时长43秒。

10时35分，罗庆锋打电话给妻子小
魏。他认为，必须给妻子说清楚，告个别。
他在电话里说：“我今天可能会牺牲，你好
好保重，把孩子带好”，通话时长37秒。

慌乱中，杨开芬也给丈夫打去电话告
别，让丈夫好好生活，照顾好儿子。

﹃
你
先
走
﹄

■民警罗庆锋：“救你是我的职责，我上来就是为了救你，你先走。”
■被困群众：“兄弟，你是为了救我（才被困），你年轻，娃儿也还小，你先走。”

11月6日上
午10时左右，自
贡市自流井区
桐梓坳（小地
名）一栋老式居
民楼发生火灾，
情况危急。正在
附近巡逻的新
街派出所指导
员罗庆锋发现
火情后，第一时
间与同事奔赴
现场。在挨家挨
户搜救过程中，
罗庆锋与六楼
住户杨开芬被
困火场，无法脱
险。

绝望中，二
人拨打电话，给
亲友做了最后
告别。等来救
援，他们相互推
辞，希望把第一
获救机会让给
对方。最终，杨
开芬第一时间
被转移至楼下
安全区域，罗庆
锋随后获救，但
因吸入大量有
害气体，罗庆
锋当即被送往
医院接受住院
治疗。

成都商报-
红星新闻记者
袁伟 摄影报道

如果死了 就把角膜捐给别人

听到兰杰询问眼角膜捐献的
事，西部战区空军医院血液肿瘤科
医生江恒心里有些难受。只有25岁
的兰杰患的是再生障碍性贫血，这
并不是一种恶性肿瘤，如果能够做
骨髓移植手术，是有痊愈希望的。
但是，摆在兰杰和家人面前的严峻
问题，是已经再也拿不出钱了。

“他平时很内向，很少跟医生
有交流，尤其主管医生又是女医
生，话就更少。”江恒告诉记者，10
月30日那天，兰杰难得走出病房，
在值班室和江恒聊了10多分钟。他
开始思考死亡和身后事，如果自己
死了，就把眼角膜捐给别人，最好
是个年轻人，这样眼角膜的价值更

大一些。兰杰还有一点点私心，年
轻人能带着自己去看世界，去体验
自己从来没有体验过的美好的爱
情。

骨髓移植成唯一救命方式

今年3月24日，只有兰杰和妈
妈在家，晚上八九点，兰杰又一次
觉得头晕，妈妈让他自己去拿点
药，结果一转头，兰杰就晕倒在地，
失去了意识。慌张的兰杰妈妈背着
儿子坐了个小三轮车去看病，在车
上差点没扶住，最后还是120急救
车送到了医院。

从刚开始怀疑是白血病，到最
终确诊兰杰患的是再生障碍性贫
血，这让当时的主管医生松了一口
气。他告诉兰杰和家人，这比白血

病好，不是恶性肿瘤，治愈的希望
很大。“医生说三个治疗方案，一是
吃药，二是骨髓移植，三是ATG治
疗（输注抗胸腺细胞球蛋白治疗）。”
兰杰说，自己家是自贡农村的，考虑
到骨髓移植和ATG治疗的费用都
很贵，于是选择了药物治疗。

然而随着病情的恶化，摆在兰
杰面前的，目前只有一条路，那就
是骨髓移植。但这条路，对于前期
治疗已经花了30多万元的农村家
庭来说，等于没有希望的希望。

医生：希望他亲自去感受
生活的美好

兰杰爸爸告诉记者，之前都是
兰杰妈妈照顾儿子，但现在再也不
敢耽误一天，夫妻俩更不敢休息，

拼了命地工作，因为如果再凑不到
钱，儿子可能就没有了。这几天，西
部战区空军医院血液肿瘤科主任
孙薏也着急得四处打电话，她知道，
兰杰再也等不起了。孙薏找到四川
省人民医院慈善管理办公室主任周
晨燕，在她的帮助下，联系了公益基
金，为兰杰发起了网络众筹，孙薏又
发动整个科室给兰杰捐款。

“他还那么年轻，未来应该还
有很多路要走，如果就这么没了，
真的太可惜了。”在得知兰杰向江
恒透露了要捐献眼角膜的想法后，
孙薏说，更希望兰杰还有机会，自
己去看世界，去谈恋爱、结婚生子，
去感受世界的美好。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于
遵素 实习生 张芳 摄影报道

一个25岁自贡小伙的心愿
“如果我死了，希望有人能用我的眼睛去看世界、谈恋爱”

医生：更希望他自己去看世界

10月30日，在西部战区空军医
院血液肿瘤科的医生值班室，85床
的病人兰杰找到值班医生江恒。兰杰
（上图）问到了器官捐献，如果自己去
世了，想把眼角膜捐给别人，最好是
个年轻人，这样，他就能带着自己的
眼睛去看世界，去谈恋爱。

第二批消防
员抵达阳台，把
几近昏迷的罗庆
锋（左二）救援至
楼下

每月坚持捐款200元
她要把爱心“还”给病房

11月7日，周晨燕一大早拿着一
个红色文件袋，独自走进了位于青羊
区百花西路的成都市慈善总会。这位
四川省人民医院儿科副主任现场捐
赠了2万元，然后获得了一本捐赠证
书。在这本捐赠证书首页的姓名栏
中，“杨小婷”三个字赫然在目。

杨小婷，2017 年度“十佳最美孝
心少年”获得者。她还有更多的身份
——周晨燕数年前治愈的急性淋巴
细胞白血病患者，以及“晨燕爱心帮
扶个人基金”的长期捐赠者。

2010年，杨小婷又被诊断为中枢
神经白血病，自此打针吃药成了她生活
的常态。除了所在学校的老师和同学们
义卖筹集了7万多元善款，父母和医生
也在为她四处筹钱，前后花了60多万。

2013年家里弟弟的出生，让有白
血病史的杨小婷有了保障，但弟弟 2
岁时也患上了白血病，且病情更为严
重，“必须做造血干细胞移植，至少面
临50万医疗费缺口。”

“对于很多家庭来说，这无疑是天
文数字，更何况杨小婷家里两个孩子
相继患上白血病。”作为两个孩子的
主治医生，周晨燕在接受采访时这样
说。此后，她联动其个人针对贫困重
病患者的“晨燕爱心基金”，为弟弟募
集了大量看病钱。

在帮杨小婷把 2 万元捐给“晨燕
爱心基金”后，周晨燕立即打开手机，
把捐赠证明拍照通过微信传给了杨
小婷的妈妈。而在这份捐赠证书旁
边，还有一个较小的捐赠证书，上面
同样写有“杨小婷”的名字。

从第一次捐助起，这个更小的捐
赠证书一直就存放在周晨燕的身上。
周晨燕回忆，杨小婷辍学后在外摆摊
卖玩具，之后又做起了口罩生意，在
看到很多家庭也像自己家一样在为
治疗费发愁，她也只象征性地收点跑
腿费，“一天最多卖出几十块钱。”

2016 年 5 月，杨小婷决定把自己
挣的钱捐给“晨燕爱心基金”，这也
得到了父母的支持。周晨燕还记得，
一开始杨小婷总是看到她就悄悄塞
一些五元、十元的零钱，“有时候不
够 200 元，就多跑几家医院，凑够了
再送来。”

之后每个月，杨小婷都坚持给周
晨燕送去 200 元，至今已坚持 2 年有
余。被评为2017“十佳最美孝心少年”
后，杨小婷决定拿出2万元的奖金捐
给更多需要的人，但因为近期刚刚就
读中专学校，她委托了周晨燕帮忙传
递爱心，和其 200 元的每月捐赠款一
并存入“晨燕爱心基金”，希望把曾经
得到的爱心“还”给病房，帮助更多还
在重病边缘的病友们。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邹悦

事发现场 视频截图

11月7日上午11时许，成都商报记
者在事发现场见到了被困居民杨开
芬。“要不是警察同志救了我，我已经
不在了。”她哭着说。当天上午，杨开芬
独自在家休息，根本不知道屋外起火
了。直到闻到烟味，她才出门查看。打
开房门，她看到楼道里已经有烟雾了，
不知怎么办。此时，一名“保安”上来，
要带她逃生。可是，楼道已经下不去
了，二人只好躲到阳台，等待救援。

在阳台上，杨开芬才得知前来救
他的不是保安，而是派出所民警罗庆
锋。困在阳台大约20多分钟，终于有消
防员赶到屋里实施救援。见消防员递
来一个呼吸面罩，罗庆锋正准备给杨
开芬带上，但杨开芬却对他说：“兄弟，
你是为了救我（才被困），你年轻，娃儿
也还小，你先走”。听到这里，罗庆锋感
动地流出了眼泪。

“救你是我的职责，我上来就是为
了救你，你先走。”罗庆锋一边回答一
边配合消防员给杨开芬带上面罩。推
辞不过，杨开芬带上面罩随消防员转
移至楼下。大约几分钟后，第二批消防
员抵达阳台，把几近昏迷的罗庆锋救
援至楼下。

经医院检查，罗庆锋因吸入有害气
体过多，引发呼吸道和肺部感染，目前仍
在医院接受观察和治疗。火灾发生的具
体原因，还有待消防部门进一步调查。

等来救援
他们都让对方先走

男子地铁站内
随意按压紧急停车钮
被拘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