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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 05

全国仅确诊300余例“救命药”2.3万元一针

9岁男孩：
谁能帮我战胜

2019年4月16日
星期二

4月13日，小桦的一次突然抽搐昏
厥，吓坏了杨秀丽，她带着儿子去了简阳
进行救治。14日，返回家中。15日，又来
到了成都，走进了四川大学华西附二院。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在医院
见到了杨秀丽和小桦。9岁的小桦身材
远比同龄人矮，脸色也显得苍白许多，
目光常常斜视着，脸上挂着一团淤青。

“你看，9岁了才1.2米，学也没办法
上，大家都劝我们放弃，可还有希望啊，我
们不管如何，都要陪着他。”杨秀丽说。

记者见到了这次杨秀丽问诊的医生
——四川大学华西附二院小儿遗传代谢
内分泌科副主任医师吴瑾。她对小桦进
行了一番问诊，为他开了一些治疗药物。

“目前他的情况主要有几个方面：
一是生长发育落后，身体矮小；二是神经
系统异常，已经出现抽搐等症状，智力发
育也落后；三是血液系统方面，血小板
低，贫血；四是肝脾肿大，功能差。”吴瑾

介绍，“另外还伴随着骨痛，属于Ⅲ型戈
谢病，目前处于中到重度阶段。”

吴瑾从医多年，其称，戈谢病确属
罕见疾病，是一种隐性遗传代谢性疾
病，且在诊断过程中，容易出现漏诊和
误诊的情况，“它一开始表现为血液系
统病症，可实际上又不属于血液系统
疾病，另外好些家长对于孩子肚子肿
大，贫血等情况容易疏忽。”

关于伊米苷酶药物，吴瑾表示，这
是目前治疗效果最好的药物，但价格的
确高昂，且目前在四川还无法直接采购，
很多都需在外地购买，医院方面也在积
极帮助小桦，为其想办法申购药物。

吴瑾介绍，家长们如果发现孩子
有不明原因的肚子肿大或者贫血等情
况，应及时到正规医院就诊，进行基
因、酶的检查。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杜玉全
摄影记者 王勤 实习生 伍伟欣

父亲因病身亡
留下16.5万元债务

4月15日，说起这几年来还债的
经历，潘洪燕感慨连连。潘洪燕记
得，父亲潘建安在世时，无论是做木
材生意，还是搞家庭养殖，或是下田
干活，或是料理家务，样样得心应
手，成为家庭内外主要的“支撑”，全
家日子过得还算平稳。

2012年，左秋容患子宫内膜增
生，先后三次住院进行手术治疗，
2014年，病变为子宫内膜癌前兆，医
生只好给她做了子宫切除手术，在
出院时，医生再三叮嘱至少需要三
年的休息时间。就这样，左秋容从一
个好劳力逐渐变成为“闲人”。生意
上的事、家里的事全部压在了潘建
安一人肩上。潘洪燕记得，2014年年
底，父亲从外忙完生意回来，发现身
体不适，且病情不断加重，到医院一
检查，已是肝癌晚期，2015年年初，
父亲便离开了人世。

遭此变故，让潘洪燕和母亲悲
痛欲绝。父亲去世不久，一些债主们
就找上门，向母女俩讨要潘建安生
前欠下的债款。

在父亲生前，潘洪燕就知道一
些债务，但汇总下来，还是有点出乎
潘洪燕意外：12个债主合计16.5万
元，都是潘建安生前在生意交往和
生猪饲养中欠下的。

“人得讲诚信”
她们养猪还债

潘洪燕每月工资仅有两千多
元，左秋容经常看病拿药，有时一次
就要花费上千元。面对大山一样的
债务，这对母女怎么偿还？

很快，潘洪燕和母亲就达成了
一致：这些钱，是债主们信得过父亲
才借下的，人得讲诚信，该还。

母女俩对每个债主进行了核实
登记，一时拿不出那么多钱的她们
还向债主们承诺，“即使砸锅卖铁，
我们也会把债还完”。

但承诺容易，兑现难。左秋容介
绍，因为她之前几次大病的手术和
丈夫生前住院的开销，已经花光了
家里所有积蓄，当时家里唯一能卖
钱的，只有圈舍里30余头猪，即使全
部卖光，加上女儿在乡残联上班每
个月两千多元的工资收入，不吃不
喝全部用于还债，也还有近十万的
缺口。

好在家里有多年规模养殖经验
和圈舍场地。于是，母女俩认定，还
清债务唯一途径，就是把猪养好卖

猪还钱。养猪卖钱和种6亩包产田的
重担，主要靠左秋容拖着病弱的身
体“硬撑”。左秋容忙碌，潘洪燕也没
有闲着，白天除了去乡残联上班，她
早晚也喂猪、扫圈、洗衣、煮饭、下地
干活。家里所有的收入，除了用于家
庭生活日常开销，其余全用于还债。

还完所有债
“看好的衣服终于敢买了”

功夫不负有心人，2015年起，生
猪价格渐涨。2016年开始，她们家里
的生猪陆续出栏。除去成本和留下
买猪崽的钱，剩下的利润收入，母女
俩就按照欠债数额的大小和轻重缓
急，每卖一批猪，就还一笔债。

“第一个还了1.8万元。”潘洪燕
说，自己理解每一名债主，也十分感
谢每一名债主对自己全家的信任。

“他们自我们给出承诺后，没催过我
们，我们还钱时，他们也没收过我们
一分钱的利息。有些债主我们要给
他算利息，他也坚持不要。”

对债主们而言，没催过，并不
代表完全放心。饲料经销商黄胜
（化名）是潘洪燕一家最大的债主，
潘洪燕父亲去世时，留下了11万元
的负债。“因为我11万元的数额最
大，当初我找她们母女俩时，还以
为这笔欠款很可能‘泡汤’，真没想
到她们母女说话算数，把钱全部还
完了。”

债主中，还有一名特殊的债主
——左秋容的亲哥哥左学文，潘洪
燕的亲舅舅，也是她们的最后一名
债主。

潘建安去世前，曾因修房屋借
过左学文五千元，潘建安去世后，左
学文从来没提起过，但这笔债，左秋
容和潘洪燕都记得，她们还完了其
他人的债务，找到了左学文，执意将
这五千元还了。

就这样，到了2018年的春节，她
们全部还清了潘建安生前所欠12个
债主的16.5万元债务。还完债，潘洪
燕笑了起来，“无债一身轻，我看好
的衣服，终于敢买了。”

4月15日，成都商报-红星新闻
记者从眉山市东坡区复兴乡政府证
实了此事。“她们现在日子越来越
好，都是靠诚实守信奋斗出来的。”

北京蓝鹏（成都）律师事务所王
英占律师认为，父亲生前所欠债务是
其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一般情况下
都属于夫妻共同债务，由夫妻共同偿
还。对于潘洪燕是否有还款义务，要
看其是否继承了父亲的遗产。

曾红 陶广汉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首席记者 蒋麟

潘洪燕（左）和左秋容 陶广汉摄戈谢病
杨秀丽像跌入了

一个无底洞，洞顶一束
微光照来，她努力向上
爬，可路途依然遥不可
及。2017年，她时年7岁
的儿子小桦被医院诊
断患有戈谢病。这是一
种家族隐性遗传代谢
疾病。临床表现为多脏
器受累，呈进行性，可
能危及生命。

有资料称，戈谢病
在中国的患病率约1∶
20万到1∶50万，但目
前被确诊的患者仅
300余名。2018年5
月11日，戈谢病被收
入国家卫健委等5部
门联合制定的《第一批
罕见病目录》。

患病几率如此之
小，但小桦偏偏遇上了。
杨秀丽的生活，也随儿
子一同陷入了困境。

一种染色体隐性遗传病，由于基因突变，导
致机体葡萄糖脑苷脂酶活性缺乏，造成其底物
葡萄糖脑苷脂在肝、脾、骨骼及肺，甚至脑的巨
噬细胞溶酶体中贮积，形成典型的贮积细胞（即
戈谢细胞），导致受累组织器官出现病变。临床
表现为多脏器受累，呈进行性，可能危及生命。

5年前，小桦4岁，上幼儿园了。
在幼儿园的滑梯上，小桦摔

了下来，淤青许久不好。杨秀丽
觉得，男孩子总是调皮的，兴许
是在班级里跟其他小朋友打架
了。但幼儿园老师口中的小桦很
听话，没跟谁有过打斗。

杨秀丽奇怪：儿子身上的淤
青咋老是消不掉？后来，她发现，儿
子似乎比其他孩子更“娇贵”，只要
一跌倒，身上就会有多处淤青，恢
复的时间也比其他人更长。

再后来，杨秀丽三天两头总
会接到老师打来的电话，“娃娃
又流鼻血了”。她介绍，小桦会不
经意地流起鼻血，常常止不住，

“有时候能流两三个小时，每次
都得到学校把他接回家。”

小桦的身体也开始发生变
化，肚子总是鼓鼓的。但杨秀丽
并没有及时发现这个问题，这是
后来到医院检查时才反应过来
的。“以前就觉得是不是孩子东
西吃多了。”除此，孩子的个头也
要比其他小朋友矮。

儿子的诸多情况，都让杨秀
丽觉得奇怪，也让她意识到这可
能是一种病症。一开始，她和老公
带着孩子到老家简阳的医院进行
检查。“抽血发现，他贫血得厉害，
血小板很低，当时就做了一些补
血的治疗。”杨秀丽说，但一段时
间后，孩子的情况又回到了从前。

之后，他们来到了四川大学
华西附二院。医生检查发现小桦
除了有贫血症状，白细胞增多，
腹内脾脏等器官肿大外，还有骨
痛症状。杨秀丽怀疑，儿子是不
是患上了白血病，医生也建议进
行骨穿检查。但考虑到孩子还
小，杨秀丽拒绝了这个建议。

身体的状况，让小桦无法再正常
上学，杨秀丽放弃了工作，陪在儿子身
边，只留丈夫在绵阳打工。从 2014 年
开始，杨秀丽和儿子走上了四处求医
的路。重庆、广州、上海、北京，去了多
家儿童医院。诊断和建议如华西附二

院一样，建议其进行骨穿检查。
2017 年 4 月，杨秀丽决定为儿子

进行骨穿。“不是白血病！”杨秀丽悬着
的心放下了，但另一个忧心的消息紧
随而来——戈谢病。按照临床诊断，以
及相关基因检测，最终确诊。

这是一种染色体隐性遗传病。杨
秀丽并不理解专业术语的描述。她只
是说“就是这个酶不行，治疗也主要是
这个酶。”

中华医学杂志2011年在《中国戈
谢病诊治专家共识》一文中，对戈谢病

的描述为：已证实戈谢病患者葡萄糖
脑苷脂酶的基因突变有 300 种左右，
突变类型及比例有种族差异，其基因
型与临床表现关系尚不确定，戈谢病
的发病率在不同种族间有很大差异，
国内非常罕见。

2018年5月11日，戈谢病被收入
国家卫健委等5部门联合制定的《第一
批罕见病目录》。有资料称，戈谢病在
中国的患病率约1∶20万到1∶50万，但
目前被确诊的患者仅有300余名。患病
几率如此之小，但小桦偏偏遇上了。

杨秀丽的生活，也随儿子一同陷
入了困境。“如果是没有救的病，可能
我们就不会再坚持了，但现在又不是
完全没有救，还是有治疗办法的，只是
时间太长了，也不知道要多久。”

杨秀丽加入了内有中国绝大部
分戈谢病患者的微信群，她得知，如果
做骨髓移植，或许能够治好儿子。“但
风险很高。”杨秀丽又暂时放弃了移植
的想法。

在寻医过程中，一款救命药出现
了——伊米苷酶，这也是目前被证明
可明显改善患者病症的特效药物。可
它的价格昂贵，一针售价为2.3万元，
且目前并不在医保报销范畴内。

5年来，为了给儿子寻医治病，杨
秀丽和爱人已经为儿子花了30多万，

杨秀丽照顾孩子，丈夫打工挣钱，并不
高的收入，让他们已经欠下了10余万
元的外债。

杨秀丽还是决定一试。今年春节
后，她筹集了4万余元，准备购买两支
伊米苷酶。购药发票显示，单支2.3万
元。为了帮助杨秀丽和小桦，其所在的
简阳踏水镇当地干部和群众还为他们
募捐了 2 万余元。但对于长久治疗而
言，这可谓杯水车薪。“这个药是需要
长期用的，目前每两周用一支，到医院
注射。”未来的药钱，在哪里？

何为
戈谢病

奇怪
的症状

流鼻血
个子矮
易淤青

罕见
的病症

——

——全国仅300余人确诊

昂贵
的药物

——2.3万元一针

家长
的坚持

——不管如何，都要陪他

男子去世留16.5万元债

病妻弱女
辛劳三年终还清

“妈，天气转热了，我们去买几件好点的衣服，这两
年，为了还债，我们连一件像样的衣服都没买过。”4月
14日，四川省眉山市东坡区复兴乡红五星村一个农家
小院里，28岁的三级肢体残疾女孩潘洪燕挽着母亲左
秋容的手，一脸幸福地往外走着。

一个20多岁的女孩子，买几件好一点的衣服，原本
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但对潘洪燕和母亲而言，这还是三
年间的第一次。就在几个月前，潘洪燕才和母亲一起，靠
勤劳挣钱和省吃俭用，用三年时间，还清了病故父亲欠
下的16.5万元债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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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桦的病情证明书

医生正在给小桦进行身体检查

杨秀丽带着小桦在医院治疗


